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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邮政分公司在创新发展的
过程中，不断深化网点转型的内涵，积
极打造具有地方特色和经济特点的服
务产品，结合甘肃地方特色文化和历
史人文以及旅游资源，开设了各种各
样的主题邮局，在向人们提供邮政传
统业务服务的同时，展现出别具一格
的“新邮政绿”文化形象。

□甘肃记者 马智勇

悠悠丝路，莽莽陇原。甘肃，被
称为“河岳根源，羲轩桑梓”。悠悠的
丝路和滔滔的黄河在这里相交，甘肃
省邮政分公司在高唱改革发展之歌
的路上不断求新求变。近年来，甘肃
邮政深化网点转型的内涵，结合甘肃
地方特色文化和历史人文及旅游资
源开设了各类主题邮局，在提供邮政
传统业务服务的同时，还成为地方文
化及相关土特产的展示窗口。如今，
在陇原大地上，绿色邮政搭载着网点
转型的快车，演绎着一场化蛹成蝶的
嬗变。

红色宕昌之“昌”

今年国庆节期间，来自山东的翟
老先生在哈达铺红色主题邮局里购
买一份当年《大公报》的复制品。这
份《大公报》的复制品字迹清晰，原汁
原味地反映了那段远去的历史。翟
老先生说：“这份报纸一定要好好珍
藏，正是这份报纸改变了中国革命的
命运。”

80 多年前，当红军长征经过哈达
铺时，正是从当时的哈达铺邮政代办
所里，发现了一张《大公报》，上面一则

消息，让毛主席作出了将红军长征落
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随着红色
旅游的逐步升温，哈达铺所在的宕昌
县成了又一处红色旅游的打卡地。

宕昌县邮政分公司借势而为，整合
资源，在哈达铺长征纪念馆旁开办了红
色主题邮局。每当旅游旺季，游客在此
都会纷纷选购一些明信片以及具有红
色情怀的文创产品和土特产。仅今年
国庆节期间，宕昌县共接待游客 10.24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为 5174.4万元。
其中，仅哈达铺红色景区共接待游客
2.92 万人次。这对于西部一个小县来
说，无疑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支柱。

如果说邮政企业“经营的是文化，
提供的是服务”，那么，精细的服务则
会赢来客户更多的点赞。四川省集邮
协会常务理事朱善崇为编纂长征题材
的邮集，和老伴儿来到了哈达铺红色
主题邮局。红色主题邮局营业员热情
地接待了他们，细致地为他们在邮品
上一一加盖了清晰的风景纪念戳，还
用纸巾小心地把油墨吸干。这让朱善
崇夫妇深受感动，回去后便寄来了热
情洋溢的感谢信。

宕昌，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如今
因为邮政人的热情真诚而赢得了客户
更多的喜爱，从而使绿色的邮政大旗
在这片红色热土上高高飘扬。

驿邮极光之“光”

穿过 1600 余年的风沙与时光，嘉
峪关魏晋墓中的《驿使图》似乎已走出
画像砖，伴着“哒哒”的马蹄声，走进了
书签、走进了丝巾和彩带，走进了我们
的日常生活……这就是甘肃省首家驿
邮极光主题邮局所出售的琳琅满目的
文创产品。

在驿邮极光主题邮局，一位穿着
时尚的女孩儿购买了一副美丽的耳

饰。她说，自己购买的这副耳饰的造
型是源自出土于甘肃礼县大堡子山、
后收藏于法国吉美博物馆的秦代鸷鸟
形金饰片。这副耳饰彰显了个性，一
定会引起同学们的极大兴趣。

甘肃作为西部欠发达地区，基础
差、底子薄。而扎根陇原大地的甘肃
邮政，一直以来都面临着业务发展难
与普遍服务难的双重困境。甘肃虽然
经济不够发达，但是有着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甘肃邮政人因地制宜，不
断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就像是在
不辞辛苦地挖掘一口蕴藏丰富的矿井
一般。

甘肃省分公司与甘肃文博信息产
业公司展开合作，共同研究甘肃文化、
研发甘肃特色文创产品，于是，驿邮极
光主题邮局应运而生。“驿邮”与“极
光”的结合，以现代创新理念构建邮政
文化符号。

