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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电商节获“五新”好评
18 亿元——交易规模上新台阶

“919 电商节”期间，全国邮政累计实现总交易额 18.66 亿元，其中：批销方面，累

计实现自营批销额12.21亿元，同比增长105%；重点打造的“十大品牌”形成批销额4.81

亿元，同比增长 402%。零售方面，累计实现网络零售额 4.4 亿元，同比增长 84%；农产

品线上交易额 3.43 亿元，同比增长 134%；订单转化率达 17.6%，同比提升 8.1 个百分点。

协同方面，线上零售累计形成邮政包裹 665 万件，同比增长 63%；发生代收自提业务的

邮乐购站点达 8.79 万个，同比增长 288%，累计发生代收自提业务 1488 万件，同比增长

174%；发生积分兑换业务的邮乐购站点 2.25 万个；邮乐营销转介服务 75.1 万次。

打造爆款——商品运营出新模式

各地邮政聚焦基地、扶贫和本地特色农产品，重点推广“一省一爆款”，累计打造

万单农产品 319 款，形成交易额 1.3 亿元，其中万单扶贫农产品 227 款，形成超 5 万

单的大单品 30 个、超 10 万单的大单品 3 个。

立足邮政农品分会场，策划“总部 + 各省”直播带货活动 215 场，建立“腾讯 +

抖音 + 今日头条 + 速递易 + 网点扫码购”的线上线下活动宣传矩阵。活动累

计实现农产品线上交易额 3.43 亿元，同比增长 134%，在网络零售交易额中的

比重提升至 78%。

获客活客——流量转化达新高度

策划“硬核补贴”专属活动，连通“邮客行”APP，全面激活“邮

生活”、邮储银行信用卡积分商城、“邮惠购”积分商城和“邮掌柜”

会员。“919 电商节”期间，累计发展“邮特惠”会员 331 万人，年

度累计达 1027 万人。“邮特惠”会员累计产生交易额 2.3 亿元，占

网络交易额的 52%。以“邮特惠”为载体，以会员权益为抓手，连

接邮政业务客户，助力获客活客的模式基本建立。

深挖邮政私域流量，组织开展“网点扫码购”和“百万员工做

导购”系列活动，邮乐小店累计形成交易额 1.64 亿元，同比增长

30%；线上与“学习强国”和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联合上线“919”

