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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河北省高质量推进“快递进村”工程

快递进村到户
打通“最后一公里”

“小到柴米油盐，大到电

视、冰箱、空调，都时兴上网

买。”在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双

林镇洋滩村，当了大半辈子邮

递员的沈国荣亲眼见证了消费

变革，“很多年前，送到村里的

包裹大多还是城里子女寄的，

我送报时能捎带下，这几年，大

家用上了智能手机，各式各样

的快递每天送都送不过来。”

“前几天在网上买了礼品，

今天就到了村里的‘快递超市’，

真是方便！”日前，回家探亲的沧

州市东光县大单镇的王东旺，在

家门口收到网购的产品。

在东光县，家门口就能收

到快递的不止王东旺一家。“以

前要到十几公里外的乡镇站点

去取快递，如今在本村就能拿

到。”村民朱喜田从东光镇安屯

村“灿文超市”拿到快递后说，

这个超市专门有一间屋子存放

快递，领取很便捷。

这间快递超市，由“四通一

达”（中通、申通、圆通、百世汇

通、韵达）五家快递企业和当地

乡村超市合作而建。从“快递

下乡”到“快递进村”，快递企业

在积极参与打通农村快递派送

“最后一公里”过程中，开始探

索既能有效服务农村、又能维

持正常经营的新方式。

乡村“买买买”的能量，已

然不可小觑。国家邮政局发布

数据显示，今年“五一”期间，全

国农村地区揽收快递包裹2.2

亿件，投递快递包裹3.6亿件，

同比均增长三成，超城市地区

同比增速。

农货出山不愁
打开“最初一公里”

