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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度的魅力
——解读湖南衡阳市分公司金融业务发展“绿色密码”

面对发展形势更加复杂，同业竞争

尤为加剧的新环境，湖南省衡阳市邮政

分公司今年以变应变，继续保持金融业

务发展的加速度，全力以赴实现了“开

门 红”。 截 至 2 月 25 日，衡 阳 市 分 公

司期末储蓄余额达 600.61 亿元，其中

新增储蓄余额 50.62 亿元，同比增幅为

7.77%，三项指标在全省邮政各市（州）

分公司中均列首位。在全省邮政先进

县排行榜上，衡阳市分公司旗下的县分

公司占据了十强中的“半壁江山”，并

牢牢“霸占”了前三名。其中，祁东县

邮政分公司以新增余额 9.22 亿元的业

绩位居榜首。

这种逆势而上的加速度是如何炼

成的？通过一番探访，笔者解读了其中

的“绿色密码”。

硬道理

对邮政企业而言，发展是硬道理，

发展金融业务更是硬道理。每年一季

度都是金融业务发展的黄金时节，但今

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一些沿海发达

地区鼓励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因而

外出务工的返乡人员锐减，此举无疑给

内陆省份和地区的金融业务发展增添

了十分不利的因素。但是，衡阳市分

公司今年初就充分做好了打硬仗的心

理准备，牢固树立“战旺季，胜全年”思

想，坚持高质量发展理念，坚定信心确

定了实现代理金融储蓄余额破 600 亿

元的高位目标。

虽然金融业务发展受阻的因素较

多，但他们抢抓“开门红”旺季发展的

思想丝毫不放松。为此，衡阳市分公司

从上到下保持高度一致，市、县分公司

领导更是以身作则，对金融业务发展督

导采取包联包片挂点方式，明确专人负

责对本片区旺季发展宣传、营销、激励

措施制定等工作的细化督导，做到层层

落实、责任到人，确保了督导工作真正

落到实处，产生作用。衡阳市分公司领

导在处理好繁忙的工作之后，均会赶到

所包片区的县分公司和重点支局（所）

进行现场指导，帮助分析市场，确定发

展策略，形成了“一盘棋”的合力。

客户是金融业务发展的基础，做好

客户维护工作就显得至关重要。衡阳

市分公司非常重视对存量客户的维护，

重点固化中高端客群的维护动作和频

次，对 VIP 客户开展常态化的节日维护

和生日维护。今年以来，全市邮政维护

VIP 客户 8.43 万人次，5 万元以上客户

增长 6252 户。祁东县分公司充分发挥

全员的主观能动性，主要是抓好党员、

营业员、投递员、关键人物、外包人员这

五支队伍的产能来源。据统计，今年以

来这五支队伍发展业务量高达 5.48 亿

元。

硬队伍

面对金融业务发展的新形势，衡阳

市分公司坚定勇敢地应对市场变化，转

变经营思维，聚集本外地务工、农特经

济、商贸客户、空白乡镇客户“四大客

群”，开展更具针对性的营销服务活动，

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支局（所）是邮政企业的最基层，

也是决胜“开门红”的基础。衡阳市分

公司 182 个代理金融网点均在这场决

战中不甘示弱，齐心协力抓竞赛，争先

恐后谋发展，形成了百舸争流的喜人态

势，也奠定了金融业务“开门红”所向

披靡的扎实基础。祁东县分公司市场

邮政所是衡阳邮政一个标杆网点，其主

要职责是服务祁东县综合市场内的商

贸客户，他们采取员工细分走访区域、

团结协作瞄准目标、开展个性化服务等

有效措施，取得了最佳业绩。截至 2 月

25 日，市 场 所 新 增 储 蓄 余 额 7234.86

万元，在全市邮政位居第二。衡南县邮

政分公司泉溪邮政支局员工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在金融业务“开门红”

