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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学习贯彻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人民日报》评论员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
我们党历来高度注重总结历史经验。党一步步
走过来，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不断总结经验、提高
本领，不断提高应对风险、迎接挑战、化险为夷
的能力水平。

一百年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奋斗，在进
取中突破，于挫折中奋起，从总结中提高，积累
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
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概括了具有根本性和长远
指导意义的十条历史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坚持

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
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
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这十
条历史经验是系统完整、相互贯通的有机整体，
深刻揭示了党和人民事业不断成功的根本保
证，深刻揭示了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力量源
泉，深刻揭示了党始终掌握历史主动的根本原
因，深刻揭示了党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走
在时代前列的根本途径，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和现实指导意义。

党的经验是我们党在历经艰辛、饱经风雨的长
期摸索中积累下来的，饱含着成败和得失，凝结着
鲜血和汗水，充满着智慧和勇毅。 （下转第2版）

深刻领会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
——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党
委召开会议，集体学习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结
合工作实际，研究贯彻落实全会精神的工作措施。

会议强调，要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务，按照中央要求
和集团公司党组部署迅速掀起学习热潮，全面系统学
习领会全会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核心要义，将学习全会
精神与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进一
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

会议就公司学习宣传贯彻好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精神提出三方面要求。一要深刻认识全会召开的
重大意义，深刻领会党百年奋斗的重大历史意义，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二要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切
实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凝心聚力，共
谋发展；三要更加自觉地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
精神上来，将学习全会精神与中邮证券经营发展紧
密结合，立足本职工作，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努力
在集团公司的战略版图中找准自身定位，提升公司
的核心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
资本市场的繁荣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悉，中邮证券公司各级党组织集中收听、收看
了中共中央举行的介绍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新闻
发布会，以支部党员大会、党小组会、每周读书会的
形式对全会公报进行专题学习，并开展了学习讨
论。 □郑泉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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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薇康

在初冬的阳光下，一辆崭新的公
交客车沿着蜿蜒的农村公路行驶到宁
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扁担沟镇
黄沙窝村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务点门
口，服务点负责人兰治国接收完公交
车代运的邮件、快件后，将一批装有当
地特产的包裹放到公交车上的专用位
置。这批包裹搭载公交车被送到扁担
沟镇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务站，当天
就能寄往全国各地。当地老百姓说：

“真是个稀罕事儿，快递都坐上了公交
车。”

扁担沟镇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务
站的前身是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可
为当地百姓提供收投快递、生活费用
缴纳等服务。今年以来，宁夏回族自
治区深入推进客货邮商融合发展，吴
忠市着力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用、
功能集约、便利高效”的综合性服务站
点。扁担沟镇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务
站就是示范点之一。目前，该站每天
的投递量过千件。

携手搭建便民服务平台

今年 5 月，宁夏区交通运输厅、商
务厅、邮政管理局与邮政分公司联合
制定下发了《客货邮商融合发展工作
方案》，全面深化交邮商融合发展，共
同推动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宁
夏邮政按照集团公司部署，充分依托
覆盖城乡的网络优势以及多业态、多

场景、多渠道的独特优势，持续推进
“邮快合作下乡进村”工程，深化交邮
合作，加快构建开放惠民、集约共享、
安全高效、双向畅通的县乡村三级物
流体系，不断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
需要，助力乡村振兴。

“这是今天要寄出去的一部分苹
果，还有几箱正在摘，下午一起寄出
去。”黄沙窝村果农马经东将富硒苹果
拉到离家不到 1 公里的客货邮商综合
便民服务点，通过邮政寄出。自客货
邮商综合便民服务点设到村里，村民
们在家门口就可以通过邮政寄递自家
出产的水果、牛羊肉。同时，随着快递
进村不断深入，网购也逐渐成为村民
的主要消费方式之一。如今，位于黄
沙窝村中心的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务
点已成为当地村民必不可少的去处。

“以前在镇上取快递，坐车都要半
个小时，我就很少上网买东西，现在家
门口就能取快递，美气得很。”黄沙窝
村的何丽拿着刚取到的网购衣服高兴
地说。

打通进村“最后一公里”

10 月中旬，宁夏农村客货邮商融
合发展工作推进会在吴忠市召开，宁
夏区交通运输厅、商务厅、邮政管理
局与邮政分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各方本着发挥优势、相互促进、长期
合作的原则，以资源共享、客货兼顾、
运 邮 结 合 的 方 式 ，深 入 推 进 交 通 运
输、商贸物流、邮政快递实现融合发