近年来，随着文化旅游产业逐渐
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之
一，甘肃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文化
旅游强省”的战略目标，甘肃省分公司
响应号召，积极行动，通过与文旅产业
联姻，达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的目
的。甘肃省博物馆馆长贾建威说：“甘
肃是文物大省，省博物馆藏有大量的
珍贵文物。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如果
仅仅依靠博物馆一家，那力量是很单
薄的。而如今邮政的介入，完全可以
起到比博物馆更好的宣传效果。”

在驿邮极光主题邮局，带有敦煌
艺术元素的明信片、邮票，带有莫高窟
飞天图案的书签，带有驿使图图案的
钥匙链……此外，还有一系列匠心独
具的文创产品，如背包、T 恤、冰袖、手
机壳、扇子等，可谓品种繁多。这些文
创产品力求将邮驿文化与生活实用性
紧密结合，从生活起居到衣食住行，从

办 公 学 习 到 娱 乐 休 闲 ，可 谓 应 有 尽
有。在 9 月举办的 2021 年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大赛上，由驿邮极光主题邮局
选送的文创产品 IFORYOU·驿邮极
光安神香氛睡眠套装获大赛铜奖。

青春驿站之“站”

在白银矿冶职业技术学院的足球
场旁边，新建成的青春驿站校园主题
邮局别具一格。主题邮局门楣旁边书
写的“奋斗是青春最靓丽的底色”标语
成了同学们的励志动力源。青春驿站
主题邮局在此设立，让大家的心守有
一方宁静。在这里，除了提供寄递服
务，还具备休闲读书、沙龙聚会、创业
实习等功能。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青春
驿站主题邮局俨然成了该学院的第二
课堂。在这里，学生可以学习掌握电
子商务相关知识，并体验网络营销。
主题邮局成了学生电商创业的“引领
者”。在这里，同学们扫码注册“邮乐
小店”、开办邮政绿卡，通过宣传关注、
分享小店以及销售商品而获得一定
的报酬，激发了大家的创业热情。在
今年“919 电商节”期间，青春驿站主
题邮局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创业活动，
其中，直播达人赛活动，由学校播音系
组织各种 PK，通过销售当地价廉物美
的四龙嘎啦苹果和强湾核桃，不仅增
强了同学们的创业动力，学校也由此
实现了育人的目标。

正准备进行直播的白银矿冶学院
信息工程系大二学生王丹斌，一边梳
理着新染的粉红色头发，一边告诉记
者，网络直播也是她人生中一段重要
的经历。的确，在人生的历程中，我们
真的需要这样的驿站，以使我们疲惫
的身心得到给养和休整，从而以更加
坚定的步伐迈上新的征程。

近日，山西省邮政分公司工
会联合省图书馆，在省邮政文化
活动中心开展了读书分享活动。
中国作协会员、“赵树理文学奖”
获得者赵树义受邀与邮政员工分
享其新作《折叠的时空》。此次读
书分享会也是“永远跟党走——
山西省全民阅读活动下基层”的
第一站。赵树义以亲身实践体
验，讲述了该书的创作历程及感
悟，倡导邮政员工在传承红色基
因的同时，为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山西记者 裴效华 通讯员
徐媛 摄影报道

10月 28日，四川省广安市第四幼儿园师生来到广安区邮政分公司广宁
南路营业所开展社会实践体验活动。在营业所内，网点工作人员手把手教
小朋友贴邮票、寄明信片，并带领师生参观邮政网点，介绍邮政历史和邮政
各工种职能。图为网点工作人员向小朋友介绍明信片的书写规范。

