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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实现建制村电商寄递配送全覆盖

乡乡有网点 村村通快递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吉蕾蕾

对广大农村地区来讲，快递业不
仅促进了农产品销售，更助力了农业
农村现代化发展。不过，目前我国农
村尤其是偏远地区，公共服务建设与
城市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尽快完善
包括邮政服务、快递服务在内的乡村
便民服务体系，是促进乡村振兴的一
大课题。

促进农产品销售

提起电商给农村带来的变化，江
西崇义的江西田润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董事长邹笃敏深有感触：“邮政物
流的完善，大大拓展了农产品的销售
市场，有力推动了产业发展和农户致
富。”邹笃敏告诉记者，2018年，公司
储存脐橙果品达8000吨，涉及果农
1800 余户，全部通过江西崇义邮政
分公司实现了寄递。

据了解，江西崇义邮政分公司以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
为契机，基本实现了让崇义优质土特
产品、农副产品不再卖难。2018年，
寄递脐橙、南酸枣糕、土鸡蛋等农产
品达45万余件，销售额超890万元，
带动200多户贫困户实现增收。

“农产品通过邮政寄递渠道，从
田间地头快速走进千家万户，既丰富
了农产品市场、方便了城市居民生
活，也让很多村民尝到了甜头。”国家
邮政局新闻发言人金京华介绍，国家
邮政局自2016年启动快递服务现代
农业示范工作开始，截至2018年底，
已培育出 20 个年业务量超千万件、
16个年业务量超500万件的“快递+”
项目。据了解，2019年一季度，仅通
过邮政企业渠道配送进城的农特产
品就有10.5万吨，同比增长56.6%。

日前，国家邮政局联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7部门出台《关于推进邮政
业服务乡村振兴的意见》，提出到
2022年，邮政服务乡乡有局所、建制
村直通邮，快递服务乡乡有网点、村
村通快递，实现建制村电商寄递配送
全覆盖。金京华表示，《意见》提出了
多项具体措施。比如，实施农产品冷
链建设工程，建设现代化农产品冷链
快递物流集散中心；实施“一地一品”

示范工程，推广“寄递+电商+农特产
品+农户”模式；加强农商互联，开展
农产品分等分级，发布农特产品寄递
服务标准；合理布局主题邮局，销售
手工艺品和农特产品；加强职业技能
培训，培育电商快递致富带头人等。

“这些举措将促进农产品流通方
式转型，有效破解销售难题，提高农
产品附加值，带动农民持续增收，更
好地发挥产业兴农作用。”金京华说。

打造综合服务平台

“乡村振兴必须走城乡融合发展
之路，要推动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
金京华表示，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
农村居民大多居住分散，办事不便，
亟须完善乡村便民服务体系。实践
中，一些地方针对农民文化程度不
高、留守老人多、交通不便的实际情
况，探索开展政务代办代理等便民服
务，深受农村群众欢迎。

“我是来换驾驶证的。”靳婕是江
苏无锡市一家企业的员工，听说邮局
能换驾驶证，特意趁午休时间来到江
苏省无锡市山北支局。“以往在车管
所才能办的事儿，在邮局不到 10 分
钟就搞定了。”

去年11月份，公安部、国家邮政
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宣布，全
面推行邮政网点代办公安交管业务，
今年6月份覆盖全国所有地市。

邮局变身车管所，只是邮局开展
综合便民服务的一种探索。“近年来，
中国邮政利用自身遍及城乡的服务
网络，建立起线下线上相结合的综合
便民服务平台，为推进公共服务均等
化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刘爱力说。

《关于推进邮政业服务乡村振兴
的意见》明确，要深入参与“互联网+政
务服务”，衔接全国一体化网上政务服
务系统，依托县乡邮政网点打造“一门
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政务代理综

合服务平台，贴近农村群众需求做好
政策咨询和办事服务，提供制证寄证、
辅助审批、征缴代发等一体化服务。

“74%的邮政局所地处农村地
区，在打造综合服务平台、参与完善
乡村便民服务体系方面具有优势。”
金京华说，依托县乡邮政网点打造政
务代理综合服务平台，有利于提高邮
政网络资源利用率，让农村群众办事
少跑腿，激发农村创新创业活力。

补齐农村发展短板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加快农
村公路、环保、电网、物流、广播电视
等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城乡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提出，
鼓励商贸、邮政、快递、供销、运输等
企业加大在农村地区的设施网络布
局。也就是说，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要体现在公共资源的优先配置上，推
动邮政业上下游要素资源更多投向
农村地区。”金京华说，下一步，既要
对现有的邮政业服务“三农”政策进
行集成、延续和发展，更要着力突出
新形势下的政策创新。比如，为了综
合破解 74.9%的村没有农村电商配
送站点这一突出问题，从加强邮政基
础设施建设的角度出发，推动将县域
邮政业发展内容纳入地方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将村邮站纳入乡村
公共基础设施，强化电子商务、便民
服务、收寄投递、自提服务等功能。

