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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土地上稻花香

红心蜜柚甜在心间

“邮政农品”助农兴业

“邮乐邻里”拼团欢乐购

“邮”我帮“芒”庆丰收

□本报记者 崔鹏森 通讯员 宋德彦

8 月 26 日，山东省邮政分公司向济宁市邮政分公司发去贺电，对其在全省第一
个打造出“919电商节”万单产品表示祝贺。

据了解，这个万单产品就是“金乡金谷小米”。该产品品质优良、社会知名度
高，加上市场推广有力，济宁邮政仅用 5 天就实现拼团销售过万单。之后，鱼台大
米、微山湖咸鸭蛋、泗水花生等产品接二连三突破万单，济宁邮政借电商节打响了

“邮政农品”的品牌。
在今年“919 电商节”正式启动前，济宁市分公司就按照集团公司和山东省分

公司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惠农合作项目，精选全国基地农品金乡县金谷小米等作
为社区团购主打爆款产品，将鱼台大米、泗水花生等作为“济宁振兴馆”重点运作的
万单产品，同时在各县（市、区）上架 30 余款当地知名农品，为电商节提供了强有力
的产品保证。

9 月 7～8 日，济宁邮政重点围绕金谷小米、泗水花生两款主打产品，以市县联
合方式开展了 5 轮专场直播。直播中，邮政主播极力宣传优惠福利，随机派发“满 6
元减 5 元跨店优惠券”吸引流量，同网友高频互动，营造热闹氛围；适时穿插抽奖、
限时拼单、大客户致谢、有奖问答等环节，稳流增流；对现场达成订购意向的客户增
加特别福利回馈。

直播结束后，济宁邮政对目标客户进行数据画像，分析下单客户的年龄层、购
买偏好以及引流成效等。接着根据客户画像，做好服务偏好、价格取向等客户特征
标注，将信息数据分门别类梳理，引导营销部门因客施策开展二次营销。通过及时
开展直播效果评估、经验总结和工作复盘，持续提升直播的引流获客和带货效果。

济宁邮政还引入 BSC 营销模式，通过发动金融客户在企业微信群转发的方
式，向金融优惠购客户推广物美价廉的产品，丰富客户营销场景。例如，每个支局
通过宣传鱼台大米的硬核补贴，使邮政农品迅速触达金融客户。结果优惠券被一
扫而光，由金融客户抢购的就超过 7000 单。电商节期间，面向金融客户，济宁邮政
在线上开展了邮乐优鲜团购活动，第一期金谷小米就售出 1 万多单，第二期微山湖
咸鸭蛋销售也过万单。

线上团购销售火暴，离不开线下各服务环节的保障和支撑。济宁邮政为员工
专门制作流程明白纸、录制操作视频、编写图文素材，通过视频会议、微信群互动等
方式，让全市 209 个邮政网点、37 个邮乐购站点快速熟悉并掌握拼团流程。活动
中，以邮政网点为原点辐射发起拼团，覆盖周边社区，同时，联合厂家做好产品品控
和及时发货，保障营销推广工作和售中、售后服务到位，提升客户的消费体验。济
宁邮政还采取限量销售的策略，限定单个买家的下单数量最高不超过 10 单，在确
保销量的前提下尽可能吸引更多的客户参与购买。

“金坛建昌糖蒜酸甜脆爽，甜中带辣，一口就让你重新回味小时候的味
道！现在万人拼团欢乐购享双重优惠价。”这句广告语近日广泛出现在江苏
省常州市邮政分公司员工的各类社群与朋友圈中。

在今年邮政“919 电商节”期间，常州邮政聚焦服务乡村振兴战略，致力
于打造本土名特优农产品，为营造“邮政 919，丰收欢乐购”的热闹氛围，组织
了本地多款特色农品开展拼团销售。其中，首款爆品“金坛建昌糖蒜”开团
24 小时即售出 2000 份；开团 6 天后，累计拼团订单达 1.02 万份，成为江苏邮
政首个、全国邮政第 9个达成万人拼团农品的市级分公司。