□张曼 陈晓红 摄影报道

时下正是报刊收订季，江苏省射阳县邮政分公司积极开展手机线上订
阅报刊活动，投递员只要在手机上下载企业微信软件，然后把微邮店直接分
享给订户，订户就可以直接在微邮店里找到自己想订的报刊并完成缴费，极
大方便了“上班族”订阅报刊。图为 10月 31日，在报刊大收订手机线上培训
班上，射阳县分公司集邮与文化传媒部员工手把手教投递员如何做好线上
订阅报刊。 □刘德林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记者 冯彤） 10 月 28 日，在天津市新开路邮政支局税务代办
业务台席，随着第一张税票打印成功，天津市邮政分公司与天津市税务局合
作开办的代征税费、代开税票业务正式落地邮政渠道。未办理税务登记的
纳税人只需要提供身份证等相关证件，不到 5 分钟就可打印出发票，简单的
流程让纳税人更加省心、舒心、暖心。

开办税邮双代办业务是天津邮政利用网点、网络优势，与税务部门合作
推出的又一便民服务举措，充分体现了邮政便民、惠民、利民的服务宗旨。
自业务开办以来，天津邮政积极配合税务部门，选择地理位置较佳、营业空
间充足的网点，设置代理业务专区。在业务推进过程中，天津邮政邀请税务
人员对邮政代办人员进行岗前培训，严格落实委代办相关制度，提高代办人
员业务素质和能力，推进代办税务业务顺利开展。与此同时，为应对代开税
票可能出现的系统故障、突发情况，邮税双方建立了完善的沟通渠道，制定
出应急预案，确保及时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本报讯 日前，为确保“双 11”旺季期间生产安全稳定运行，石家庄邮区
中心提前安排部署，成立旺季生产领导小组，细化“双 11”旺季生产组织方
案和应急预案，从场地、运能、人员、服务保障等方面积极备战。

该邮区中心重新定位作业场地功能，于 9 月底将藁城场地北库设备改
造完成，并投入生产运行，形成“两中心”生产作业模式。根据“双 11”旺季
组开邮路需求，他们按照一备三的标准进行运能储备，一干邮路日均备车
178 部，运能管控组密切关注委办运能储备情况，确保旺季生产运能保障
到位。根据旺季用工需求，盘活现有生产人员，适时采取动态排班、成立党
员突击队、管理人员参与一线生产等方式，保障旺季生产平稳运行。同时，
做好关键岗位人员储备，保证关键环节熟练工占比不低于 85%，并且强化客
户服务保障，严格按照“双 11”旺季客户服务标准，快速响应客户需求，保证
工单回复内容真实、准确、有效。 □李莉娴

本报讯 11月 4日，山东省聊城市邮政分公司与市公安局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在充分协商的基础上，双方将围绕重点合作项目，将警邮合作落到实处。

近几年，警邮双方共同开展了多项业务合作，积极推行“互联网+公安政
务服务”，在车驾管、出入境、户籍等方面陆续推出一系列利民便民举措，有效
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此次战略合作协议的成功签署，将
有助于双方更好地发挥协同效应，使简捷快办、网上通办、就近可办等“放管
服”改革措施高效运行、落地见效。同时，聊城邮政充分发挥邮政员工走千
家、进万户和点多面广的服务优势，积极配合市公安局全面开展各项相关宣
传工作，将营业局所、便民服务站打造成公安宣传的“桥头堡”，让 600余名投
递员、400余名支局经理和客户经理成为安全知识宣讲员，真正打通公安宣传

“最后一公里”，在群众安全感满意度“双提升”、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公安“放
管服”改革等方面，形成工作合力、取得明显成效。 □宋金秀

□本报记者 张潇 通讯员 宋建军

随着第十四届全国运动会（以下
简称十四运）及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
会暨第八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以
下简称残特奥会）相继圆满闭幕，陕西
省邮政分公司设计开发的系列邮品也
收到良好的社会反馈。十四运组委会
市场开发部票务与特许经营处副处长
郭强评价：“作为十四运的特许服务
商，邮政积极开发系列邮品，并通过邮
品销售充分调动群众的参与热情，为
盛会营造了浓厚的宣传氛围。同时，
通过将邮政产品与十四运相融合，起
到了相互引流的作用，为特许商品的
展示宣传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参加
此次驻会服务的西安市邮政分公司也
被评为赛事“特殊贡献单位”。

