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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采

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四川苍溪县高坡支局抢占寄递市场纪实

四川省苍溪县高坡邮政支局服务

高坡镇、黄猫乡、双石乡、龙洞乡三乡一

镇，下设邮政代办所三个。四个乡镇均

为苍溪县偏远乡镇，往返县城约 5 小时

车程，居民生活购物不便，当地网络购

物发展迅速，加之当地盛产的“苍溪红

心猕猴桃”全国知名，猕猴桃电商渠道

销售火暴，当地的寄递市场潜力巨大。

高坡邮政支局辖区内快递企业众

多，竞 争 激 烈。2019 年 以 来，高 坡 邮

政 支 局 聚 焦 客 户 体 验，破 除 堵 点、痛

点、盲点，着力提速提质提效，多策并

举，激发活力，打赢了与民营快递公司

的市场争夺战。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高坡邮政支局在乡镇快递市场打了一

场漂亮的翻身仗。截至 8 月底，高坡

邮政支局每日处理快递超过 1000 件，

邮政邮件收寄量增长 68%，水果旺季

收寄量增长 75%。

从客户视角寻找痛点

长期以来，民营快递公司在偏远地

区投递末端收费成为常态，客户取件的

时候，要按照邮件的大小交纳 3 至 15

元不等的取件费用，由此造成客户对取

件收费抱怨不断。

苍溪县邮政分公司调研后认为，

取件收费是客户的痛点，亦是快递企业

的痛点，要求全员站在维护人民群众切

身利益的高度，公开反对和整治取件收

费。针对不少客户到邮政取件时经常

抱怨其他快递公司取件收费问题，苍溪

县邮政分公司提供了 12315 投诉举报

电话，让客户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的

利益。

同时，苍溪县邮政分公司通过厅

堂、微信、进村社宣传等方式和场景，对

二次收费的违规现象进行提示，强调通

过正规渠道维护客户利益。

从客户体验破除堵点

在收寄环节，苍溪县邮政分公司着

重从客户需求出发，对收寄服务进行全

方位优化和升级，通过优质服务争取客

户。特别是在市场黄金期——红心猕

猴桃收寄旺季，坚持做到“价格比民营

快递少 1 元”“开门营业早一分钟”“关

门结业晚一分钟”，赢得了众多客户的

青睐，进一步消减了民营快递的市场竞

争力。同时，高坡邮政支局还组织对辖

区内所有水果种植农户进行全覆盖走

访对接，收集客户意见和建议，开展寄

递业务宣传，让邮政“速度快、价钱低、

有保障”的国企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针对以往菜油、蛋类、蜂蜜寄递过

程中没有统一的标识和包装箱，导致不

能寄递、不敢收寄等问题，苍溪县邮政

分公司制作了菜油、蛋类、蜂蜜包装箱，

组织员工学习标准化包装操作，利用自

媒体宣传“老家菜油香，寄给娃尝尝”

等广告，为农产品从“田间”到“舌尖”

全程保驾护航。

合作打通“最后一公里”