进入 8 月，受疫情影响，素有“血管清道夫、天然抗生素”之称的金坛建
昌糖蒜出现滞销。与常州邮政合作多年的金坛昌玉红香芋专业合作社，其
主打产品之一就是糖蒜。如果糖蒜销量不好，将直接影响到合作社的经营
和广大农户的收入。随即，常州市分公司与该合作社进行对接，表示将通过
邮政电商渠道协助他们销售糖蒜，并将该产品纳入今年“919电商节”的主推
产品。

常州邮政发挥渠道平台优势，以“邮乐邻里—助农团购群”为主要营销
渠道，结合邮乐优鲜 APP，在网点厅堂进行场景化展销，传播“原汁原味原产
地”品牌理念；制定统一宣传话术，在网点客流高峰期进行产品推介，动员客
户扫码入群，参与团购。

“刁经理，我来提团购的建昌糖蒜。这次防疫助农，我一下子买了 3 罐，
咱常州人肯定要为本地农产品出力啊！我还拉了一帮姐妹到群里去团购，
大家都想献点爱心。”9 月 3 日，“邮乐邻里”的群友王女士走进常州市花园邮
政支局，热情地向客户经理刁菊萍打招呼，分享着自己的团购经验。

不到一周时间，常州邮政组织的“金坛建昌糖蒜”万人拼团活动就实现
了销售破万单。合作社的农户们看着滞销的糖蒜打开了销路，悬着的心总
算放了下来。但是紧接着一个棘手的问题出现了：合作社人手不足，无法按
时发运这 1万多单糖蒜，农户们脸上又挂起了愁云。

帮农帮到底。常州市分公司迅速成立“党员驰援冲锋队”，10 多位邮政
党员前往合作社，与农户们一道装箱、打包、贴单、搬运。第一批次 5000 瓶
糖蒜仅用半天时间便全部完成装车发运，农户们对忙得满头大汗的邮政人
竖起了大拇指。

为保障此次糖蒜的物流配送，常州市分公司同城业务中心成立专项小
组，安排专人负责客服工作，协调、处理运输环节和各网点配送问题，保证糖
蒜在提货日前及时送达遍布常州全市的 129个提货点。

常州市分公司渠道平台部还与金融部门协作，推出“邮政客户特惠购”
“进邮政农品群享好礼”“邮乐优鲜接龙特惠购”等多种引流活动。截至 8 月
31 日，借助万人拼团活动，累计为金融业务引流获客 500 户，新增总资产
545.1 万元，新增余额 384.1 万元，新增保险 82 万元、理财 58 万元、国债 20 万
元；新开卡 460张，办理手机银行 3556户，开通快捷支付 399户。

□翟敏 查叶娟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江西省瑞金市邮政分公司紧抓邮政“919 电商节”活动良
机，成立“919 电商节”营销专项小组，深挖当地优质农品，通过“红邮惠”同城直播
带货、分类营销等实现红心蜜柚销售破万单。

柚子象征团圆与美满，结合中秋民俗，瑞金市分公司营销专项小组经实地考
察，精心挑选，确定石水村朱氏合作社的红心蜜柚为“919电商节”主打农产品。

为扩大宣传覆盖面，增强宣传效果，提升邮政“919 电商节”和红心蜜柚的知名
度，瑞金市分公司策划了线下“同城试吃”、线上“直播带货”的市场预热活动。每
周，在瑞金邮政的企业公众号、短视频平台、支局网点、邮乐购站点投放相应宣传素
材，为电商节造势、为产品引流。组织邮政员工在社区、街道等人流密集区域举办
试吃活动，诚邀市民免费品尝红心蜜柚。在七彩文化广场，瑞金邮政利用“红邮惠”
同城直播平台开展线上直播活动，“1 元秒杀”预订红心蜜柚，吸引粉丝蜂拥而至，
直播间内粉丝最多时达到 1 万余人，场面十分火暴。仅在预热期间，瑞金邮政通过
主动营销，新增同城客户近 500名，吸粉 2000人，直播带货预售 2300余单。