推广活动，线下依托供应链公司拓展社会直采，外部渠道累计形

成线上线下销售额 4510.5 万元。同时，狠抓地推组织、商品运营

和业务协同，“919 电商节”期间，商品批销自营下单站点达 15.46

万个，是 1～8 月月均站点数的 3 倍多，同比则增长 60%。

惠农合作——扶贫助农创新佳绩

在本届“919 电商节”启动日，集团公司成功举办了首届全国邮

政农产品产销对接大会。新疆的哈密瓜、湖南的猕猴桃、内蒙古的羊

肉……31个省（区、市）现场展出农产品443款，其中基地农产品298款，

扶贫农产品 250 款，52 个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农产品 50 款。

“919 电商节”期间，农产品线上交易额 3.43 亿元，同比增长 134%；重

点推广的扶贫农产品累计形成订单 488.9 万笔，同比增长 66%，累计形成交易

额 8906.5 万元，同比增长 86%；基地农产品累计形成订单 123.6 万笔，同比增长

135%，累计形成交易额 3759.3 万元，同比增长 272%。

内引外联——品牌形象获新提升

在首届全国邮政农产品产销对接大会上，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邮政扶贫助农的成

果，得到了国务院扶贫办、农业农村部、商务部、国家邮政局等政府部门参会领导的一

致认可。本次大会还邀请了优农协会、民贸会、国网电商、拼多多、每日优鲜、叮咚买

菜、苏宁易购、中粮我买网、链果供应链等20家外部渠道参加，现场签约意向金额达2.2

亿元。活动现场，来自汉源县、砀山县、漳平市、洛南县的副县（市）长参与直播带货，推

广本地农产品，当日累计直播 3.4 小时，总计观看 5.1 万人次，网友点赞 58.7 万次。

本届“919 电商节”通过外部广告投放，累计曝光 3.3 亿次，日均贡献 UV 同比

增长 211%，并得到央视《新闻联播》、新华社、《光明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

等近 50 家主流媒体报道，极大增强了邮政“919 电商节”的社会影响。� □曾应强

山东邮政

完善地推体系��打造渠道利器
□本报记者  崔鹏森  通讯员  雷世波

山东省邮政分公司坚定落实集

团公司农村电商工作部署，不断完

善地推配送体系，扎实推进数字化

优质邮乐购站点建设，提高渠道服

务能力，促进电商分销业务转型发

展。1～9 月，山东邮政累计建设数

字化优质邮乐购站点 14316 个，完成

进度 159%，站点数量列全国邮政第

1 位，完成进度列全国邮政第 2 位。

“919 电商节”期间，全省新增数字化

优质邮乐购站点 10081 个，完成进

度 252%，站点数量列全国第 1 位。

根据集团公司站点建设要求，

结合本地实际，山东省分公司在�8

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农村电商运

营地推配送体系建设与管理工作的

通知》，推进农村电商分销一体化运

营团队和地推配送团队建设，重构

地推配送体系，落实集团公司“县分

公司 + 支局 + 站点”管理模式，提高

邮乐购站点管理、维护能力。目前，

全省配备地推人员 923 人，通过后台

全部分配了管理站点。�

山东省分公司对地推人员统一

组织培训，明确了地推人员的工作

职责、巡店频率及日常工作内容；对

全省地推人员走访巡店情况、站点

下单、批销业绩等进行每日通报，强

化穿透式管控，逐步提升地推人员

巡店质量。自 7 月起，全省邮乐购站

点月巡店率均达到 100%，有力促进

了数字化优质邮乐购站点建设。

为 提 升 邮 乐 购 站 点 的 渠 道 价

值，山东邮政以直播订货会为抓手，

通过重点项目拉动自营批销业务发

展。7～9 月，山东邮政先后组织了

缤纷盛夏啤酒节直播订货会、鲁花

粮油项目直播订货会、全省大单品

直播推介会等营销活动，以啤酒、粮

油、农资为重点，在市、县、支局三个

层面组织订货会，不断提升大单品

自营批销规模。

“919 电商节”期间，山东邮政

投入 70 万元专项补贴资金，用于奖

励数字化优质邮乐购站点建设先进

单位，鼓励市分公司加快数字化优

质邮乐购站点建设速度。同时，将数

字化优质邮乐购站点建设工作纳入

300 佳支局评选，推进“网点 + 站点”

的常态化管理，进一步增强支局与

站点的黏性。截至 9 月底，全省 11

个市分公司数字化优质邮乐购站点

建设完成进度达 100%，6 个市分公

司完成进度在 80% 以上。

河北邮政

创新不断��惊喜连连
□本报记者  丁源  通讯员  张玉红

　亢雅萌

今年“919 电商节”期间，河北

省邮政分公司按照“夯基础、保目

标、促创新、做亮点”的工作要求，

认真落实集团公司活动部署，在平

台 批 销、网 络 零 售、农 品 进 城 和 业

务 协 同 方 面 多 点 发 力、全 面 开 花，

成为全国首个完成“全网快消大单

品 销 售”“千 场 农 资 金 融 优 惠 购”

目 标 的 省 份，并 获 得 集 团 公 司 23

张喜报。

9 月 22 日，在“邮 政 助 脱 贫，

惠农进万家”主题扶贫助农直播活

动中，河北省分公司副总经理王强

直 播 带 货，推 介 西 柏 坡 黑 木 耳、唐

山迁西板栗、承德平泉香菇和张家

口燕麦片等多款河北优质农产品，

共销售 2 万余单。借助抖音、快手

等用户喜闻乐见的新媒体渠道，河

北省分公司在“919 电商节”期间，

以邮乐平台为基础，开展了一系列

“老 总 带 货”直 播 活 动，并 设 置 了

“礼遇初秋”“爱心助农”“月满中

秋”等主题板块，其间还穿插举办

了“青春邮你，播出精彩”全省邮政

农产品新媒体大赛、“中秋大礼包”