展，统筹解决农民群众幸福出行、物
流配送、邮政寄递三个“最后一公里”
问题。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扁担沟镇通
过客运班车每天代运邮件、快件量已
超过 1500 件，乡镇 40%的进村邮件、
快件都提前了 12 个小时以上到达村
里。通过交邮联运，广大农户已“销
售+寄递”特色产品如鲜枸杞、葡萄、
苹果、西瓜等 3.3 万单，增收 20 余万
元。原来，物流难以畅通到农村最末
端，村民们想把自家种植的水果销到
外地，要将水果拉运到镇上的邮政网
点寄递。现在，村民们不但在家门口
就能寄递，邮政企业还能通过邮乐网
帮助村民销售。

“有了邮政的帮助，我家种的果蔬
就不愁销不到外地。尤其今年公交客
车开始代运邮件，寄果蔬更快，也更方
便了。”黄沙窝村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
务点的负责人兰治国高兴地说。今
年，兰治国家种的小番茄在邮乐网上
销售了 6000多单。

吴忠市利通区邮政分公司副总经
理周优表示：“交邮商合作不仅让老百
姓得到了实惠，也解决了乡镇地区邮
件揽投、空白乡镇补建局所运转等问
题，大幅降低了运输成本，提升了邮件
运输趟次，运输时限也得到了保证。”

更好满足群众用邮需求

在扁担沟镇客货邮商综合便民服
务站内，人们可以通过挂在墙上的电

视大屏幕看到公交客车实时行驶情
况、车内监控情况等；借助信息化设
备，取件人只需将邮件放置在摄像头
下扫码便可直接取走包裹。几排货架
上整齐地摆满了各类邮件、快件，均标
注着号码，凭着取件码，邮件找起来快
速、便捷。

“我家的苹果园就在这附近，有了
这家服务站，寄递很快很便捷，我微信
上接的订单越来越多了，有时候货多，
邮政工作人员还会到果园帮我拉货，
服务很好。”扁担沟镇的果农柳冰通过
邮政寄递，让自家种的苹果销路更广
了。

在宁夏各地，邮政企业正积极对
接政府相关部门，加强交邮合作，加
快形成政府支持、交通运输部门和邮
政企业共同推动城乡配送三级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的工作合力。目前，宁
夏全区所有乡镇、建制村邮政服务网
络全覆盖，为加快推进全区农村寄递
物流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下
一步，宁夏邮政将认真落实四方战略
合作协议及农村客货邮商融合发展
要 求 ，加 快 县 乡 村 三 级 物 流 体 系 建
设，建好县级邮件、物流、仓配处理中
心以及乡镇级综合服务中心、村级综
合服务网点；持续创新运输组织，促
进运输线路和流通节点有效衔接，加
快推动农村运力资源共享运用；充分
发挥乡村邮政服务网点的作用，叠加
交通运输、便民缴费等服务，持续提
升邮政服务水平。

快递进村 四方共赢
——宁夏客货邮商融合共推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

□王国权 于莹洁 许婧

10 月 31 日，央视《新闻联播》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栏
目 ，以《夯 实 为 民 初 心 办 好 民 生 实
事》为题报道了江苏省徐州邮政服务
政府“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项目。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项目是徐州
市邮政分公司“我为群众办实事”系列
活 动 ——“ 惠 +”活 动 中 的 一 项 。 今

年，徐州邮政共实施了惠民、惠政、惠
商等方面 35 项办实事项目，全市邮政
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其中。

惠民：为群众跑腿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项目的开发
源于速递部党支部对便民服务大厅的
常态走访。“徐州市分公司速递部一直
承担百姓日常单证物品的寄递配送，
服务百姓应该走在前面，那次走访听

说政府推出这项服务后，我们及时跟
进，迅速成立服务项目组，制定具体流
程和方案，可以说与政府部门是合作
默契。”谈到该项目的起步，速递部党
支部书记马力这样说。

该服务项目推出前，新生儿家人
要想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社保等
证件，需要跑多个政府部门，手续多、
耗时长。“现在，我只要填写一张登记
表，就能办理所有证件，所有后续跑腿