“现在每天进村的快递有

1000多件，出村的快递高峰时

有上万件。”早上8点，在石家

庄市藁城区梅花镇梅花村，李

佳和丈夫杨子伟在自家的快递

服务站忙活起来：卸货、登记、

入库……

回想8年前小站刚成立时，

李佳夫妻俩曾一度打起退堂

鼓。“每天进村件不超两位数，出

村件除了自家的订单，其他几乎

没有。”李佳说。当时，他们在村

里经营一家家具厂，接到网络订

单后，要跑20多公里到城区才

能寄件。于是，2013年，他们在

自家厂区旁边腾出了一间房，建

起了不到5平方米的快递小站。

后来，村里一家宫灯加工

厂找上门来，把网络订单交由

快递小站寄出。这为小站的发

展提供了新思路：梅花村一带

擅长生产鸽子养殖用具和宫

灯，夫妻俩利用村里的大喇叭

广播为小站打广告，还购置了

一辆厢式货车，用来运送快

递。去年，夫妻俩一口气开设

了5家分站点，把服务范围扩大

到周边19个村子。

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区罕

达汽镇河西村村民杨兰，足不出

户，就顺利收到了网购的口罩等

防疫物资。如今，很多生活物

资，杨兰都是网购，快递员送到

家门口。出村时，快递小哥又捎

上当地的特产，发往外地。一进

一出，河西村与外面的世界有了

新连接。

“快递进村取货，大大促进

了农产品销售，增加了农民收

入，原来笨鸡蛋卖不出去，现在

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个卖到

1.5元。”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

菜种植合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

笨鸡蛋、木耳等农产品直播带货

销售能够成为时尚，离不开“快

递进村”。

近两年，随着电商平台下

沉、直播带货兴起，依托快递物

流网络对农产品销售渠道进行

短链再造，成为各方发力重

点。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今

年1—7月，农村地区包裹和快

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带

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

万亿元。

共建共享
补齐农村物流短板

在石家庄市灵寿县，同样

是农产品线上销售，却是另一

番景象。“网友们看过来了，这

是咱们灵寿脱贫户家的核桃，

个大皮薄，营养价值高，还好吃

不贵。”村民葛伟在农村电子商

务公共服务中心直播间通过手

机直播销售核桃，待顾客下单

后，便将打包好的农产品送至

村级电商服务站。

“物流车会把村级电商服

务站的待发快件整合，运至县

级仓储物流配送中心后，再由

各快递公司进行运输配送。”河

北咕咚来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冀南区总经理李鲍杰说，灵寿

县在全县范围内成立了248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服务农户提

升应用电商能力。

李鲍杰告诉记者，这种农村

电子商务物流配送模式，主要依

托国家级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项目，在县域建设农村电子

商务公共仓储物流配送中心，根

据农村产品供需情况，建立镇、

村级物流网点，构建完善的县乡

村三级物流配送体系。

据河北省商务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河北连续八年共获批

77个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通过整合县域快递物

流企业入驻县级农村电子商务

公共仓储物流配送中心，采用

共配的方式，从根本上降低快

递物流企业运营成本，而较

大规模的“电商+农村”经济

联合体就可以获得更多的

优惠政策。

农村寄递物流已

成为农产品进城、消

费品下乡的重要

渠道之一。彻底

打通寄递物流

“ 最 后 一 公

里”，使农村由

单纯“收快递”

向“产快递”

“收快递”并

行转变，通过

多方携手整合共享

现有资源，形成良性互

动，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综合：新华社
人民日报 经济日报 浙
江日报 河北日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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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君壁

农村快递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快递进村”有需求、更有必要。邮政快递业

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中地位突出，作用明显。当下需进一步提

升快递物流在产业链中的资源整合能力，以

及综合配套服务水平，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助

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

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持续保持强劲增

长态势。仅6个月，快递业务量已突破500亿

件，比2018年提前近半年。特别是二季度以

来，每月近百亿件业务量，显示了我国快递市

场的发展韧性、蓬勃活力和增长潜力。

数据显示，在这500亿件快递包裹中，发

往农村地区的业务量占三成，而且增长迅

速。这样的量级充分彰显了农村快递市场发

展的巨大潜力，也展现出邮政快递业在畅通

国民经济循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

重要作用。

快递业务量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快递进

村”的加速推进。近期，广东省湛江市徐闻县

通过直播带货，在40分钟内卖出140万公斤

菠萝，寄递企业借助线上和网络优势，为徐闻

菠萝打开新的销路。近年来，受益于线上电

商的蓬勃发展，“快递进村”已经成为发展农

村电商、实现国家精准扶贫的关键推手。

农村快递正迎来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为了进一步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部署，实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政府部

门、寄递企业等多方应形成合力，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强化协作联动，保证农村快递量持续

