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民

优化后的邮件处理设备为全岛邮件提速提供了强力支撑。 邮政服务到田间。

优化作业组织，配合政府
做好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审
批”的邮件快递工作

覆盖全省所有乡镇，为城
乡老百姓提供代缴公共事业费、
通讯费、代售机票等便民服务

其中代缴电费市场

占有率约为48.09%
成为我省最大的代缴电费渠道

海南邮政积极参与
美好新海南建设，主动对
接海南做强热带高效农
产品销售的需求

建成了由19个市县物流配送中心

380个邮政支局

2976家邮政综合便民服务站

1958家“邮乐购”店

2610个村邮站

海南邮政加大便民
综合服务平台建设

构建了

“五不出村”
邮政农村电商生态体系

在线下

依托中国邮政“邮乐网”
开设了海口、三亚、儋州等

13个市县的地方馆

目前
邮乐海南馆
入驻商品总数

已达879个品种

在东方市东河镇广坝村，张伟兄
弟俩站在新买的轿车旁，脸上满是喜
悦。这辆轿车是他们今年首次尝试
通过微商平台销售芒果获得喜人成
绩的见证。张伟说：“多年在外打工，
学到一些网络销售的知识，早就想把
家乡的芒果、凤梨等水果通过网络销
售出去，但是苦于地方偏远，寄递不
方便，现在邮政亲自上门收寄，给我
们创业带来福音，非常感谢邮政的这
些兄弟们！”

今年4月，在得知五指山市毛道
乡富硒地瓜丰收，但苦于无销路，存
在滞销风险的情况后，五指山市邮政
分公司迅速将富硒地瓜在邮乐网平
台上架，以“爱心接力”为主题，制作
了微信推广策划图文，利用微信朋友
圈转发推广，得到了广泛关注，购买
量迅速上升。同时，联合毛道乡政府
经过整合包装，推出省内配送和同城
配送优惠政策，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就
实现1万多斤富硒地瓜销售进城。

“推销难”这个农户最担心的问题通
过邮政精准扶贫得到了解决。毛道
乡党委书记王昌江说：“首批试种富
硒地瓜上市，本来担心销路，通过邮
政农村电商渠道推广销售，既让农民
放心，又真正得到了收益！”

海南邮政的助农扶贫措施不仅

于此。今年6月，在了解到昌江芒果
产品种植情况和销售需求后，海南
邮政通过中国邮政“邮乐购”平台发
布芒果销售信息，得到了陕西邮政
的积极响应，组织下单订购，成功签
订了5万斤芒果直销协议。5万斤
芒果通过整车发运前往西安进行

“落地配”。昌江县商务局局长邢立
峰说：“通过县商务局与邮政合建的
电商服务站，搭载‘邮乐购’电商销
售平台，能够方便村民的生活和帮
助农产品的销售，不仅促进了农民
的增收，还能助力地方农产品品牌
化推广之路。”

近年来，海南邮政积极参与美好
新海南建设，主动对接海南做强热带
高效农产品销售的需求，构建了“购
物不出村、销售不出村、金融不出村、
生活不出村、创业不出村”的“五不出
村”邮政农村电商生态体系，为农村
地区提供有特色的邮政电商精准扶
贫服务，履行扶农富民的社会责任。
在线下，建成了由19个市县物流配
送中心、380个邮政支局、2976家邮
政综合便民服务站、1958家“邮乐
购”店和2610个村邮站组成的覆盖
全省的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网络体系，
为农村地区提供“最初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实物收寄和配送服务。在

线上，依托中国邮政“邮乐网”，开设
了海口、三亚、儋州等13个市县的地
方馆。目前，邮乐海南馆入驻商品总
数已达879个品种。邮政线下线上
相结合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不仅帮
助农民解决“买难卖难”问题，还有效
助力海南特色农产品知名度提升，让
全国各地都能品尝到绿色、放心、新
鲜的“海南味道”。

今年，在中国邮政刚刚举办的首
届“邮乐919购物狂欢节”期间，邮乐
海南馆推出的儋州跑海鸭蛋、番石榴，
昌江石通小岛牛后腿肉和保亭野生百
花蜜等海南农特产品通过海南邮政寄
递渠道销往各地，活动期间共销售海
南特色产品近万件。省邮政分公司的
扶贫点——临高县皇桐镇美巢村的
13户农户（含5户贫困户）就从中尝到
了甜头。省邮政分公司在美香村建了
邮乐购点，为村民普及电商知识，引导
他们转变观念。购物节期间，农户们
自产的新鲜花生通过邮乐网上线销
售，共销售了2460斤。农户们高兴地
说：“花生还在地里就不愁销路，价格
又合适，太好了！”