由于民营快递公司在乡镇没有代

理点，一些村民的邮件只能到县城自

取。在此情况下，苍溪县邮政分公司一

方面大力宣传引导客户网购时选择邮

政快递；另一方面与各快递公司积极商

讨合作事宜，通过快邮合作，将县城配

送乡镇的邮件交与邮政，通过邮政运输

网将邮件运送至乡镇，邮政安排专人对

民营快递邮件进行投递。

通过资源共享、成本共担，苍溪县

分公司不仅进一步扩大了邮政快递末

端服务网络，更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

增强了群众对于邮政快递的信任。�

� □韩佳殷

大丰分公司

“三步走”推进社邮融合落地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是“全国首批

生 态 建 设 示 范 市”“国 家 首 批 可 持 续 发

展先进示范区”“国家社会发展综合实验

区”……尤其是以“花海”“梨园”为中心

扩展的经济产业链，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依托本地特色经

济开办了很多的合作社、家庭农场，其中

规模较大、经营发展比较稳定的有150家。�

“农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提质发展是

邮政转型的攻坚项目，做好了，可以和我

们的特长和优势充分交叉融合。作为基

层邮政企业，要将家庭农场项目开发真正

攻到难处、落在痛处、做到实处。”大丰邮

政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张培红深感这

个项目对邮政企业转型发展、拓展业务范

围、获取和开发更多社会资源等领域的重

大意义。为了尽快推进社邮融合落地，大

丰分公司在实践中总结出“三步走”策略。�

第一步：“销号走访”锁定目标

根据当地农业局和市分公司提供的

信息，本地合作社 106 个、家庭农场 40 户，

主要分布在 10 个较大的乡镇，经营范围

集中在农机作业、种植养殖业及附属加工

行业、畜牧业等。大丰分公司市场营销部

经理翟琪全说，为了摸清每一个农场和合

作社的用邮需求，大丰分公司开展了多专

业联合的走访活动。由专业营销人员、渠

道经理、营揽经理组成的走访小组，根据

合作社、农场名录进行“销号走访”，截至

8 月底，已走访 62 家合作社、36 个家庭农

场，采集客户用邮需求 36 条，与 13 个走

访对象初步达成后期合作意向。�

第二步：惠农项目获取关注

“我们的‘稻鸭’主要是通过电商平台

线上销售，2019 年全年销量在 200 多万元，

今年因为疫情影响平台销售上也受到了一

定的影响，不仅是销售环节，怎样安全送到

客户手中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难题。”永丰

家庭农场负责人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永丰家庭农场主打产品是“稻鸭”，采用

的是一种在稻田散养鸭子的混合养殖方式，

通过在稻田放养鸭子解决水稻虫害，鸭子通

过进食虫子和稻叶、稻花解决食物问题，这

种散养的“稻鸭”是绿色纯天然的食品。

根据与农场主的沟通交流和现场观摩，

大丰分公司向农场主推荐了邮政线上平台

和寄递业务，针对客户的“最后一公里”农

产品的配送问题给出了“线上销售 + 揽收

服务”捆绑套餐，解决了销售和寄递脱节

的问题。目前，永丰家庭农场的“稻鸭”和

大米等系列产品拟进行平台引入。�

第三步：深度融合强化合作

通过政企合力、联盟互助，大丰分公

司依托政策搭台，利用邮储银行小额助农

信贷、邮政线上销售平台、惠农寄递服务、

惠农保险等产品和服务，推进合作社和家

庭农场产品上平台、促销售、增效益。同

时，利用合作社优质的人脉信息开拓邮政

业务的市场，最终达到邮政和合作社共赢

的局面。

“我和邮政之前就一直合作，服务和

产品质量是没得说的。”新鑫蔬菜专业合

作社在 2019 年就与邮政建立了合作关系，

夏收期间邮政惠农项目给合作社带来了

很大的便利，惠农农资服务也是社邮合作

的常规内容之一。合作社负责人对邮政产

品的质量大加赞扬，并表示将在合作社圈

内外进行宣传及推广，康乐禽蛋专业合作

社就是他介绍的客户之一。

康乐禽蛋专业合作社主营禽蛋的养