“前期试吃活动我没赶上，没想到现在居然能以这么低的价格买到品质这么好
的蜜柚，谢谢邮政公司的关爱。”在万合广场，瑞金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朱惠敏向邮
政工作人员致谢。电商节期间，为感谢和致敬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役中守护健
康、捍卫生命的医护人员，瑞金市分公司开展了红心蜜柚专属活动，医护人员凭证
件购买红心蜜柚可享受 5 折优惠。活动一经推出，就吸引了广大医护人员前来购
买，同时也获得社会各界一致好评，带动红心蜜柚同城线下销售近 1600单。

在红心蜜柚上线邮乐商城后，瑞金邮政又推出“买三送一”促销活动，进一步吸
引消费者下单，提升销售量。到 9 月 3 日，红心蜜柚线上订单就突破了 1 万单。截
至目前，线上线下累计销售近 1.6万单，销售额近 15万元，为合作社增收近 8万元。

从产品挑选到宣传推广再到上线销售，瑞金市分公司确保“运用好上线前的预
热推广、把控好产品宣传周期、维持好爆款产品热度、支撑好销售物流保障”，在整
个电商节活动期间，红心蜜柚品质有保证、货源有保证、寄递有保证，让市民品尝到
了真正的“原汁原味”。 □周永进 刘羿

攀枝花——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城市。当地的海拔、光照、温度为芒果生长提
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使攀枝花芒果因嫩黄细腻、口感甜糯的上佳品质而享誉
全国。目前，攀枝花芒果全域种植面积达 103 万亩，年产量在 54 万吨，产值达到 35
亿元，是当地一个庞大的特色农业产业。

今年，攀枝花芒果被集团公司纳入集团级基地农产品项目，面向全国进行市场
推广，动员各地邮政组织开展万人拼团活动，助力芒果销售。攀枝花市邮政分公司
在四川省邮政分公司的大力支持下，接连推出三个“万”级项目：在全国范围开展

“万单农产品惠农销售”；在省内省外组织“万人社区拼团”活动；依托“919 电商
节”，在全市范围推出“帮您买、为您寄”的芒果“万客共享”项目，将攀枝花芒果销售
推向高潮。

“3 斤装只需 9.9 元，物超所值啊”“优惠力度大，品质有保证”……在网友们如
潮水般的好评中，6000 件攀枝花芒果上线邮乐平台后，不到半天就被抢购一空。
截至 9 月 10 日，在三个“万”级项目助力下，攀枝花市分公司共销售芒果 4 万多件。
火暴的销售热潮让攀枝花邮政收获颇丰，也让攀枝花当地的果农笑得合不拢嘴。

借助电商节的有利时机，直播带货、社区团购、网点推广、金融生态圈引流、“川
工带川货”等促销活动接连不断，线上线下各种宣传渠道被攀枝花芒果持续“霸屏”。

在集团公司的支持下，攀枝花芒果被纳入全国重点直播的主打产品，邮政员工
每日分享邮乐小店的产品链接，微信朋友圈更是成为攀枝花芒果扩散传播的主阵
地。此外，攀枝花邮政还依托邮乐农品、链果、极速鲜等供应链开展销售，借助惠农
生态链延伸销售触角。在四川省分公司的支持下，攀枝花市分公司趁热打铁，将芒
果纳入“川工带川货”的会员特享商品，劲爆价让广大四川工会会员赞不绝口。

在线上渠道发力的同时，邮政线下渠道也不甘示弱。9 月 6 日，米易县得石镇
大田村的 5200 余件芒果直接发往自贡等地，邮政惠农销售取得了村民的信任，为
金融生态圈的打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后我们就在你们邮政存钱了，早点把流动服务车开过来给我们办卡啊。”9
月 7 日，得石镇大田村党支部书记吴朝华找到负责品控的邮政工作人员说，“每年
我们的果子都被中间商收走，把价格压得很低。而你们邮政帮我们卖芒果，不仅卖
的量大，而且收购价比中间商多 2 毛钱。今年我们就比去年多卖了 1 万元呢，以后
就找你们邮政了。”