专项营销活动、试吃官品鉴活动以

及农品团购进社区等营销活动，助

推“农民丰收节”氛围一浪高过一

浪。

“919 电商节”期间，河北省分

公司组织了饮料、中秋礼品、粮油、

酒水四期全省集单活动，积极开展

省内 TOP� 20 品牌招商及 TOP� 200

商品推广，上线自营商品 SKU 近万

个，利用“微信机器人点对点直达掌

柜端宣传 + 集单活动”助力批销规

模上量。自营下单站点数、自营批销

额列全国邮政首位，全网快消大单

品销售额、“十大品牌”销售额及新

增数字化站点数均列全国邮政第 2

位。

河北省分公司积极推进邮乐购

站点开展金融积分兑换，金融客户

办理相关业务获取相应积分后，可

以到开通兑换权限的邮乐购站点兑

换需要的商品。“919 电商节”期间，

全省累计 2000 余个邮乐购站点开展

金融积分兑换，完成集团公司计划

目标的 154.3%。此举对进一步完善

金融客户非金融权益体系、加强专

业间协同联动、建立邮乐购站点与

金融网点双向引流场景发挥了积极

作用。

河南邮政

百万订单扶贫助农
“919�电商节”期间，河南省邮政

分公司累计实现零售销售额 3214 万

元，居全国邮政第 4 位；其中，农品线

上零售交易额 2607 万元，居全国邮政

第 4 位；培育万单扶贫大单品 24 款，

实现订单 105.5 万单，销售额 1578.3

万元，万单扶贫大单品数量、订单数

量、销售额均居全国邮政首位。

“919 电商节”启动后，河南省分

公司精心组织全省农特产品精选工

作，突出“原汁、原味、原产地”，累计

上报扶贫产品 124 款。同时，围绕中

国社会扶贫网河南省公示目录产品进

行优选上架，与 300 余家目录公示企

业开展合作，累计上线产品 787 款。

为营造“919 电商节”活动氛围，

在线上，借助河南邮政、河南邮

政微邮局、邮储银行等公众号

做好软文推送，各地市充分

利用抖音直播号进行宣传

预热；在线下，设计制作

二维码海报、X 展架、宣

传片等多种宣传物料，

利用支局网点、邮乐购

站点进行展示和播放，

扩大宣传声势。

“919 电 商 节”期

间，河南邮政扶贫助农

活动异彩纷呈。9 月 11 日，组织南

阳“西峡猕猴桃爱心助农推介会”、

安阳“促消费献爱心助脱贫”扶贫农

产品展销大会，分别实现销售额 161

万元、208 万元。9 月 16 日，举办信

阳“光山好去处”个性化邮票暨乡

村振兴公益直播大会、三门峡“消费

扶贫� �援企助农”电商直播大会。其

中，光山直播大会观看人数超 10 万

人次，实现销售 33 万单，通过邮乐网

直播下单 5.2 万单；三门峡直播活动

更是吸引 360 万人次观看，实现订单

28 万单。9 月 18 日，在郑州举办荥

阳河阴石榴直播带货活动，累计销售

石榴近 200 吨，销售额达 385 万元。

为确保客户消费体验，河南省

分公司加强活动期间支撑保障，针

对“919� 电商节”活动基地、精品农

产品项目，通过政策补贴支持，加大

项目推广力度，提升运作规模。同

时，加强渠道平台与寄递部门协同，

对“919 电商节”期间的收寄标准提

出了硬要求，对大单品发货情况进

行现场抽查。此外，还加强了客服

培训，对销售和寄递过程中遇到的

常见问题进行讲解宣贯，确保客服

在线服务效率和问题订单的解决时

效。� □肖亚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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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建伟

今年“919 电商节”已经圆满收官，取得了超预期的效果，在交
易规模、扶贫助农、社会影响等方面都创造了新的佳绩，为邮政农村
电商生态圈建设积累了实践经验。近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电
商分销局总经理李唐接受本报采访，就“919 电商节”之后如何推进
邮政农村电商破题发展进行了交流。

