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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邮政分公司在

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中 ，通 过 优 化 网 络 组 织 模

式，统筹推进重点项目，叠

加邮政综合业务，不断提高

邮政在农村地区物流配送

质量和水平，为农业转型升

级提供了“加速器”。

核心阅读

□张毅

邮政服务代办，是指邮政企业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

将部分邮政业务委托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的服务形

式。邮政服务代办主要形式为设置邮政代办所，还有在

投递环节运用代办形式。在代办模式下，邮政企业与代

办人双方构成委托合同的法律关系。委托合同是委托人

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的合同。在委

托合同中，受托人根据委托人的授权，与第三人进行的民

事活动，其后果最终由委托人承担。委托合同与代理关

系紧密联系。在委托代理中，委托合同是产生代理关系

的基础合同，被代理人通常通过委托合同授予代理人代

理权。

邮政服务代办具有以下法律特征：一是邮政企业是

委托人，代办人是受托人，双方属于商事代理的法律关

系。二是对外法律责任由邮政企业承担。受托人以邮政

企业的名义经营代办业务；邮政管理部门对邮政服务代

办的监督管理适用于邮政企业自办服务有关规范，例如，

在普遍服务营业场所撤销、法定业务停办、服务质量监督

等方面，邮政代办所均与邮政企业自办营业场所同等对

待，邮政企业为此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三是代办权

利义务不仅通过订立的合同调整，还要适用有关法律规

定。邮政企业可以通过合同对代办业务种类、费用标准

等进行约定，受托人依照合同享有报酬请求权。

运用代办形式提供邮政服务对于增强服务供给能

力、满足农村边远地区用户用邮需求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邮政服务代办

仅以合同形式维系，控制力较弱，有可能影响邮政服务的质量。邮政企业委

托其他单位代办邮政普遍服务业务的，应当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务院

邮政管理部门的规定。被委托单位应当具备承担邮政普遍服务的能力，提

供的邮政普遍服务应当符合邮政普遍服务标准。邮政企业应当加强对代办

邮政普遍服务业务的单位的服务质量管理，并对委托范围内的邮政普遍服

务水平和质量负责。在委托第三方代办邮政服务时，必须增强法律合规意

识，强化内控管理，以确保邮政服务质量，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用邮权益。

邮政代办所是邮政服务代办的主要形式，为此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监管规定

和相关管理制度，以代办所为切入点加强邮政服务代办管理。

设置管理。邮政企业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应当坚持以自办经营为主、委

托代办为辅，合理控制邮政代办所数量。根据相关规定，按照邮政普遍服务

标准设置的农村地区邮政营业场所，原则上应由邮政企业自办经营；当地服

务人口较少、地理位置偏远，且邮政企业自办经营能力确有不足的，可以根

据实际情况委托代办；对于高于标准规定的服务半径或者服务人口而增设

的农村邮政营业场所，可以由邮政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委托代办。邮政管理

部门应将代办所的设置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确保代办所设置符合要求。

准入管理。设置邮政代办所必须符合法定的准入条件，受托人应当有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且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失信被执行人名单或者邮政

管理部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税务部门的黑名单；受托人应具备承担经营

邮政业务的条件和能力；具备安全生产条件，配备主管部门要求的安防、消

防设备设施，符合相关规定。邮政企业应与受托人签订书面委托合同（邮政

业务代办合同），明确业务委托（代办）范围和双方权利义务等事项。

过程管理。邮政企业应切实履行主体责任，对代办所服务质量进行重

点管控。代办所应符合邮政企业形象标准、营业场所名称规范，对外规范悬

挂“中国邮政”标识、营业场所铭牌。邮政企业应加强对受托人的培训、指导

和检查工作，将邮政代办所纳入邮政企业服务质量管控体系，督促受托人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标准和有关政策规定，保障服务质量和邮件安全。

邮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邮政代办所服务达标、人员培训、企业自查情况的监

督检查。

退出管理。邮政管理部门监督检查发现邮政代办所提供服务不符合

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的要求，邮政企业应限期整改。经过整改，邮政代办

所提供的服务仍不符合要求的，邮政企业应当解除委托合同，采取改为自

办所、设置新的代办所等方式，确保邮政普遍服务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

定的要求。

□本报记者 崔斌

通讯员 朱瑞波 文/图

“乡村建起了快递站，方便百姓又

解难，百姓个个乐呵呵，都说党的政策

好……生活美满幸福长，乡村振兴奔

小康，来么哎嘿哟，哎嘿哎嘿哟——”