中练好“基本功”、用好“组合拳”、打好

“感情牌”，取得了实实在在的好效果；

截至 2 月 25 日，本年新增余额 6124.41

万元，在全省、全市邮政所有网点中均

位居十强之列。

硬手段

发展形势越复杂，就越是需要更加

过硬的方法和手段，只有这样才能够达

到企业想要的效果。在移动支付风生

水起的新形势下，衡阳市分公司敏感意

识到“商户收款码”是绑定商户、拓展

活期余额的有力抓手，更是助力金融业

务高质量发展的利器。在开展商户提

质专项竞赛活动中，衡阳市出台专项奖

励措施，采购 1.3 万台“云喇叭”免费

赠送给达标客户，确保软件及硬件设备

支撑到位，让商户使用起来觉得安全放

心。同时，衡阳市分公司开展网格化经

营，实施台账式管理，通过商户的分户

管户，常态化走访，分析商户经营流水，

算清业务盈亏，确保商户的活期储蓄

“颗粒归仓”。

在打响“开门红”战役前夕，衡阳

市分公司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策

划重点客群活动，根据客户需求，采取

“走出去、请进来”的形式，开展各类营

销活动，达到以节造市、以会聚客、活动

吸金、存量升级的提质效果。对待代发

项目，衡阳市分公司采取“领导挂帅、

措施支撑、能人跟进”的举措，由于做

到了项目引领、源头获客、末端营销、相

互配合，从而确保了效果凸显。祁东县、

耒阳市、常宁市、衡阳县、衡南县、石鼓

区等邮政分公司均广泛收集项目营销

信息，策划对路的营销方案，组织得力

干将开展卓有成效的精准营销，拿下大

大小小的营销资金近 10 亿元，成为打

赢“开门红”战役的源头活水。截至 2

月 23 日，耒阳市分公司提前实现“600

亿工程”时点目标，新增余额 6.67 亿元，

跨赛新增余额 10.40 亿元，成为全市邮

政第一个完成目标的县（市、区）分公

司。

� □李无我

吉安市分行

“小邮说法”讲警示

本报讯� �近日，邮储银行江西省吉安市分行围绕“强化合规管理、强化责
任追究、强化警示教育”主题活动，开展了“小邮说法”系列案防警示教育，

扎实筑牢案防藩篱。

该分行按照邮储银行总行下发的违规问责警示教育片“小邮说法”之信

用卡套现篇、赌博篇、金融诈骗篇等一系列警示教育，组织全体人员开展集

中培训，梳理学习防范信用卡套现、防范理财陷阱、防范套路贷等，同时，利

用总行网络学院培训平台，要求从业人员进行相关课程内容学习，完成所有

学习课时后即取得相应培训合格证书。� □唐冬云

元宵节里“邮”滋味

2 月 26 日，陕西省铜川市邮政分公司在全市网点开展“闹元宵有奖猜灯谜”活动，当天到网点办理业务的客
户可参与有奖猜灯谜活动。活动得到客户们的积极响应，大家踊跃参与，现场气氛热烈。

� □王建强  摄影报道

←山东省滨州市邮政
分公司将“庆元宵、猜灯谜”
活动与党建知识、业务知识
结合在一起，一组组有关党
史、业务知识的谜语别致新
颖，吸引了员工们的目光。

�□王春彬  李敏  张同
勇  摄影报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邮
政分公司组织客户经理在元宵节将热气腾腾
的元宵送给交警、环卫工人等一线工作者，为
寒风中奋战的劳动者们送上了温暖的祝福。
� □徐俊慧  罗军  摄影报道

2 月 26 日，四川省安岳县龙台镇邮政所邀请客户及子女参
加包汤圆比赛。� □蒋露璐  摄影报道

↓邮储银行安徽省亳州市分行举办了
“欢乐闹元宵”趣味小游戏活动，设置了猜灯
谜、幸运飞镖、套圈 3 项趣味小游戏。

� □岳胜楠  摄影报道

雄安邮政

免费寄递“益暖童心”爱心防疫包裹

本报讯��（记者��丁源��通讯员��刘剑文）��日前，由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携
手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中建八局容东项目部、河北雄安邮政分公司、雄安

建行共同举办的“益暖童心”爱心防疫包裹捐赠活动成功举行。相关爱心组

织及企业为雄安新区建设者捐赠了 1000 套爱心防疫包裹，每套爱心防疫包

裹包括口罩、儿童毛巾、雄安建设者公仔、学习用品，让留在新区过年的建设

者及其子女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此次活动捐赠的包裹由雄安邮政提供寄递服务。目前，雄安邮政已组织