的事情都由邮政来做，我在家等着邮
政把证件送上门。”提起这项服务，一
位新生儿父亲张先生赞不绝口。

目前，该项目能一站式实现新生
儿出生证、防疫接种证、户口簿、社保
卡等 7 个事项的办理。邮政项目组按
照确立的流程、频次，到各单位窗口开
展出生证、防疫接种证、户口簿、社保
卡等各种证件材料的收集与集中封装
邮寄并送达到户，确保了各环节顺利
衔接。 （下转第2版）

学史力行“惠+”邮我
——江苏徐州邮政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

本报讯 11 月 15 日，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向河南省
邮政分公司发来感谢信，对河南邮政确保督导邮件投递“零误差”“零失误”、
保障专用邮政信箱邮件寄递服务安全和畅通表示衷心感谢。

信中写道，在全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央第九督导组进驻河南省开展
第二批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督导工作期间，河南邮政主动对接专用邮政信箱
的申请工作，积极予以配合。专用邮政信箱启用期间，河南邮政安排专人负
责专用邮政信箱邮件投递工作，有力保障了工作的顺利开展。其中，投递员
孙华伟连续作战、风雨无阻，每日准时准点送达邮件，确保此次督导邮件投
递“零误差”“零失误”，保障了此次督导专用信箱邮件寄递服务安全、畅通。

据悉，今年河南邮政已为 256 个巡视巡察类专用信箱提供寄递服务，累
计收寄、投递专用信箱邮件 11.9万件，做到 100%安全准确送达。 □郭艳

本报讯 （内蒙古记者 马东泽 康建军 通讯员 王加冕） 截至 11 月 10
日，邮储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已通过“线上信用户贷款”系统，累计为
1813 位优质信用农牧户提供资金支持 9200 余万元，贷款金额在邮储银行 16
家试点分行中排名第 2位。

“线上信用户贷款”是邮储银行贯彻落实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推进
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面向优质农户提供的纯信用线上个人经营性贷款。自
今年 8 月末开展试点以来，内蒙古区分行多次召开专题会议安排部署，积极
组织培训，梳理相关信息，开展政策宣讲，详细了解客户资金需求，促使“线
上信用户贷款”在全区快速落地，取得了满意的成效。

本报讯 （记者 邸亚峥） 为弘扬中国传统书信文化，打造“书信中国”品
牌，讲好中国故事，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新华网、光明网、中国青年
网和中国邮政广告有限责任公司共同承办的“冰雪寄语”书信中国文化传播
活动正式启动，作品征集从 11月 15日开始至 2022年 1月 31日结束。

本次活动以“冰雪寄语”为主题，参与者可使用“冰雪寄语”邮资套装参
加，通过书信形式抒发爱国主义情怀，抒发对冰雪运动的喜爱之情，表达对
冰雪运动员的支持与祝福。“冰雪寄语”邮资套装由一枚信卡和一枚贺年有
奖明信片组成。征稿信卡用于手写寄语；贺年有奖明信片为互动卡，参与者
填写本人收件信息后置入信卡，随信卡邮寄至冰雪寄语活动专用信箱，互动
卡将加盖 2022 年 2 月 4 日北京 2022 主题邮局日戳后寄回参与者本人。本次
活动设优秀奖 100 名、幸运奖 1000 名。颁奖活动将于 2022 年 4 月举行，届
时，主办方将在《光明日报》公布获奖结果，并制作相关活动视频，制作发行

《“冰雪寄语”书信中国文化传播活动作品集》。
集团公司要求各省（区、市）邮政分公司充分认识此次活动的重要意义，

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因地制宜迅速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活动，紧扣活动主
题，围绕冰雪运动、全民健身、喜迎冬奥展开宣传，提升活动影响力。

中央督导组感谢河南邮政
做好专用信箱邮件寄递服务

“冰雪寄语”书信中国
文化传播活动启动

内蒙古区分行线上贷款落地快

安徽省滁州市邮政分公司平
时主动为当地驻军提供快捷便利
的邮政服务，近期又开展了“送文
化进军营”系列活动。他们上门
提供报刊订阅目录开展征订服
务，协助部队续订 2022年度党报
党刊、畅销报刊；进军营开展集邮
文化讲座，组织邮品展销活动，实
现邮品销售 38 万元。图为部队
官兵在欣赏选购邮品。

□俞雪 李婷婷 摄影报道

送文化进军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