６月 13 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

治州开远市羊街乡黑泥地社区小广场

欢歌笑语，黑泥地村民伴着二胡表演

起了自编的节目。小小快递站，为何

让村民们津津乐道呢？

小站点 大民生

顺着村民白春梅手指的方向，一

块绿底黄字的招牌映入眼帘——黑泥

地村村邮站。“村民网购越来越多。在

村邮站进驻前，我们要走上 3 公里路

去乡镇上取包裹。由于不会骑车往返

路程很远，而取包裹还要收费。”白大

姐说，“现在有了村邮站，就很方便了，

网购商品直接送到家，还不收费。”

作为村里“网购达人”之一的村民

普鹏程最有发言权：“以前取快递要到

乡镇，如果要求送到村里只能等到晚

上 6点以后，而且每个快递要加收 2元

钱，村民们意见很大。咱们的村邮站

不收费，还贴有公示电话，即便是在下

班后，打个电话也有人过来开门为村

民取件。”村邮站负责人何俊表示：“村

邮站解决了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的

问题，不仅方便了黑泥地社区群众，也

为开远高效现代农业园园区内各企业

和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便利。”

开远高效现代农业园是全国首批

24 个农村改革试验区之一，开远市邮

政分公司积极与村委会及园区内各企

业沟通，提供“包装+收寄+主动客服”

等服务，自项目运行以来，为农业园区

各企业寄递水果、鲜花、优质稻米等农

特产品 2.03万件。

“以前，邮件需要安排车辆进行接

驳。现在，由每天到村邮站的一频次

‘快递进村’邮车负责运递，省去中转

环节，效率更高、时限更快。”开远市分

公司副总经理王涛介绍说，“村邮站解

决了民营快递末端收费的问题，每年

能为村民节省末端收费 500万元。”

据 介 绍 ，开 远 市 共 有 55 个 村 委

会，除了已有邮政支局（所）的 8 个村

委会，其余 47 个村委会也都建有村邮

站。自 2021 年 5月开展“快递进村”工

作以来，开远市分公司累计投递进村

邮件 29.94万件；收寄农村生鲜农副产

品邮件 13.45万件，快递邮件当天就能

进城、下乡，并且末端零收费。老百姓

不出村就能收到邮件，不出村就可以

将农特产品销往全国，真正打通了农

特产品出村“最初一公里”和快递进村

“最后一公里”。目前，开远市分公司

成为云南首个实现快递进村 100%、建

制村汽车化投递 100%、所有建制村每

周投递五班 100%的县级邮政企业。

小站点 大格局

当前，云南省邮政分公司正在加

快构建“开放共享+运营有效”的县乡

村三级物流体系，通过推进邮快合作、

交邮合作，推动邮政三级物流体系对

外开放共享。作为末端“触角”，应运

而生的一个个村邮站如雨后春笋般在

云岭大地遍地成长。为村民带来方便

快捷服务的同时，推动了工业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为发展乡村集体经济、助

力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邮政是有责任、有担当、有情怀

的企业，因此，我们选择与‘国家队’合

作！”开远市委副书记罗杰就三级物流

体系建设选择与邮政合作并取得良好

效果给予了高度评价，“开远市委、市

政府把‘快递进村’作为‘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一件大事、实事来抓，积极与

邮政探索推动‘快递进村’工作，统筹

整合物流仓储、配送网络等资源，建成

市级快递分拣中心和 47 个村组便民

服务站（点），让开远市的农民群众在

家 门 口 就 能 逐 步 享 受 到 便 利 的‘ 电

商+快递’服务。”

