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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桥茶坊

四川省内江市资中县学府街邮政
营业所位于资中县水南镇学府街，紧
邻资中县政府，地段繁华，金融市场竞
争激烈。该网点现有员工 8 人，为水
南镇 7 个行政村及社区提供金融和非
金融邮政服务，是资中县邮政分公司
的旗舰网点。截至 8 月 25 日，该营业
所本年新增余额突破一亿元，网点余
额规模达 7.06 亿元，成为全省本年首
个新增余额登上一亿元台阶的网点。

固化资金
细微处见真章

完成非凡之事，必有非凡之精神、
非凡之行动。回想起当初资中县邮政
分公司下达的日均 5960 万元的一季
度储蓄余额计划，第一次到城市网点
担任负责人的胡成果当时心里没底，
网点员工更是觉得这个计划是天方夜
谭。但是，计划就是使命、就是责任，
胡成果用县分公司“同心、同行、同创、
同享”的发展理念给大家作思想动员，
聚人心、抓执行，按照计划给大家算收
入账；根据员工各自优势定岗定责，在
1 月集中火力做好保险抢单、完成保
险目标后，2 月集中精力开始做养老
资金、外出务工资金留存，3 月重点做

资金固化。
在资金留存和固化上，网点以客

户权益活动为突破口，以大额活期资
金流入为目标，以资产配置为主要方
法，鼓励大堂、高柜内外“人人开口”，
对 7 天、3 个月、6 个月、一年期储蓄产
品和理财产品进行优化组合，不放过
任何固化机会。

“面对老年客户，我们就是比服
务，扶、牵、接、送、态度谦和是我们的
服务原则，几乎所有来咨询的路人，最
后都成了我们的客户！”胡成果介绍
道。门口的十字路，也是网点的形象
路。如果客户需要车接车送，胡成果
的自有车辆也随时在营业所后面的院
坝里待命。每月代发的 1300 万元养
老金，该网点至少能留存 400 万元左
右。在全员努力下，该网点一季度竟
超额实现储蓄余额目标，完成了时点
余额 5130万元、日均余额 6200万元。

逆向思维
开发源头活水

截至 7 月 31 日，学府街营业所存
量商户收单客户 450 户，本年新增 70
户、新增储蓄余额 989 万元，新增客户
资产 1090 万元，累计沉淀资金 2000 余

万元。“商圈建起来、人员走起来、商户
摆起来、二维码用起来”，是学府街营
业所全面打造客户生态圈、构建客户
消费场景的目标。

学府街营业所起初选择合作码牌
商户打造生态圈商家，但运营了一段时
间后，效果不太理想。于是，他们结合
客户需求、客户距离、商家距离和客户
在城区的大致分布区域，以网点为圆心
开发白名单商户，选择了客户方便消费
的 1家烟酒店、1家洗车厂、3家副食品
店作为生态圈商家，客户拿着存款等级
的购物优惠券到生态圈商家处消费、商
家引荐客户到邮政网点办理业务，逐步
形成了双向引流的良性循环，5家商家
沉淀资金日均达200万元。

商户维护关键是响应速度要快，维
护要及时，不仅要做好码牌安装，更要
做好售后服务。为此，胡成果亲自维护
商户，定期察看变化，根据网点的工作
情况，每周 1天全员停休，组织 2~3人带
着移动展业设备有针对性地开展外拓，
维护存量商户、拓展增量商户。

洞察入微
管控张弛有度

学府街营业所强过程管控抓执

行，将全年目标细化到月，再通过晨夕
会量化到天，以天保周、以周保旬、以
旬保月、以月保季，做到天天分析、天
天通报、天天帮扶、天天督导、天天见
效，并根据目标的达成情况决定夕会
的长短、动态排班。

该 网 点 员 工 不 断 强 化“ 守 土 有
责”意识，围绕“获客、活客、优客”，以
第一力度、第一目标、第一责任抢抓
发展机遇。他们每天随身都带着便
签纸和笔收集客户的金融和非金融
需求，每日夕会前交理财经理汇总，
在夕会上承诺意向客户业绩，做好后
期跟进。