殖销售，有社员 200 余人。通过邮政前期

的走访和对金融、渠道、寄递业务联合推

介，合作社将对邮政部分开放社内活动，

提供社员基本信息，叠加邮政业务进行宣

传推广和运作。� □范燕  翟琪全

火中侠影

□本报记者  崔鹏森  通讯员  程雪

8 月 25 日，两位特别的客人来到山东省青岛市邮政分公司黄岛区分公

司泊里支局，他们将一封情真意切的感谢信和一面印有“舍己救火� 时代楷

模”的锦旗交到了支局负责人王帅和投递员王付如的手中。

两位客人分别是西海岸新区泊里镇河西村安书记和河西村村委会工作

人员，他们称此行是代表河西村全体干部、村民，要对勇赴火场救出村民、及

时扑灭火灾的邮政投递员王付如表达最诚挚的谢意，对王师傅不顾个人安

危、挺身在前的见义勇为行为表达最崇高的敬意，对邮政培养出如此具有高

尚道德情操的员工表达深深的谢意。

8 月 17 日晚 8 时许，河西村一户村民家中突发火灾，下班回家途中的王

付如听到救火呼声后，急忙赶到火灾现场。因事发村民家院门紧闭，事出紧

急，王师傅等不及他们搬来梯子，便率先摸黑翻越近三米高的院墙，还因此

摔倒在院内，但他顾不上自己的伤势，立马爬起向屋内冲去。

此时火势越发凶猛，刺鼻的浓烟不断从屋内冒出，王师傅不顾个人安

危，从随后赶来的村干部手中接过灭火器便冲入失火村民家中，及时扑灭了

火，并成功从屋内救出一位 93 岁的老人。王付如在火灾面前不顾个人安危，

没有丝毫犹豫地挺身在前，沉着应对，阻止了一场重大火灾的发生，更是帮

助河西村和全村村民避免重大损失的发生。河西村全体干部、村民觉得口头

上的感谢已不能表达对王师傅的感激之情，便托付安书记一行带着饱含全体

村民谢意的感谢信和锦旗来到支局，亲手将“感谢”交到王师傅手上，当面郑

重又激动地说出了那声“谢谢”。王师傅腼腆地表示，当时情况危急，自己只

是做了一件该做的事情。

安书记（左）
与王付如（中）合
影留念。

�□程雪  摄

“机”不可失
8 月 26 日，一位退休干部模样的老大爷捧着一面红彤彤的锦旗走进了

北京市昌平区天通东苑邮政所，一进门就喊：“小可乐同志在吗？小可乐同志

在吗？”老大爷的喊声里充满着一股抑制不住的热情，营业厅里的人们纷纷

停下手中的业务，向这位老大爷投来疑惑的目光。大厅内理财经理连忙向老

大爷迎过去，安慰道：“老大爷，您别着急，您说您找谁？”

“我找营业员小可乐啊，我要好好地感谢他。”老大爷一边说着，一边向

营业柜台内扫视着。忽然，老大爷的眼光停在了营业员张奎的脸上，迅速走

过去冲着张奎一指，激动地说：“这不就是小可乐同志嘛！”

“这不是裴大爷嘛，您来了，您有什么事？”张奎说着，从座椅上站起来，

向裴大爷打着招呼。

“这就是小可乐同志，诚实守信，拾金不昧！”裴大爷向理财经理夸赞道，

说着，裴大爷将红彤彤的锦旗打开。

营业厅的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搞得是一头雾水，裴大爷面对大家

疑惑，娓娓道来——

“前两天，我到天通东苑邮政所寄挂号信，办完业务，抬脚出了邮局坐上

了公交车。坐了半个多小时，一摸兜，手机不见了。我顿时慌了，手机丢了是

小事，但是手机里还有多年积攒的亲戚朋友的通讯录以及微信聊天记录；更

要命的是，这部手机还绑着我的银行卡！我立即告知售票员，请求售票员帮

忙在车内找找。售票员找了一圈没找到，对我说，车内乘客不多，不会丢在车

内，是不是落在别处？售票员的一句话提醒了我。我想起了在邮局寄过挂号

信，会不会落在邮局？可是当时邮局办业务的人挺多，即便落在邮局也有可

能不翼而飞。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借来售票员的手机给自己的手机拨了个

电话。电话通了，接电话的是一位小伙子。小伙子说我的手机落在邮局柜台

上，他给收好了。我心里那块儿石头终于落了地。我连忙赶回邮局，交给我

手机的正是刚才给我寄挂号信的营业员——张奎，网名叫小可乐，我还有他

的微信。回到家，我越想手机如果丢失这件事越后怕。于是，第二天，我赶制

了一面锦旗，这不，给张奎——不，我还是习惯叫他小可乐——送来了！”

“小可乐和裴大爷合个影、留个念想吧。”

说着，理财经理拿出手机定格下了那一瞬间。� □赤涛  苏平

“凭证”之困
9 月 1 日中午，于金凤阿姨带着锦旗来到邮储银行天津市南开区李七庄

支行致谢，感谢支行长及全体员工。于阿姨说：“邮储银行服务又热情、效率

又高，短时间就解决了我的难题，这帮年轻人对工作真负责！”