据了解，海南邮政还将利用邮
政金融资源，为海南“邮乐购”店店
主提供掌柜贷等信贷服务，解决他
们周转资金困难等问题。

为农民致富开辟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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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包裹
传递速度更快了

国庆节前夕，海口的冯女士收
到了网购的万宁诺丽果干。“上午发
货，下午收到，邮政这速度也太快
了！”冯女士惊喜地说。这是海南邮
政省内陆运网不断提质增效，给用
户带来的真实感受。

为了加快邮件传送速度，不断改
善用户体验，2015年开始，针对省内
邮件“次日递”率不高的问题，海南邮
政自我加压，提出了省内各市县城区
同城互寄的快递邮件、省内各市县城
区（不含三沙市）之间互寄的快递邮
件、省内重点乡镇（镇区）互寄的快递
邮件“次日递”率100%的目标。

朝着这一目标，海南邮政大胆创
新，对已经实行了近20年的省内陆
运网运行模式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
革。将直线邮路调整为环岛邮路，沿
途市县的省内互寄邮件可以“卸交”，
解决了岛内互寄邮件传递时间长、
邮件要运回海口再分拣运至各市县
的问题；实行邮件与报纸分别运输，
既保证报纸运输时限，又提高了邮
车准点率；迅速改造扩容了19个市
县邮政分公司的邮件分拣、投递处
理场地，增加车辆、终端等设备投
入，调整投递作业时间，增加小夜班
投递，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

在省内互寄邮件“次日递”率大
幅提升后，海南邮政仍在加快网路
升级的步伐。开通了海口与三亚、
儋州等9个市县之间“当日递”精品
线路，这9个市县之间上午收寄的
互寄邮件实现了“当日递”。主要党
报党刊在全省各乡镇的当日见报率
也达到了100%。

为了加快海南水果等生鲜包裹
的传递时限，同时也让用户享受到更
优惠的寄递资费，除了标准特快邮件
通过航空发运，海南邮政还争取到了
往北京、上海、哈尔滨、杭州、南京、福
州等6个城市的陆运快递包裹上航空
的政策，发往上述城市的生鲜包裹传
递时限加快两到三天。在乐东黎族自
治县九所新区吴氏水果商行，来自辽
宁省的候鸟老人金大爷正在购买水
果：“香蕉、芒果、火龙果都各要一箱”。
他准备把这些水果寄给家乡的亲人，他
一边填写邮政快递包裹寄递面单，一边
开心地说：“现在邮政跟水果店合作，
我们在这边买了水果可以直接寄出去，
速度快，资费便宜，可好了！”

邮政陆运网优化升级的成效还
体现在每年“双11”和春节期间。在
包裹邮件处理量屡创新高的情况下，
全省邮政陆运、投递网络运行顺畅。
全省邮政干部员工发扬特区精神，加
班加点疏运邮件，特别是每年春节临
近，当许多人踏上了回家团圆的旅
途，邮政人仍然坚守岗位，面对因民
营快递陆续暂停收发业务而激增的
邮件，坚定地扛起了国家队的责任和
担当，确保了邮件不积压、不滚存、不
逾限，及时送到用户手中。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积极履行国企担当，助力美好新海南建设

转型升级新邮政 便民助农真情怀

近年来，海南邮政加大便民综
合服务平台建设。目前全省邮政累
计开发邮政便民服务站2976家，覆
盖全省所有乡镇，为城乡老百姓提
供代缴公共事业费、通讯费、代售机
票等便民服务，其中代缴电费市场
占有率约为48.09%，成为我省最大
的代缴电费渠道。同时，协助邮政
管理部门负责全省2610个行政村
村邮站的运营工作，较好地解决了

“最后一公里”服务问题。在定安县
定城镇山椒村邮站，村民吴福瑞展
示了他刚通过村邮站邮政便民服务
系统代缴的电费凭单，“在村邮站开
通前，我都要骑摩托车到镇上的供
电所缴纳电费，到了那里还需要排
队，特别麻烦。现在出了家门口就
能够缴电费了，快捷轻松多了。”

7月24日，乐东石油公司英海
经销部加油站经理王文弟收到了邮
递员送来的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王文弟说：“坐在单位用电脑申
请，办好证由邮递员送来，真的太方
便了！”参与全流程互联网“不见面
审批”，这是海南邮政为配合海南省
政务服务中心推行行政审批制度改
革实施的又一便民举措。