为大力发展 ETC 业务，学府街营
业所梳理业务办理流程后，到货场、停
车场、物流公司上门营销和维客洽谈，
通过以老带新等方式，送服务上门给
客户加办。目前，货车 ETC 加办达到
222户。

截 至 8 月 30 日 ，学 府 街 营 业 所
本 年 累 计 新 增 快 捷 绑 卡 1500 余 户 ，
列内江邮政第 1 位，超全市均值 900
余户；销售非货币非短债基金 926.47
万元，列内江邮政第 2 位；新增新单
保费 1300.76 万元，实现了代理金融
业务的高质量发展。

□马彩虹

本报讯 近期，河北省迁西县邮政分公司以“高站位、细部署、提能力”
为导向，全力推进邮快合作各项工作。截至 7 月末，该分公司建成邮政驿站
352个，建制村覆盖率达 84.41%，代投自提率达 76.46%。

迁西县分公司与各家快递公司对接，深入调查了解作业现状及投递需
求，确定了“一稳、二建、三提”的工作思路。为确保邮快合作稳步推进，迁西
县分公司狠抓基础建设。一是对“三合一”处理场地进行升级，将原有处理
场地改造升级为符合现代需求的邮件处理中心。二是全力提升运载能力及
邮件运转时限，将“三合一”分拣场地至各支局的邮路由两条增至三条，配备
厢式货车，每天两次往返支局运输邮件。三是加快邮政驿站建设，并全部搭
载“易邮自提”系统，提前一步占领农村商超。按照市场需求确定合理价格，
调整邮政驿站自提费用，增加乡镇代办点收入。 □刘思

□白霜

刚一入秋，如秋风般“清爽”的邮政小姐姐
就在互联网上刷屏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
范围内，都能到！”笔者第一次看到这条短视频
就分享到了朋友圈，还发出感叹：甜甜的微笑、
坚定的眼神加上简洁有力的台词，让人心潮澎
湃！随后，笔者看到“这里是中国邮政”话题迅
速在各个网络平台上蹿红，尤其是在抖音平台
上，网友竞相模仿，邮政迅速“出圈”。

进入 9月，邮政运用互联网思维，通过内外
联动引导发起的“这里是中国邮政”抖音挑战
赛、#感受到邮政力量的瞬间#微博话题，引发了
全民互动，斩获抖音平台热榜第一、快手平台热
榜第一、B 站热榜第一，宣传效果可谓“现象
级”。经过统计，截止到 8月 27日，各平台共发

布相关短视频6700多条，播放总量超10.9亿次，72万多网友
留言互动。更重要的是，《人民日报》、共青团中央等众多机
构媒体和广大网友因此关注到中国邮政的新发展——人民
日报微信公众号发布推文，让大家看到中国邮政“使命必达”

“寄递提速”“扶贫助农”；共青团中央将目光聚焦在疫情、汛
情等关键时刻的“绿衣战士”身上，留言区收获好评连连……
由点及面、由浅入深，邮政品牌美誉度、好感度得到大幅提
升，对内凝聚了员工士气，对外提高了企业“软实力”。

“宣传是影响力，也是生产力、竞争力。”了解此次话题
策划传播流程后，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爱力给予了充分肯定。

宣传是“麦克风”，也是“聚光灯”。进入互联网时代，如
果企业的实力和质量跟得上，流量加持必是“如虎添翼”，这
次宣传就是最好的案例。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2021年集团公司工作座谈
会指出，中国邮政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引领强化企业党建，以
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转型升级，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
动方案为主线深化改革创新，持续健康发展。正是因为邮
政通过不断改革，切实扛起了行业“国家队”的经济责任、政
治责任、社会责任，此次现象级宣传站在“聚光灯”下，才引
起一片片热烈掌声。

酒香也怕巷子深，宣传就是生产力。在邮政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实力”+“流量”，必将成为前进路上的“王
炸组合”。

本报讯 9 月 3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邮政分公司与兵团日报社举行了
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借助各自领域拥有的资源、业务和服务优势，发
挥各自领域拥有的管理、技术、平台等优势，在彼此业务相关领域努力扩大
双方合作深度和广度。