在李唐看来，“919 电商节”是对今年全国邮政农村电商工作的
一次全方位检验，从取得的效果看，坚定了邮政的信心，明确了发展
方向，锻炼了队伍能力。接下来，要继续强化“四个聚焦”，以问题为
导向，全力推进邮政农村电商的破题发展。

首先，要固化“三个模式”，加快推进业务发展。一是农产品基
地“平台零售 + 跨省互销 + 基地直采 + 终端直供”的销售模式。
集团公司提出，在完成今年打造 50 个农产品基地的基础上，围绕
国家农产品主产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2021 年计划在全国打造
100 个农产品基地，以“联、租、建”方式推进农产品基地仓储配套
能力建设。二是“网点 + 站点”渠道管理模式。加强专兼职地推
队伍建设，在网点转型中推进管理模式落地，做到“四个明确”，通
过商品进店、业务叠加、大数据等赋能，增强站点黏性。三是“总部
运营”为主的大单品打造模式。通过“总部运营”等模式，做实“十
大品牌”，逐步扩充核心品牌数量，进一步丰富商品、优化结构、做
大规模，提升控店率。

其次，做到“四个强化”，打造特色零售平台。李唐认为，邮政
B2C 应聚焦垂直电商，加强私域流量运营，以邮政客户为基础，以农
产品和品牌工业品为突破，打造邮政会员权益平台。为此，要强化
连接通道建设，优化“邮特惠”会员专属权益体系建设，线上以积分
兑换为抓手，线下以邮政网点扫码购为载体，推动线上线下邮政业
务客户的统一转化和维护。强化平台商品组织，农产品突出“基地 +
精品 + 扶贫 + 特色”，工业品突出“品牌”，持续打造“记忆力大单
品”。强化外部平台合作，复制推广“学习强国”和中国联通网上营
业厅模式，面向邮政政企客户及行业客户加强开放合作，持续打造

“平台的平台”。强化协同场景构建，优化邮储信用卡和“邮惠购”积
分商城运营，借助扶贫日、“双 11”、“双 12”、年货节等电商热点，持
续开展会员活动，助力邮政业务获客和活客。

再次，实施“三个赋能”，提升渠道运营能力。以团队赋能，在集
团、省、市、重点县组建农村电商运营项目团队，并按标准加强专职地
推队伍组建。以机制赋能，在集团公司和省级分公司农村电商运营项
目团队的人才引进、产品开发等方面探索市场化运作。以科技赋能，
完善会员和站点画像，丰富运营数据看板内容，提升全业务、全环节、
全流程、全要素、端到端的数字化运营水平。

最后，推进“两个深化”，探索农村电商与邮政业务协同发展。
深化寄递业务协同，总结提炼邮政农产品在惠农、扶贫和协同方面
的最佳实践，推广邮政农产品“以销促寄”“以销带寄”协同模式，加
快邮乐购站点代收自提业务叠加。深化金融业务协同，结合新一轮
金融跨年营销活动，以“邮特惠”会员权益为抓手，大力开展网点优
惠购，助力金融网点获客和活客。

9月 30 日，2020 年第四届邮政“919 电商节”圆满

落下帷幕。在为期一个月的电商节活动期间，在

集团公司的高度重视和精心部署下，经过相关部门同心

协力、紧密配合，全国各级邮政干部职工大胆创新、强力

推进，通过开展一系列特色活动，以产销对接帮助农民精

准脱贫，以消费扶贫助农增收；升级数字化站点建设，激

活获客引流、零售批销的渠道；线上、线下齐发力，畅通城

乡流通“微循环”；业务协同、内外联手共筑邮政农村电

商生态圈，初步打造出一个具有社会影响力的邮政电商

节。本期对第四届邮政“919 电商节”进行一次盘点，看

看今年邮政“919”战绩如何，又有哪些新的收获。

客户抽奖，现场火爆。

扶贫石榴红似火。

地推人员走访邮乐购站点。 物流配送保畅通。

邮政员工直播带货。直播代言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