邮政综合便民服务平台的建设
持续推进。9月1日，海南邮政对微
信“海南邮政服务号”进行了整合升
级。该服务号在功能设计上突出了
便民的理念，为用户提供报刊订阅等
邮政业务办理、微商城购物、邮件查
询等一站式线上服务。用户只需通
过微信关注“海南邮政服务号”，即可
足不出户享受便捷的邮政服务。

特别是在今年中秋节前，“海南
邮政服务号”适时推出了“线上购饼、
全省免费送到家”“线上兑饼、海口地
区配送到家”等服务，为用户们解决
了买饼、兑饼停车难、排队烦的困扰，
受到了用户的热捧和好评。9月25

日傍晚，海口的韩女士通过“海南邮
政服务号”微信下单购买了一盒月
饼，9月26日上午，她就收到了海南
邮政投递员送来的月饼并通过微信
扫描二维码的方式签收。韩女士说：

“网上下单，用二维码签收，很方便，
也很有新意，要为邮政服务的升级点
赞”。为了确保服务质量，海南邮政
安排专人负责订单系统的管理，使用
专用包装，在线购买月饼的用户可以
享受到优先处理、优先投递的服务，
海南邮政服务号还可以实时向客户
反馈订单处理的情况。

今后，海南邮政还将继续加大
综合便民服务平台的建设，特别是
借助“海南邮政服务号”，不断完善
服务功能，将陆续推出简易保险、新
邮预订、畅销报刊优惠订、农产品年
货优惠购等活动，让用户动动手指
就能享受邮政服务，为建设美好新
海南打造民生服务新品牌。

让您足不出户办业务

近年来，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始终不忘
“人民邮政为人民”这一初心，
以通政、通民、通商为己任，以
推动邮政服务便民化为突破
口，不断改革创新，着力转型
升级，为海南民众提供优质、
便捷、高效的邮政服务。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总经理裴英杰说，敢
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
的特区精神，是推动海南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以下简称海南邮政）崇尚特
区精神，也在积极弘扬特区精
神，将继续按照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一体两翼”的战略部署，
致力于发挥邮政在金融、寄
递、电商、文化传播等方面的
资源优势，突出以用户需求为
中心，以用户体验为中心，为
服务海南经济社会发展、建设
美好新海南而努力。

提速

把美丽海南寄出去
2016年 6月25日晚，新一代运载火箭

“长征七号”在2万多名现场观众欢呼声的簇
拥下，带着耀眼的尾焰和巨大的轰鸣声，划破
沉寂的夜空，直指茫茫苍穹。“长征七号”首次
发射圆满成功，这也是中国首个滨海航天发
射中心——文昌航天发射场的“首秀”。

为了见证和记载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
“双首发”时刻，丰富文昌旅游资源的文化内
涵，海南邮政在龙楼镇设立了文昌航天主题
邮局，推出纪念系列邮品，成为了受众多集邮
爱好者欢迎的纪念品。

邮票是国家名片，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
邮政已经发行了44枚海南题材的邮票。文
昌椰林湾、霸王岭黑长臂猿、琼海博鳌、卷萼
兜兰、临高灯塔、东坡书院、黎族三月三、红色
娘子军……海南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通过
方寸之间走向世界。

此外，海南环岛高铁建成开通邮资明信
片、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明信片等邮品也受
到了众多游客的青睐。海南邮政特意制作了
《邮票上的海南》等邮册，将海南题材邮品收
集在一册中，集中宣传海南之美。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助力海南全域旅游
发展，海南邮政提出以邮票、明信片等载体，
以互联网+的模式，将“美丽海南寄出去”。

在线下，除了设立文昌航天邮局，还设立
了天涯海角爱情邮局、昌江木棉花邮局、长乐
公主号游轮主题邮局等7个主题邮局。在线
上，依托中国集邮网上营业厅开设了海南集
邮网上营业厅，在微信“海南邮政服务号”设
置了集邮微商城，许多省外的集邮爱好者，通
过线上平台下单，很便捷地购买到了海南题
材的邮品，海南之美，越传越远。

扫码关注海南邮政公众服务号。

中国邮政发行的《中国芭蕾——红色娘
子军》系列邮票。

﹃
五
不
出
村
﹄
让
黎
族
妇
女
也
享
受
网
购
的
快
乐
。

覆盖全省的农村电子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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