农产品冷链物流能力不足和农村
地区工业品流通效率低是制约邮政业
进一步发挥双向渠道作用的关键因
素。为此《意见》提出，支持企业建立
覆盖农产品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
售等环节的全程冷链快递物流体系；
支持有条件的乡村布局建设无人机起
降场地，打造无人机农村投递示范区。

目前，农村互联网基本普及，“邮
政具有遍布农村的网点优势，可以作
为公共平台衔接线上线下服务。目
前各地已涌现出警邮合作、税邮合作
等许多成功案例。在总结已有经验
基础上，今后，将深入参与‘互联网+
政务服务’，依托县乡邮政网点打造
综合服务平台”。金京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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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3个“聚焦”

推动乡村振兴
□ 连云港市连云区委书记 杨新忠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突出 3
个“聚焦”，加快推进乡村经济现代
化、乡村生活现代化、乡村社会治理
现代化，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
产业，让农民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聚焦产业融合，筑牢乡村发展
基础。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要创
新思维理念，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体系，激发农业农村经济
发展的创造力、竞争力，提升农业农
村发展动能。要在更大范围内挖掘
乡村资源、生态、文化等多元价值和
多重功能，依托区域特色、资源优
势、文化差异，推进多元化、多样化、
特色化融合，培育农村发展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推进乡村振兴与旅
游发展深度融合，大力发展生态观
光、农家乐、“园艺+休闲农业”等

“农业+旅游”模式，打造集都市休
闲、乡村度假、文化体验于一体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

聚焦环境整治，提升生态宜居
水平。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守生态保
护红线，不断改善农村地区和农民
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

推进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推进
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实施森林抚育、退耕还
林、乡村风景林等林业生态工程建
设，加快构建生态安全屏障。全面
实施“河长制”，落实最严格的水资源
管理制度，切实加强水污染防治，强
化饮用水源地保护，保障饮水安全。
推动农业面源污染防治、畜禽养殖污
染治理、水产养殖污染整治等工程设
施建设，恢复农田生态系统。

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加快
推动城镇基础设施和服务配套设施
向农村延伸，重点抓好农村道路、供
排水、污水处理等硬件建设，推进改
水、改厨、改圈、改厕，促进城乡之间
互联互通、共建共享。按照“四好农
村路”建设标准，继续实施开展农村
公路提档升级工作，实施农村饮水
安全巩固提升工程，推动城镇供水
设施向周边农村延伸、供水保障从

“合格水”向“优质水”转变。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推进城管下沉乡
村执法，完善农村垃圾收运体系，进

一步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强化社会事业资源共享。统筹

城乡教育资源，优化幼儿园和中小
学校布局，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加快
实现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达到现代化
办学标准。加强紧密型医联体建设，
构建多层次城乡医疗卫生机构对口
支援工作新格局。加强农村重点人
群健康管理，强化农村地区重点传
染病、慢性病综合防控。稳步推进家
庭医生签约服务，不断提高覆盖率。

加强乡村信息化建设。积极引
导电信、移动运营商、电商、金融机构
等共同推进信息进村入户，完善光纤
宽带和4G、5G网络建设，加强农村地
区网络资源共建共享，努力缩小“数
字鸿沟”，促进城乡信息网络均衡发
展。大力发展生产性和生活性信息
服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信息服务普
及，提升农村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为农村发展注入新活力。

聚焦社会治理，维护长治久
安。坚持村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
法治、德治相结合，构建现代乡村社
会治理体系，走乡村善治之路，确保
乡村社会和谐稳定、充满活力。

筑牢基层战斗堡垒。强化农村
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地位，创新组
织设置和活动方式，扩大组织覆盖
和工作覆盖，推动“党建+产业+富
民”发展模式取得实效。

激发群众自治活力。宣传推广
“一委三会六步”全国优秀社区工作
法，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
约作用，引导农民自我约束自我管
理。加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打造

“一门式办理”“一站式服务”的综合
服务平台，逐步形成完善的乡村便
民服务体系。

营造安全稳定环境。积极运用
信息技术手段，探索组织网络、综治
网格、智慧网络“三网融合”模式，积
极发动居民群众参与网格区域治理
和互动，共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水
平有效提升。

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在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过程中，应转变过去重
经济轻生态、轻文化的发展理念，

“既要护口袋，还要护脑袋”。在记
得住乡愁、留得住乡情中纵深推进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执行主编 陈 郁