专人、专车完成爱心防疫包裹寄递服务。同时，为全力保障春节期间工地留

守建设者的快递收发需求，“建设者之家”营地邮快驿站春节期间不打烊，正

常对外营业。

雄安邮政与雄安新区公共服务局在政务服务寄递、防疫物资寄递等方

面合作密切，2 月，雄安邮政承担了由公共服务局发往各防疫站点的防疫物

资寄递工作，获得公共服务局的高度认可。

广州市分公司

线上线下花市开业

本报讯� � 春节期间，广东省广州市邮政分公司线下社区微花市正式开
业，全市 135 个年花自提点也同步启动。银柳、百合、蝴蝶兰、年桔、桃花、黄

金果……姹紫嫣红的年花铺满各邮政社区微花市，为市民提供年花的采购和

同城配送服务。

广州素有“花城”的美称。广州市分公司在各网点建立邮政社区微花市，

并启动了 135 个年花自提点。该分公司在高德地图上对自提点和社区微花

市的地址进行了标注，市民可以通过高德地图搜索“邮政花市”前来采购年

花。同时，广州邮政还在线上同步提供邮政花市商品销售服务，目前，上线 6

大类、13 款年花产品，设置了“线上预购 + 自提点自提”和“线上购买 + 寄

递上门”两种订购方式，市民可以通过“广州邮政”微信公众号进入“线上花

市”进行选购。为做好年花配送工作，广州邮政优化了配送流程，安排优先

配送。此外，广州邮政还推出其他新春年货，市民进入广州邮政微信“极速

鲜”商城就可以下单。� □宋悦

靖江市分公司

开展年礼寄递“破冰行动”

本报讯� � 近日，江苏省靖江市邮政分公司针对春节礼品寄递业务开展
“破冰行动”，推行“三步法”开发商务维护年礼寄递市场。截至 1 月 14 日，

6 个营投部已走访商企客户 157 家，成功开发年礼寄递客户 40 家，累计收寄

台历、礼品、本地土特产等年礼 3100 余件，形成特快业务收入 4 万余元。

该分公司要求各营投部细分客群，扎实开展入户走访。自 1 月以来，各

营投部对银行保险、电子通信、楼宇商圈、工业园区、新零售、医疗机构、房地

产等客群进行了走访，了解客户的年礼寄递需求，梳理出目标客户及重点客

户，实行销号式营销。在营销中，各营投部积极为客户介绍优势线路、省内时

限及“长三角”产品。� □刘佳

天中区分公司

为艺考生提供寄递服务

本报讯� � 自 1 月 13 日起，河南省驻马店市天中区邮政分公司为广大艺
考生提供艺考作品寄递服务，各网点将营业时间延长至 18 点。

为确保艺考生顺利交寄考卷，天中区各网点提前准备了塑料包装袋和

包装箱等物料，考生和家长可凭准考证到就近的网点领取或购买，于考试结

束后按照各院校要求对作品进行封装，再到市区集中收寄营业网点寄件。天

中区分公司从业务培训、收寄处理、邮件查询等各个环节切实做好试卷邮件

的全程跟踪，直至邮件妥投，为广大考生提供优质的邮政服务。试卷寄送后，

考生可关注“中国邮政微邮局”微信公众号，及时查询物流状态、邮件轨迹，

随时随地掌握邮件派送最新进展。� □闫畅

（上接第 1 版）
通过打造国际邮件互换局和邮政跨境电子商务平台，为自贸港建设提供智

能化物流仓储配送、快件监管、跨境电商监管等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完善

的物流配送、供应链金融、仓储清关、专业培训、信息技术等一体化、一站式

的跨境电商服务，配套提供免税商品寄递、离境免税购物配送等特色物流服

务，增加海南免税购物国际竞争力。在农村地区持续推进金融网点系统化转

型，建设物流仓储集中配送中心，通过“邮快合作”推动“快递下乡进村”，积

极推出“信用村”小额信用贷款产品解决农民贷款难题，不断提升农民用邮

体验。推进完善邮政普遍服务体系，持续满足人民群众新时代用邮需求，积

极参与海南自由贸易港形象宣传、旅游市场推广、旅游开发等活动，以纪念

邮票、特种邮票等集邮文化产品为载体，加强海南旅游新项目、新产品的建

设推广。

海南省政府将支持中国邮政航空物流业务，支持中国邮政在海口美兰机

场建设海南邮政国际物流仓储处理中心，协调支持中国邮政开办保税仓储、国

际物流配送等新型物流业务，协助推进物流集散网合理布局和仓储、处理中心

等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中国邮政开展离岛免税商品邮寄送达业务，推动离岛

免税购物寄递业务发展。支持中国邮政开展各项金融业务，从产业规划和政

策制定、金融体制稳定和机制创新等方面，营造良好的产业发展格局和政银合

作环境。积极支持中国邮政用于提供政务服务、便民服务、公共服务的信息系

统与海南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政务大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实现系统对

接、数据交换。支持中国邮政建设物流仓储集中配送中心，发放各类惠农款项，

建立就业创业贷款担保基金，协助中国邮政开展建设农村邮政物流综合服务、

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三农”服务网点、“爱心健康扶贫”等惠农项目，对

中国邮政组织的文化、旅游活动给予相关业务指导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