线上线下紧密协作，从 8 月到 9 月，短短 1 个月内，邮政各大销售渠道同时发
力，超过 15 万件芒果从攀枝花运往全国各地，展现了“国家队”的实力，也彰显了邮
政惠农助农、推动乡村振兴的决心。 □田浩亮 余林

□本报记者 张丹丹 通讯员 景雪

“原汁原味原产地，这是每家必入的爆款产品——青冈大泓香禾米。
这款大米产于我国东北黑龙江寒地黑土，煮熟后，饭粒表面油光鲜亮，香
味醇厚、口感软糯，是百姓餐桌上的首选。直播间的宝宝们点击屏幕左下
角先领券再下单。”9 月 1 日，黑龙江省绥化市邮政分公司“919 电商节”点
爆日直播吸引了数千名网友在线围观。

看着邮政电商节直播的火热场面，最激动的要数青冈县兴华镇的大
米种植户了。因为他们是“大泓香禾米”邮选大米种植基地的“入股”农
户，也是此次“919电商节”活动最大的受益者。

“919 电商节”对于邮政人来说是助农增收的好机会。自从电商节启
动后，黑龙江省、绥化市、青冈县三级邮政分公司齐动员，提出要将“大泓
香禾米”打造为万单农品。黑龙江省分公司依托邮乐平台，将“大泓香禾
米”作为全省的邮选大米持续进行宣传推广，并在全省 13 个地市进行地
推销售，为“大泓香禾米”进城畅通渠道、打开销路。绥化市分公司与青冈
县分公司一起制定了详细的销售方案，推出一系列便农、利农、惠农的活
动措施。如以“产地直销、新鲜送达”为卖点，所有订单大米都是从青冈县
的邮选大米基地直接发货，省去了中间流通环节，确保了大米的源头供应
和品质保证。看着一车车大米运出基地，种植户们的心里乐开了花：“感
谢邮政搭建的销售平台，让我们不用再为大米销路犯愁，收入也有了保
障。”

有了省、市分公司的支持，青冈县分公司与大泓香禾米业有限公司为
实现“大泓香禾米”破万单的目标铆足了劲。

该米业公司深入邮选大米种植基地，对 200 余位“入股”基地的种植
户提供农技咨询，指导他们进行科学种植，做好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
增加水稻产量，提高大米品质。

青冈县分公司工作人员频繁往返于米业公司与基地之间，从推广
“邮政农品”品牌、拓展销售渠道到完善售后服务，每一个环节都努力做
到最好。为了拓展销售市场，邮政员工利用微信朋友圈、客户微信群以
及邮乐小店等渠道资源，积极试水直播带货，开展预售活动。通过线上
线下全方位、多渠道宣传，不断扩大“大泓香禾米”的知名度，助力农产
品进城。

“今年，青冈邮政与米业公司携手，按照每斤高于市场价 1 毛钱的价
格收购我的大米，一下子就卖了 2 万多元。”基地种植户张卫东激动地说，

“收入一年比一年多，这好日子是越来越有奔头儿了。”
“由于‘大泓香禾米’优良的品质和我们发货的及时性，上市销售两周

时间，就收到订单 1.02 万单，销售额达 67 万元，顺利实现破万单的目标。”
青冈县分公司总经理薛范秋高兴地说，“从目前的情况看，销量还在继续
增长，有望创造更高的纪录。”

金秋迎双节，丰收庆华章。第五届邮政“919电商节”正在火热
进行中，农产品销售历来是邮政电商节的重头戏。今年，为

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产品进城、促进城乡消费，一场声势浩
大的邮政助农销售正在全国各地展开。

东北大米、攀枝花芒果、江西蜜柚等特色农品上架邮乐平台，
开启万人社区团购，让市民体验“原汁原味原产地，优质优价邮乐

购”的电商盛宴；朋友圈在线推广、邮乐小店引流
下单、邮乐平台直播带货，支局网点扫码购、在线
预订线下自提、金融客群拼团抢购，线上线下通
力合作，物流寄递保障有力，助推农产品销售高
潮迭起。一张张万单农品喜报的发出，让我们看
到了邮政助农惠农的硕果，也为乡村振兴赋予了
邮政电商的绿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