增长。

首先，应进一步完善农村物流网络。有

关部门要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

系，改善农村寄递物流基础设施条件，优化网

络结构，提升寄递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实施

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健全完

善运营体系；共同推进农产品冷链包装研究，

加强相关标准和规范的推广应用。同时，实

施“快递下乡”换挡升级工程，支持有

条件的乡村布设智能信报箱，提高自助服务设施的覆

盖率和使用率，提高城乡服务均等化水平。

其次，要多种途径推动“快递进村”。更多的寄递

企业在加速乡镇地区业务拓展的同时，需继续开拓农

村网点。通过邮快合作、快快合作、交快合作、快商合

作及其他多种合作方式推进“快递进村”，集多方机构

势能，畅通城乡经济循环、服务乡村振兴战略，力争实

现“乡乡有网点，村村通快递”。

最后，需进一步提升快递物流在产业链中的

资源整合能力，以及综合配套服务水平。当下，

各地涌现出一批“电商+快递+农产品”示范项

目，带动农村快递和包裹件数高速增长，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了“让农产品走

出去”，部分寄递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为当地农

产品定制运输解决方案。通过设置寄送直发专

线、增加车辆车次、优先运发、优先投递等方式保障农产品运

输，实现农民增收和自身业务的双增长。

随着快递寄递网络继续深入城乡，“两进一出”（进村、进

厂、出海）工程持续加快推进，中国快递业的覆盖范围、服务

能力将继续提升，为人民群众带来更加便捷的用邮体验。

（来源：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

本报讯 近日，河北省政府办公

厅印发《关于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建设的若干措施》提出，加快建成开

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绿色低

碳、双向畅通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

满足农村群众生产生活需要，释放农

村消费潜力，促进乡村振兴。围绕全

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定位，将河

北打造成京津冀快递集散功能支撑

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先行区、

农村快递电商协同发展示范区。

为推进“快递进村”，我省鼓励邮政

快递企业整合末端投递资源，鼓励邮政

企业衔接全省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依

托邮政网点开办政务代理服务。支持

邮政网点承接代办警务、税务、票务、代

收、代缴等业务，实现“一点多能”。

为健全末端共同配送体系，鼓励

邮政、快递、交通、供销、商贸流通等

物流平台采取合资、互相持股、加盟、

代理代办等市场化运作方式，共建共

享末端配送网络。引导企业科学规

划配送网络，探索建立扁平化网络架

构，畅通县到村双向配送渠道。

我省推动农村寄递物流运输集

约化、设备标准化和流程信息化，提

升寄递物流对农村电商的定制化服

务能力。引导寄递物流和供应链企

业入驻电商产业园区，推进电商专业

园区向综合园区转型。

加快提升农产品冷链物流“最初

一公里”设施水平。支持邮政快递企

业参与环京津、沿渤海、以省会石家

庄为中心的冀中南等冷链仓储物流

基地建设，积极融入全省骨干冷链物

流网。鼓励邮政快递企业、供销合作

社和其他社会资本在农产品田头市

场建设预冷保鲜、低温分拣、冷藏仓

储等设施。引导支持邮政快递企业

自建、租用冷链仓储设施，增加冷链

运输车辆和保温箱，提升末端冷链配

送能力。

据了解，我省将在平原、沿海等

经济发达地区，更好发挥市场配置资

源的决定性作用，引导企业通过驻村

设点、企业合作等方式，提升“快递进

村”服务水平。在燕山—太行山区和

坝上高原等交通不便、边远地区，更

好发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职能，引导

邮政快递服务进驻乡、村两级行政综

合服务中心（站），提供邮件快件收投

服务。在全省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优先推进“快递进村”。2021年主要

邮政快递企业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

有服务。2025年行政村邮政快递服

务网点实现全覆盖，平原、沿海等经

济发达县域快递物流园区实现全覆

盖，其他县域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实现

全覆盖。

为助推农产品上行，我省鼓励支

持寄递物流企业主动对接家庭农场、

农民合作社、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

为农产品上行提供专业化供应链寄

递服务。实施邮政快递服务乡村振

兴“百千万”工程，培育100个邮政快

递服务农业项目，专项扶持1000个

农村中小微企业，重点扶持10000个

农村新经济体。

快递村村通快递村村通 惠农惠农乡村乡村兴兴

网上购物，可在家门口取
件；销售农副产品，快递小哥能
上门收件—— 一收一取之间
给乡村带来了新变化：村民用
上新产品、找到新职业，农产品
开拓新市场……

今年1—8月，全国快递业
务量累计完成673.2亿件，其
中农村地区收投量超280亿
件，带动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
下乡1.4万亿元。“快递进村”
有助于城乡商品流通、拓展农
村消费，促进乡村振兴。国家
邮政局明确，至2022年底我
国符合条件的建制村基本实现
“村村通快递”。

快递进村，简单看是便民，
以前得去乡镇取、寄的包裹，如
今能够直达村口。往深处看，
还关系着“四好农村路”“村村
通公交”等行动的推进，以及食
品仓储保鲜、冷链物流等乡村
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延
伸。近年来，各地加快探索“快
递进村”模式，农村市场正成为
邮政快递业新的增长极。

阅读提示

新华社发

新华社发

今年主要邮政快递企业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