据了解，在金融业务方面，新疆邮政将为兵团日报社提供代发工资、
消费信贷、授信和融资、项目贷款、现金管理、银企直联、结算业务、全产
业链金融、企业网银服务等金融服务。在寄递物流服务方面，新疆邮政
将提供寄递物流、仓储配送服务，日常行政办公文件、文书、财务票据、物
品快递服务，国际专业配送服务等。在文化传媒服务方面，新疆邮政将
提供文化惠民服务，书报刊配送和投递服务，集邮集藏、函件传媒、文化
创意及邮政新媒体服务，形象年册、文创产品定制及文化创意设计等服
务。 □纪海霞

时光不负有心人
——看四川资中县学府街营业所余额破亿元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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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西县分公司

推动邮快合作提质提速

新疆区分公司

牵手兵团日报社

山东省莱阳市南羊郡村北面靠山，南面临
海，濒海渔业和农业同步发展。村民祖祖辈辈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从出海捕捞逐渐发展
到水产养殖，因村内千亩虾池和盛产海鲜的特
色，成为远近闻名的滨海小渔村。

王敏东是南羊郡村的一名普通村民，承租
虾池是他的谋生之道。多年来的苦心经营，让
他对养虾越来越有心得，盘算着增加承租虾池
的面积。但是手里的资金远远不够，他想尽办
法借钱、找人合伙，甚至打过借高利贷的主意，
因各种原因都没有实现。“俺也想过贷款，只是
以前听说要抵押，还要担保。俺连个抵押物都
没有，肯定贷不出来。”无奈之下，王敏东在年
初已经放弃了继续扩大虾池的想法。正在他

“打退堂鼓”的时候，邮储银行莱阳市支行的客
户经理出现了……

了解情况后，客户经理为他办理了鲁担惠
农贷款。拿到 40 万元贷款的王敏东把承租虾
池的面积扩大了 1倍，养虾规模从 30万只猛增
到 60 万只。刚刚给青岛的老客户发去一箱活
虾后，王敏东开心地与笔者计算着今年的收
益：“过些日子出完了虾换个好车！”

“鲁担惠农贷款是我们通过搭建政银平

台，为支持农林牧渔行业推出的政策性优惠贷
款，免抵押，手续简单，符合条件还能享受政府
贴息，能给当地的海产品养殖户提供有效的支
持，让他们没有后顾之忧。”莱阳市支行行长任
锡姚介绍说。目前，南羊郡村已有 40 户养殖
户从邮储银行贷到惠农贷款 1500 余万元，让
南羊郡村虾养殖更红火，海鲜产品远销青岛、
上海、南京、苏州等地，村里人均年收入超过了
10万元，真正成了幸福渔村。

在莱阳市，像南羊郡村这样的渔村还有很
多，渔民们像王敏东一样奔跑在致富路、幸福
路上。为了提供有力保障，莱阳市支行扎根地
方，在辖内 12 个乡镇 52 个行政村开展了信用
村建设，通过整村授信，为村民提供贷款利息
补贴，简化贷款手续，减免抵押担保等。目前，
已累计发放涉农贷款 7 亿元，为莱阳乡村振兴
按下了“快进键”。 □王元元 文/图

近日，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
邮政分公司帮助西岗村经济合作
社销售芦笋 700 余斤，破解芦笋
销售困局。

该分公司利用助农团购群开
展芦笋优惠购，同时，找准企业食
堂关键人，通过食堂批量采购拓
宽销路。为有效解决运输和配送
问题，该分公司同城业务中心成
立专项小组，安排专人负责主动
客服，保证新鲜芦笋送达客户手
中。金坛邮政还成立了党员驰援
突击队，参与芦笋出货全过程，帮
助清理、分装、打包、搬运。

□姚琼 符叶帆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在河南省新乡市科学技术局的指导下，邮储银行新乡
市分行联合河南省科技厅科研生产试验基地管理服务中心、河南星聚科
技服务有限公司以线上直播方式举办了全市科技型企业线上银企对接
会。