责任编辑 周颖一

联系邮箱 jjrbms@163.com

重庆市涪陵区电子商务产业园内的土特产展示区，消费者在现场购买并体验邮寄服务。 本报记者 吉蕾蕾摄

近年来，宁夏平原兴起创意农业。贺兰县广银米业有限公司创建“稻渔
空间”，融种植业、养殖业、大米加工和旅游业为一体，游客可观光、摸鱼、野
餐等。其中由不同品种水稻种出的“稻田画”更是受到游客喜爱。

本报记者 拓兆兵摄

湖南浏阳市永安镇培育新型农民
本报记者 乔金亮

本报讯 记者周明阳报道：中
粮福临门 2019 水稻开耕文化节日
前在黑龙江省虎林市开幕，中粮米
业（虎林）有限公司与种植农场代表
现场签订 1.9 万亩水稻收购合同。
凭借“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经营
模式，优质的虎林大米将出现在千
家万户的餐桌上。

虎林市土地肥沃，是国家重要
的商品粮基地，有着“中华大粮仓”的
美誉。虎林地区位于三江平原温和
湿润地区，大气质量达到国家一级
标准，水质好、无污染，土壤有机质含

量也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这些条件
为生产高品质大米提供了有力保
障。“中粮集团在国家大米标准之上，
制定了福临门‘金田标准’。”中粮米
业（虎林）有限公司总经理于文海说：

“这1.9万亩水稻的种植户，将按照合
同践行中粮福临门‘金田标准’，为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粮食。”

“公司+农户”的订单农业经营
模式引导种植结构调整，农户按订
单生产，既解决了大米的销路问题，
也确保了大米价格的稳定，促进了
农户增收。

订单农业引导种植结构调整

“现在种田不能再用传统那一套
了。”湖南省浏阳市永安镇坪头村种
粮大户陈冬科说。从 2015 年承包
100多亩水田开始，陈冬科就深刻地
感受到水稻种植技术对增产、降成本
的重要性。“现在我采用杂交稻印刷
播种技术，单粒播种成苗、大苗密植
机插，每年可以节省种子成本1万多
元，产量能提高两成。”

永安镇是农业农村部整建制双
季稻高产创建示范乡镇，也是袁隆平
团队超级杂交稻重点实验基地之

一。近年来，该镇与袁隆平团队、中
国科学院等多家科研单位共同开展
水稻栽培试验，种植新技术栽培示范
片1000多亩，在让当地农民率先接
触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培育了一批新
型职业农民。

湖南农业大学在读博士单双吕
2013年起就在永安镇进行水稻种植
技术实验。“那时插秧以手插为主，现
在机械插秧已经很普遍了。”单双吕
说，围绕水稻高产课题，团队在永安
镇试点试验单本密植机插技术。“一
粒种、一棵秧、一蔸禾的‘三一’栽培
技术是亮点，具有减少大田用种量、
增强秧苗素质、提高秧苗耐机插损伤
能力等特点。”

2014 年起，永安镇被列为湖南
双季水稻全程机械化增产模式攻关
重点示范点。镇里通过在承包田地
做试验、组织大户现场观摩等，为新
品种、新技术展示创建了良好的平
台，帮助新型农民加快成长。一项项
新技术的成功运用，让农民增产增收
的同时，大大节约了成本。

“现在我承包的水田，早稻每亩
产量在900斤至1000 斤之间，晚稻
最高亩产达1300斤。”陈冬科说。

永安镇农业综合服务站副站长
曹威介绍，多项粮油栽培技术在永安
镇试验成功并向湖南全省推广。“水
稻免耕抛秧技术、一粒种一棵苗一蔸
禾栽培技术、水稻印刷播种技术、水

肥一体简易场地无盘育秧技术等，均
在永安试验成功，且推广到本地水稻
种植中。依托先进的栽培技术优势，
水稻种植成为永安镇许多农户的增
收致富渠道。目前，全镇有种粮大户
100多户，其中有的种植面积达到上
千亩。”

永安镇芦塘村村民于建起与父
亲一起在全国搜集老种子，要将“失
传”的老种子找回来，在当地推广种
植，让濒危的传统种质资源在现代农
业生产中得到应用。于建起在镇里
打造了一个中华老种子博览园，并试
种成功100余种农作物，实现了老种
子科研育种、种苗提纯复壮培育的初
衷。按照他的计划，博览园将努力收
集到2000种老种子，让更多老品种
得到保护与推广。

永安镇有关负责人表示，镇里已
经出台方案，以科技创新和培育新农
民为引领，围绕老种子搜集储存、研
发培育、繁育推广、精深加工发展全
产业链。“今后将鼓励支持农民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建设，提升小农户
组织化程度和新型农民活力，突出小
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

宁夏兴起创意农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