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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大背
景下，赋予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新的使命，
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
动的重大国家战略。海南邮政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履行央企政治责任、社会
责任和经济责任，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不
断提升邮政服务水平和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积
极助力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
贸易港建设。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企业党
的建设。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落实”活
动，切实把干部员工的思想统一到中央的决
策部署上来，提高政治站位，真正做到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
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响应海南省委号召，开
展“在建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
自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专题
活动，组织党员干部到定安母瑞山革命根据
地学习，组织领导干部利用节假日深入服务
网点调研，组织党员分批到定点扶贫村开展
帮扶，选派人员到广西、广东等地学习邮政跨
境电商发展经验，选树先进典型、弘扬劳模精
神，让干部员工主动学习和对标先进，投身美
好新海南建设。

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服务宗旨，全面
提升邮政服务质量。开展“人民邮政为人民”
服务宗旨学习教育活动，紧跟海南建设步伐，
加强能力建设、完善产品体系、提升服务质量
尤其是普遍服务质量，服务海南打造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国际
旅游消费中心、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区，在
服务海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脱贫攻坚，进一
步改善边远地区用邮质量等方面把工作做精
做细。

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推动高质量发
展。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总基调，直面问题，
进一步落实“一体两翼”经营发展战略，提升发
展效益，实现综合便民服务平台功能强大、金
融翼和寄递翼“两翼”齐飞的发展格局。强化
企业管理，加强金融风险防控，选拔培养优秀
人才，坚持以提升发展质量为中心的考核导
向，实现降本增效。

坚持深化改革，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在整
合资源、优化流程上下功夫；在企业“瘦身健
体”上下功夫，持续推进“僵尸企业”清理、股权
投资清理、家属区“三供一业”分离移交等工
作，向改革要效率，向改革要动力，向改革要活
力。

坚持创新驱动，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坚
持开放式思维、创新思维和现代企业管理观
念，切实提高创新能力，在业务发展、信息技术
发展上紧跟时代步伐，围绕改善用户体验、提
高科学管理水平进行创新，让邮政服务更便
民、惠民。

坚持协同发展，实现合作共赢。近年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与海南省政府签署了战略
合作协议；海南邮政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统
一部署下，与中盐集团天津市长芦盐业公司、
中国石化海南石油分公司等企业签订了战略
合作协议。会同海口海关、海口综合保税区积
极探索发展跨境电商业务。通过进一步深化
合作，充分利用各自资源优势，实现合作共赢，
为美好新海南建设“加邮”。

在近期举办的“美丽未来”杯海南省首届
少儿个性化邮票设计大赛中，上百名儿童围绕
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用童真描绘心
中的美好新海南。海南邮政也将用真心，履行
央企的责任担当，为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
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添上充满生机的“邮政
绿”！

（本版撰稿 供图/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
省分公司）

“邮政绿”为美好新海南建设添彩
——庆祝第49届世界邮政日

邮路延绵，串起全
省 426 个营业网点、
3296个便民服务站、
2344个“邮乐购”店和
2610 个村邮站，组成
海南邮政线上线下服
务网络，只要有人群的
地方就有邮政服务；绿
衣情长，普惠金融、能
进村的寄递服务、扶贫
的农村电商、传播文化
的集邮票品、传递党的
声音的报刊业务……
“人民邮政为人民”是
不变的承诺。

走进新时代，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
分公司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十九大精神，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以不断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为目标，以实际行动
诠释“人民邮政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

邮政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
事业，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有着紧
密的联系。中国邮政认真履行党
和国家赋予的普遍服务义务和特
殊服务任务，按照国家规定的业务
范围、服务标准，以合理的资费标
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用
户持续提供邮政服务，同时按照国
家规定提供机要通信、报刊发行，
以及义务兵平常信函、盲人读物和
革命烈士遗物的免费寄递等特殊
服务。

长期以来，海南邮政秉承“一封
信、一颗心”的光荣传统，把普遍服
务和特殊服务作为立业之本，不断

加强服务保障力度，积极助力海南
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提升。

目 前 ，全 省 单 程 邮 路 总 长
13579 公里，其中农村单程邮路
6811公里。全省邮政营业网点中，
农村网点有321处，占比75%，乡镇
的邮政局所覆盖率达到 100%；便
民服务站覆盖全省所有乡镇，全省
建制村直接通邮率达 100%，总体
实现了“乡乡设所、村村通邮”。无
论在海岛还是山区、无论在城市还
是乡村，海南居民都能享受到邮政
服务。

海南邮政以普遍服务为基础形
成的网络平台成为聚合邮政企业资

源和链接多元化业务的纽带。建成
的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以技术创新
为依托，不断开辟民生服务新领
域。以邮政局所、便民服务站、村邮
站等为支点，海南邮政积极承接交
管服务、不见面审批、代缴费等政企
公共服务。在农村，村民可以通过
邮政综合便民服务平台享受到助农
取款、商品代购等便捷服务。