据悉，开远市地方党委和政府部

门整合村委会干部、党员、乡村振兴

员、青年骨干等，由他们具体负责村邮

站的快递配送服务，并制定了“快递进

村”收益分配方案，80%收益分配给

“快递进村”的具体经办人员，20%留

作集体经济。既降低了邮政快递企业

的人工成本，也为村民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开辟了新路。

随着“电子商务+快递进村”的加

速布局，农村快递物流服务水平不断

提升，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为农业转

型升级提供了“加速器”，对于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

接具有重要意义。

小站点 大潜力

云南邮政在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

建设中紧紧抓住农村改革的红利和机

遇，争取地方党委、政府政策和资金支

持，坚持以重点示范县建设为标杆引

领，以点带面、点面结合，全面推动全

省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

普洱市邮政分公司依托整体推进

三级物流体系建设项目，优化邮运干

线、县乡村运输线路，扩建增补场地和

设施设备，整合邮快、交通运输等运

能，形成覆盖全市范围的物流配送服

务网络体系，助力当地优质农产品进

城。2021 年，全市邮政农村网点收入

730.64 万元，同比增长 31.37%，连续 3

年实现同比增长 30%以上。

昭通市镇雄县邮政分公司采取

“网点+站点”辐射管理模式，按照“一

点一策”，夯实站点业务“再叠加、再代

理、再代办”，今年一季度，全县共进口

邮件 112.17 万件，其中电商综合便民

服 务 站 投 递 邮 件 70.78 万 件 ，占 比

63.1%，超过邮政自有网点投递量。

昆明市石林县邮政分公司推动城

乡一体化配送，强化邮政普遍服务能

力，日均处理进口包裹量占全县 70%

以上，全县乡镇、农村包裹日均投递量

3000 件左右，在确保利润的同时，有

效提升了对外业务承接能力。

开 远 市 分 公 司 采 用“ 县（市）中

心+村级站点”扁平化运作模式，减少

分拣层级，压缩县乡邮路运输时长，农

村地区包裹快递邮件时限水平明显提

升，开远进村邮件 48 小时内到村，进

城农产品 24小时内分拣发运。

“三级物流体系是一个开放共享

的商流体系，不是单纯的邮件体系，还

是保障农村电商发展、促进城乡双向

流通的基础。”云南省分公司总经理严

明说，“通过发展农村电商，推进邮快

合作、交邮合作，构建县域物流快递

‘统仓共配’模式，有利于整合内外资

源，降低物流配送成本，不断提高邮政

在农村地区物流配送质量和水平，提

升行业竞争力。”

□罗小平 王春兰 邓红梅

“没想到，我这个小店还能起死回

生！”谈及自己的小超市，重庆市江津

区先锋镇香草村“邮掌柜”吴素容喜不

自胜。由于小店经营不善，她原本准

备关店外出务工。不曾想，在江津区

邮政分公司“保姆式”的帮助下，小店

营业额从一天不足 100 元增长到最高

突破 3000元，生意越做越红火。

2021 年 7 月以来，江津区分公司

加快推进综合便民服务站建设，通过

健全完善运营机制，实施“专业团队+

网点+站点”的管理模式，辅以“活动

带动”“功能叠加”，共盘活或调整综合

便民服务站点 136 个。在提升站点活

跃度的同时，进一步延伸邮政服务触

角、激发农村市场活力。

破茧：健全机制，

“放养式”变“保姆式”

近年来，由于对加盟商运营管理

不善，江津区分公司一些邮乐购站点

逐渐成为“沉睡站点”。夏坝镇青江社

区秀缀超市就是其中一个。吴秀碧经

营的综合便民服务站经营效益一直不

好，去年萌生了不再代理邮政业务的

念头：“系统经常出故障，缴费老是不

成功，为此，还和乡亲们闹得不愉快！”

为尽快打破“僵尸站点”窘境，自

去年 6 月起，江津区分公司将平台运

营团队全部下沉支局，变“远程操控”

为“到点帮扶”。经过 3 个月的摸排建

联，在“选好人、选好点”的前提下，46

个“僵尸站点”被淘汰，136 个“沉睡站

点”被逐一盘活或替换，最终保留 497

个站点。

建联走访中，运营团队还收集回

馈问题信息 800 余条，对其中 95%给

予及时处理。吴秀碧的缴费难题就在

网格经理陈懿的帮助下很快找到原因

并上报处理，她也因此打消了不再代

理的念头。同时，江津区分公司将站

点重新组合划分、层层分包落实到人，

实行网格化管理。497 个站点的管理

由“放养式”变成了“保姆式”。不过，

在新的运营模式下，新的问题也随之

出现了。网格经理杜孟远在巡店工作

上就有些力不从心：“我负责的网格内

有 46 个站点，单程就达 330 公里，一个

人完全跑不过来！”

对此，江津区分公司以“专业团

队+网点+站点”的渠道管理模式织密

服务网格，通过绩效管理推动制度落

实。渠道平台部经理严礼云对此的解

释是：“把站点与网点的业务进行挂

钩，网点业绩与运营支撑人员业绩挂

钩，进一步捆绑网点与平台运营团队，

再配套制定阶梯奖励，员工的积极性

就更高了。”

而在“优进劣退”“能上能下”动态

管理机制和末位调整机制下，“干好干

坏不一样”的良好发展氛围亦逐步形

成。杜孟远对此多有感慨：“现在，和

网点人员组成团队，作战能力更强了，

可以说，发挥出了‘1+1>2’的效果。”

重生：业务叠加，

活动引流添生机

“没想到，我的小茶馆还能开超

市，这都要感谢你们邮政的帮助呀！”