“国家名片”彰显秦风秦韵

“为保质保量完成任务，早在一年
多前，我们就启动了系列邮品的设计
开发工作。”陕西省分公司集邮与文化
传媒部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去年 9月，在得知十四运及残特奥
会在陕西举办的消息后，陕西省分公
司立即与大会组委会接触，以成熟的
服务理念、真诚的服务态度成为赛事
特许服务商。陕西省分公司集邮与文
化传媒部多次赴各比赛场馆考察，并
结合赛事主题，融入红色元素以及陕
西地方特色，提交了一系列邮品设计
方案，得到了大会组委会的充分认可。

经过修改完善，陕西省分公司借
助十四运吉祥物秦岭四宝、残特奥会
吉祥物唐俑安安和大会会徽的黄、绿、
蓝、紫、红五个主色调，先后设计开发
出 10 余款相关邮品，全面展示了黄土
高原、自然生态、现代科技、时尚文化、
革命圣地等陕西元素，受到众多集藏
爱好者的喜爱。

小邮戳内藏大乾坤

邮戳是邮品收藏的点睛之笔。结
合十四运和残特奥会的不同主题，陕
西省分公司先后组织设计相关纪念戳
71 枚。其中，首发纪念戳将十四运元
素与西安钟楼邮政大楼巧妙融为一

体，并与首日封上的钟楼、大雁塔等元
素 相 互 呼 应 ，成 为 一 枚 难 得 的 异 形
戳。这枚异形戳上半部分的图案是十
四运会徽，中心部分为宝塔山、延河水
和五孔窑洞，环形部分将玉璧纹饰幻
化成田径、球类、游泳三个运动项目人
形，体现全民全运的理念。

9 月 15 日是十四运纪念邮票首发
日，钟楼邮政大楼门前早早就排起了
长队。“今天是十四运开幕的日子，能
够买到和这次盛会相关的邮品实在是
太有意义了！这是我们赠送给家人朋
友最好的礼物。”设计精美的邮品得到
了广大邮迷的认可和欢迎。在活动现
场，西安市分公司还进行了线上直播，
近千名邮迷在线观看、购买。

邮品展销叫好又叫座

十四运纪念邮票首发当天，陕西
省分公司在全运村主题邮局、西安市
钟楼邮政支局、渭南市十四运主题邮
局等四市五地同步举办首发式，共同
唱响“全民全运，同心同行”。

同时，陕西省分公司配合相关单

位联合举办邮票首发暨陕西省体育集
邮展览，充分展现陕西邮政“服务全
运、爱岗敬业”的时代风采。为方便群
众多平台、多角度了解赛事，陕西省分
公司在 63 个邮政网点（含派驻服务
点）设立十四运专营店主题邮局，主要
陈列销售十四运相关邮品、毛绒玩具、
钥匙扣、徽章及文创周边等种类丰富
的产品。十四运和残特奥会形象大使
刘楠被特聘为主题邮局名誉局长。她
表示：“希望邮政打造的十四运主题邮
局通过各类邮品和特许商品的发行，
能够赋予其新的文化内涵和时代意
义，使此次盛会形象搭载邮票这张‘国
家名片’和更具‘陕味儿’的一系列特
许商品传播到世界各地。”

经过精心策划、认真组织，十四运
和残特奥会系列邮品投入市场以来一
直供不应求，数次出现了紧急加印的
情况。在收到良好市场反馈的同时，
邮政的服务工作再次得到大会组委会
的高度肯定。十四运组委会市场开发
部票务与特许经营处处长杨志凯表
示：“在整个合作过程中，邮政表现出
的积极主动性让我们非常感动。可以
看出他们是真的全身心投入，把十四
运当成自己的事情去做，具有很强的
责任感和使命感，充分展现了国企担
当。与邮政合作，我们非常放心！”

“特”字上的功夫
——甘肃邮政推动建设特色主题邮局回眸

“国家名片”为盛会增辉添彩
——陕西邮政承办体育赛事主题邮品开发工作小记

全民阅读
共享好书

绿色邮政 五彩童心

天津市分公司

启动税邮双代办业务

聊城市分公司

积极推行“互联网+公安政务服务”

石家庄邮区中心

全力迎战“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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