作为报刊发行的“国家队”，中
国邮政始终把党报党刊发行和投递
当作政治任务和工作的重中之重，
助力党的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将党
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目前，海
南所有县级城市及所有乡镇政府所

在地党报党刊当日见报率达100%；
海南邮政开通了“航空邮路”，远在
三沙市永兴岛的军民也可以看到当
日的党报。在报刊发行基础上，海
南邮政主动承担政务图书的发行工
作，近3年来在省内累计发行党的
十九大报告、“两学一做”“三严三
实”等内容的政务类图书共8万册，
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
第二卷共2.5万册。

同时，海南邮政严把寄递渠道
安全防控关，保障国家重大活动和
会议期间的邮件收寄安全，有效防
范反动宣传品、涉枪涉爆品等流入
邮政渠道。

普遍服务 使命光荣

海南邮政积极助力精准扶贫。
经过4年多的努力，海南邮政初步
建成了“网络代购＋平台批销＋农
产品进城＋物流配送＋电商扶贫+
便民服务”邮政农村电子商务服务
体系。通过持续加快建设以邮乐
网、“邮掌柜”“邮乐购”站点为核心
的O2O平台，充分利用邮乐网地方
馆、邮乐农品、邮乐小店等线上渠
道，做好电商精准扶贫工作，初步形
成了具备邮政特色的扶贫模式，让
遍布城乡的2344个“邮乐购”站点、

邮乐网17个海南地方馆成为贫困
村民脱贫致富的“加速器”。三门坡
荔枝、三亚芒果、陵水圣女果、万宁
莲雾、五指山山竹等多种海南热带
特色农产品通过邮政农村电子商务
体系销往全国各地，有效帮助农民
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带动贫困群
众脱贫致富。

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海南省分
公司的定点扶贫村临高县皇桐镇美
香村，海南邮政在深入调研的基础
上投资建设了110亩荷花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该基地通过销售莲子、
发展乡村旅游等方式创收。项目投
入资金中有部分资金作为贫困户的
入股股金，在合同期内贫困户每年
按约定比例领取分红；基地雇工优
先选用本村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村
民，为部分贫困村民提供就业机会。

2018年 6月至 7月，海南邮政
充分发挥渠道优势，通过线上线下
相结合的方式，以包销、网销和义卖
等形式，帮助美香村荷花产业扶贫
示范基地销售莲子。同时，通过在

美香村设立“邮乐购”店，帮助村民
销售地瓜、糯米、花生、百香果等农
产品。

多年来，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海
南省分行累计发放三农贷款超过
195亿元；开展“助农取款”活动，建
设106个邮储银行信用村支持精准
扶贫，构建“金融+农村电商”“银
行+合作社+致富能人+农户”普惠
金融服务模式，结合农村电商发展
实际推出“掌柜贷”业务，为农村地
区创业者提供资金支持。

精准扶贫 不遗余力

绿是大自然的底色，也是邮政的
标志色。绿是穿梭的邮车、微笑的信
使，是温暖的记忆和默默的坚守。走
进新时代，邮政紧随科技浪潮，做绿
色运营践行者、绿色生活推动者、绿
色生态守护者、绿色品牌塑造者。

邮政营业厅提供的包装物是采
用环保材料的绿色包装箱或可降解
的塑料袋。自今年8月1日起，海南
省范围内邮政支局（所）均提供新型

绿色包装箱，较原标准箱平均减重
20%左右。缠绕在包裹上的胶带也

“瘦身”了，宽度变窄，封装方法更规
范，可减少30%的胶带使用量。“全
覆盖免胶带”包装箱正在逐步推广。
集邮产品也在向减重、轻薄化的方向
发展。加大科技创新力度，发展手机
银行业务；用户扫二维码就能寄包
裹，电子面单使用率不断提升……

节能减排成为自觉行动。海南

邮政全面推广甩挂运输、应用智能分
拣设备、升级终端投递设备，提高新
能源车辆的使用比例，促进节能减
排，减少污染。在内部处理环节，使
用可循环使用的布质邮袋，取消总包
袋牌，使用PDA封车、解车，推行无
纸化交接；在投递环节取消打印包裹
类邮件的投递清单。加大智能包裹
柜的布放力度，目前全省已布放邮政
联网智能包裹柜503个。同时，推动

邮件处理中心和信息机房的节能建
设和运营，推行低碳办公低碳生产。

做绿色发展理念宣传者。今年
以来，海南邮政承办“绿水青山 最
美邮路”系列主题赛海口站路跑活
动，开展“把美好新海南寄出去”大
型公益活动，用邮票、明信片等文化
产品宣传海南绿色发展理念、生态
保护举措，号召大家共同呵护海南
的绿水青山。

绿色邮政 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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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高县皇桐镇美香村荷花产业扶贫示范基地带动贫困村民增
收脱贫。

海南省邮政分公司将党建和扶贫相结合，组织机关党员干
部到临高县皇桐镇美香村帮助村民加工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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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范围内的邮政支局（所）均
提供新型绿色包装箱。

海南邮政将党的声音传递到千家万户。图为邮政投递员在给
订户投递报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