前几天，于阿姨到李七庄支行办理养老金卡折丢失补发凭证业务，补发

后发现凭证还是不能使用，养老金仍然取不出来。这下可急坏了于阿姨。这

可怎么办？于阿姨年龄较大，对相关问题回答得不清楚，网点工作人员随即

电话联系其女儿。

沟通后才发现，原来于阿姨曾拨打客服电话 95580 对相关凭证申请了

永久性挂失。因为是卡折绑定的账号，只能补发无芯片磁条卡，但网点没有

相应的无芯片磁条卡，无法补发卡凭证，且因卡凭证无法找回，不能为其办

理解除挂失，加之挂失补发凭证客户还存在着重要加办关系，导致业务一度

陷入了停滞状态。�

为尽快帮助于阿姨解决问题，李七庄支行第一时间按流程上报了问题

单，并实时跟进问题解决进度。支行长武兴一边联系上级单位，一边联系区

内其他网点寻找无芯片卡，最终在南开区三马路支行找到。支行工作人员立

即协助于阿姨前往三马路支行办理业务，凭证难题迎刃而解。

武兴说：“为客户解决金融服务中遇到的难题是每一家银行、每一位金

融从业者的责任。不在乎业务大小，无所谓金额多少，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

工作的动力。”� □王玥

重庆开州区支行获央视报道
在重庆开州，邮储银行开通“抗灾救灾”绿色放款通道，受灾户仅凭

个人的“口碑”和良好的征信记录，就能够贷到数十万元的贷款，解了灾

民的燃眉之急。8 月 31 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CTV2《经济信息联播》

播出报道《助力灾后重建�凭个人“口碑”也能贷款》，关注了邮储银行多

措并举对受灾小微企业提供金融支持，切实助力“六稳”“六保”。

近几天，在重庆开州区义和镇鱼龙村的养殖户唐青海家里，工人们正

在复建猪圈棚。而在上个月中旬，特大暴雨引起山体滑坡，300 多平方米

的猪圈崩塌，100 多头藏香猪到处乱跑。老唐说：“我的猪到处乱跑，吃人

家的庄稼，赔那些农民的包谷，那些东西都赔了好多钱，我非常着急。”

缺钱重建猪圈。焦急之中，唐青海听说信用好的农户可以申请

救灾贷款，并试着到邮储银行重庆开州区支行申请，但他无财产抵

押，更没人担保。工作人员选择了“信用模式”。

“我们根据客户的自我条件，可以申请信用模式、担保模式、抵押模式

等多种方式。”开州区支行客户经理说。经过调查、授信等流程，老唐的贷

款有了着落，三天后，20 万元打进了其账户，他迅速购买建材，重建圈舍。

同样，“绿色通道”还解决了赵家街道村民王显桂缺资金的难题。

王显桂家也遭遇暴雨灾害，两吨多饲料被雨水浸泡，发霉变质，30 多

头产仔母猪面临“断粮”。

王显桂说：“饲料坏了，又没有钱了，我就给邮政银行说，我们受

灾的这种情况，能不能支持一点钱。”开州区支行工作人员上门了解

到，王显桂正好给母猪买了“保险”，可以用保险单作为担保贷款。只

用了一天时间，15 万元贷款就打进了王显桂的账户。� □李端

　　服务质量是邮政企业的生命线，邮政服务的好
坏，客户最有发言权。本期我们来分享下“三面锦旗”
背后的邮政故事，希望能对广大员工有所启发。

（上接第 1 版）
海南农垦注入了新鲜血液，“琼安胶园”也成就了胶农的致富路。

记者在东太农场与会山镇的交界处看到，东太农场在这里设立的一个

“三统一”收胶点（即与地方共同发起的对民营胶实行的统一收购、统

一加工和统一销售），很多农民在排队卖胶水。会山镇三洲村胶农刘文

学告诉记者，他家种有橡胶树 800 多株，年收入 1 万多元；以前收购商

给的是现金，每次都要去镇上存储，现在则方便多了。

让刘文学方便多了的是邮储银行提供的金融服务。今年 5 月，海南

省分行发行了首张区域性联名卡——海南橡胶农民丰收卡，推出了减免

手续费等多项特惠权益，尽心服务胶农、收胶站点、加工厂和海胶集团橡

胶从业人员，解决他们的服务需求难点，得到了胶农的热烈欢迎。

“白沙县是橡胶主产区，全县 2.3 万名胶农有 2 万多办了邮储银行

的农民丰收卡，不仅方便资金结算，而且很多胶农还试着贷款扩大种植

规模。这种金融的及时帮助，让海南胶农大步奔向小康。”邮储银行白

沙县支行行长符史涛介绍道。截至 8 月底，海南省分行在全省 13 个市

县开展了“橡胶智慧收购平台”上线培训，发放农民丰收卡 6.5 万张卡，

开立了 443 个收胶点服务账户，为海南橡胶的发展插上了“金翅膀”。

让农民工不忧“薪”

“邮政提供上门开卡服务，既
方便又贴心，我们热烈欢迎！”近
日，在湖北省十堰市华骏建筑劳
务有限公司农民工批量代发工资
协议签约现场，农民工朋友对邮
政服务赞赏有加。三季度以来，
十堰市邮政分公司武当山支局为
助力精准脱贫，以代发工资为突
破口，主动对接地方政府，积极开
展小微企业大走访活动，成功签
约十堰市华骏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农民工批量代发工资协议，预计
年代发工资 1300 万元，首期批量
开卡 106 张。此举将有助于实现
农民工朋友不忧“薪”、不跑腿，并
切实享受到邮政“乡情卡”的诸
多优惠和邮政的便捷服务。

� □王龙凤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