对接会上，新乡市分行对各项贷款产品的额度、期限、利率及审批流程
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特别介绍了适合科技型企业的信用贷款产品，相对
传统金融产品所具备的额度高、速度快、门槛低等优势。据悉，汛情影响过
后，新乡市分行开展了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对接会、线上直播授课、线下“一对
一”服务等形式多样的银企对接活动。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多采取线上方式
对接企业需求，有效避免人员集聚风险，并提高了企业参会的灵活性。截至
8 月底，新乡市分行已对接企业 800 多家，针对科技型企业投放贷款 3.5 亿
元，支持科技型企业 150余家。 □张琳

本报讯 9 月初，安徽省凤台县邮政分公司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了部分重
点畅销报刊提前收订工作。

该分公司详细梳理往年报刊收订数据清单，并下发各镇级运营中心和
投递班所辖投递段道，开展地毯式营销，实行清单销号式管理，组织投递人
员进机关单位、进（村）社区、进校园，开展重点报刊宣传收订工作。目前，提
前收订《中国新闻周刊》《特别关注》《新安晚报》等重点畅销报刊 230 余份，
实现流转额 39810元。 □刘波

新乡市分行

金融助力科技型企业发展

凤台县分公司

提前收订 2022年度报刊

芦笋滞销
“邮”我解决

幸福渔村 名不虚传

莱阳市
支行客户经
理（左）现场
了解养虾户
养殖情况。

“张阿姨，我们来给您核实社保卡了，您到小区门口来一下吧。”8 月 10
日上午，邮储银行湖南省邵阳县支行营业部客户经理孙剑波上门为金江
小区的张阿姨核实社保卡信息资料是否正确。她不忘叮嘱道：“现在是疫
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因为您的社保卡一直没有开通，我们核查确认后，您
本人带身份证和社保卡到我们邮储银行激活后就可以使用了！”张阿姨感
动不已，连声道谢：“在这特殊时期，你们还上门为老百姓核查社保卡，真
是太细心、太周到了！”

根据湖南省社会保险基金管理防风险堵漏洞专项整治工作协调小组
办公室印发的《全省养老保险待遇核查回头看工作方案的通知》要求，邵
阳市分行要对全市 9 县 1 市共 46.7 万张卡进行核查，核查范围广、任务重、
时间紧。如何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这项任务，邵阳市分行党委和各级党
组织积极行动了起来。

邵阳县外出打工人口多、核查难度大。孙剑波是邵阳县支行的一名
客户经理，也是一名共产党员，更是一个 4 岁孩子的妈妈。八月的天气格
外炎热，中午室外温度高达 40 摄氏度，作为党员的孙剑波顶着烈日出门，
只为在规定时间核查完社保卡，赶在人社部门关闭系统之前完成录入。
她一家一户上门核查社保卡，在核查过程中也常有被核查的人员不在家
或电话打不通。经常是早上出门，晚上披星戴月才回家，回到家里女儿早
已睡着了。

邵阳市分行像孙剑波这样的共产党员还有很多，他们发挥着党员的
先锋模范作用，服务百姓，开展优质服务、认真核查，展示了邮储银行的良
好形象，筑牢了社保卡核查任务完成的战斗堡垒，确保了 46.7 万张社保卡
全部核查到位，无一差错，无一疏漏。

□许望忠 王璟玢

温情社保卡

本报讯“非常感谢你们邮政来宣传防网络诈骗，让我们学习到了很多
防诈骗知识。”近日，浙江省云和县邮政分公司工作人员前往白龙山街道箬
溪社区瓦窑村开展防诈骗知识宣传活动。

云和县分公司以放映红色电影、派发消暑绿豆汤等方式吸引居民参加
活动，以身边真实案例加以宣传，提高居民对诈骗的警惕性，进一步增强居
民防诈骗意识。活动现场，工作人员对居民的提问一一解答，并提醒居民网
络贷款不可信，可疑电话要警惕。目前，该分公司已累计开展宣传防诈骗活
动 20余场，覆盖上千人次。 □张魏瑶

云和县分公司

消夏广场防诈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