说起邮政的服务，油溪镇六合村“邮掌

柜”李明君赞不绝口。今年，在网格经

理邹镇阳的帮助下，她的小茶馆摇身

一变成了一个集休闲、购物、寄递、缴

费为一体的综合便民服务站，人流量

增加，收入也再上一层楼。

如何让激活的站点持续焕发活

力？江津区分公司以委代办作为突破

口，激励站点负责人叠加包裹代收自

提、便民缴费等业务，以丰富的便民功

能引流增收。在此基础上，江津区分

公司在打造便民服务场景上倾尽全

力，对有条件的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

由网格经理协助“邮掌柜”每月固定 1

天开展爆点活动，以此提升站点活跃

度及运营能力，扩大邮政影响力。在

城区，江津区分公司结合蓬勃发展的

社区团购热点，将综合便民服务站点

设置为社区团购自提点，指派专职网

格经理负责配货等相应服务，进一步

为站点扩流增收。

化蝶：深化惠农，

赋能站点新活力

3 月，先锋镇石鱼村丰产的默科

特柑橘遇到了销售难题。眼看村里红

彤彤的果子就要烂在地里，“邮掌柜”

周永建赶忙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网格经

理简显峰。

简显峰立即联系市场部和寄递部

想办法，又请周永建帮忙统计柑橘滞

销数量。第二天，在石鱼村柑橘林里，

一场别开生面的助农直播活动将村民

们脸上的愁容一扫而光。同时，在城

区 9 个网点便民一站购柜台里，也在

销售柑橘。江津区分公司线上线下齐

发 力 ，石 鱼 村 近 万 公 斤 柑 橘 成 功 售

出。周永建的站点客流量也一下提升

了不少。

在江津区分公司“惠农生态圈”打

造中，站点和“邮掌柜”是农产品上行

“最初一公里”、工业品下行“最后一公

里”的关键一环。邮政综合便民服务

站助力地方农产品销售，进一步增进

村民与“邮掌柜”的感情，增强其与邮

政合作的黏度，让站点经营实现良性

循环，焕发出新的活力。

小小村邮站 大大便民网
——云南邮政构建开放共享三级物流体系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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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个“沉睡站点”破茧重生
——重庆江津区分公司盘活综合便民服务站效果初显

□宋金秀

6 月 20 日 14 点，气温表显示 42 摄氏度。在山东省济南市邮政分公司商

务投递分局山师投递部，5 个投递员在院内的传送带上忙碌地分拣邮件。

只见大家汗流浃背，不停擦拭脸上的汗水，岳振磊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投

递工作已有 7 年，由于经常在外面奔跑，皮肤被晒得黝黑。他麻利地将邮件

分拣完，装到电动车上，便出发开始投递。15 点，地面热浪滚滚。“这两天正

好赶上旺季，邮件量比较大，今天有 600 多件，光下午就有 300 多件。”此时，

岳振磊已是大汗淋漓。在一个居民小区里，岳振磊把一大袋邮件快速放到

自提点，又直奔下一个投递点。

有 7 年的投递经验，岳振磊就像在脑子里画了一张地图，哪里可以抄近

路，哪条路上车比较少，哪条路更好走一些，心里一清二楚。他在柏油路上

穿来穿去，送完一件包裹，又赶忙派送另外一件。渴了，便喝口自带的矿泉

水。“遇到特别忙的时候，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我们要不断给客户打电话，

有时候嗓子像冒烟一样，特别渴，我现在一口气就能喝一瓶水。”岳振磊腼腆

地说道。

在一座写字楼前，岳振磊把投递车停放在路边，拿出自备的小推车。“这

个写字楼上的邮件比较多，就备了一个小推车，方便投递。”说话间，岳振磊把

即将要投递的邮件整齐地放到小推车上，拉着推车便快步进入写字楼。电梯

按下 18楼，依次把邮件送到客户手上。一路上，打电话、敲门、送邮件……岳

振磊不断重复着这些动作。谁家的邮件放前台，谁家会提前下班，谁的包裹

一定要送到本人手中，他对每一层的客户都非常了解。

“等电梯的时间太长，步行走楼梯稍微能快一点儿。有时候每层都有邮

件，我就直接走步梯。”在这个 22 层的写字楼里，岳振磊觉得，抱着邮件走楼

梯是“最佳选择”。从 18 楼走下来，岳振磊的身上已经湿透了，但他依然保

持着微笑。“我就想早点儿把邮件送到客户手中，让客户高高兴兴地签收邮

件，只要客户满意，我们就感到很知足。”从写字楼出来后，岳振磊继续着自

己的投递之路。

高温下的坚守

快递进村方便了村民的生产生活，也助力了当地优质农特产品进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