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 7 月 28 日，《滨州市
邮政业“十三五”发展规划》正式
发布。《规划》将滨州邮政未来发
展定位为“一个中心”“两条增长
线”“三大羽翼”，描绘出未来邮
政发展蓝图。

“一个中心”，即以黄河三角
洲中心名城为中心，以道路运输
为主，以铁路、港口运输为辅，建
立黄河三角洲快件运转枢纽，加
快拓展滨州市邮政业务。

“两条增长线”，是将滨州分
为南北两向，南部以制造业为
主，北部以现代农业及海洋特色
经济为主，辐射带动滨州市邮政
业发展，实现快递业与电子商
务、制造业、现代农业等关联行
业的融合发展。

“三大羽翼”，即加快行业发
展步伐，做大邮政业规模，对国
民经济的贡献率有明显提高；提
高行业服务水平，优化邮政和快

递服务网络布局，提供高效便捷
优质的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群众的用邮需求，基本实
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提高行
业核心竞争力，加强人才培养，
设立黄河三角洲快递业技能人
才培训中心，提高整体素质。推
动邮政业转型升级，支持企业做
大做强，把邮政业培育成经济发
展的重要增长点。

通过科学规划，预计到2020

年末，全市邮政业业务总量达到
15 亿元，年均增长 27%左右；业
务收入（不包括邮政储蓄银行直
接营业收入）达到11亿元，年均
增长20%左右。其中，快递业务
量达到0.7亿件，年均增长40%左
右；业务收入达到6亿元，年均增
长35%左右。全行业新增就业人
数1400人，支撑电子商务零售近
100亿元。

我市邮政业“十三五”发展规划出炉，描绘未来发展蓝图

2017 年是快递行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一年。最新数据显示，
2017 年全市快递业务量达 3300
万件，同比增长26%；业务收入达
3.8亿元，同比增长46%。快递平
均单价达 11.5 元/件，同比增长
16%，增幅列全省第1位。

快递企业行为和快递市场
秩序规范才能营造良好发展环
境，促进快递服务可持续发展。
滨州市邮政管理局指导滨州市
快递行业协会，制定完善了本市
快递企业《行业自律公约》，全市
80余家快递企业签署该公约。

《公约》倡议各企业自觉按
照法律法规及服务标准履行义
务，不以低于成本价揽收快件，
不限制其他经营者公平竞争，加
强统一品牌加盟企业间的平等
协商，及时处理好消费者投诉，
通过不断加强对生产环节的安

全管理，健全内部质量管理，规
范快递企业行为和市场秩序，确
保寄递渠道安全畅通。《公约》的
签订，保障了消费者合法权益，
创造了良好行业发展环境，助力
快递业务收入持续向好。

组织快递企业签署行业自律公约，创造良好行业发展环境

快递业务“最后一公里”配送成本高、
服务质量低，是影响电子商务发展的重要
因素。为了破解快递业务发展瓶颈，滨州
市邮政管理局在推动主要快递品牌实现全
市乡镇全覆盖基础上，联合快递协会在无
棣县先行先试建立了8处镇级快递服务中
心，将乡镇所辖村的快件集中到服务中心
进行统一收寄，大大提高了服务效率和质
量，实现了仓储到镇、配送到村。

快递与现代农业融合进程进一步加
快，有力推动了博兴草柳编、老粗布、藤制

木制家具、厨具，惠民绳网、沾化冬枣等本
地特色农产品的外销。截至2017年底，全
市共有4个淘宝镇，26个淘宝村，淘宝镇淘
宝村数量居全省第二位。2017年冬枣寄递
量约2.2亿斤，约占总产量30%，冬枣寄递量
同比增长29%，得到市领导的一致肯定。

规划建设物流快递电商产业园区，引
导惠民县快递企业集中入驻。目前，园区
已入驻快递企业10余家，快递从业人员200
余人，随着其他企业的入驻，预计新增各类
岗位需求约100个。

破解快递业务“最后一公里”发展瓶颈，快递
园区建设快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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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叶绿，花儿艳，如同住在桃花
源；农家院，改旱厕，堪比城里卫生间。”
在山东滨州惠民县皂户李镇康家堡村，
村民康汝柱编的这个顺口溜传遍了十
里八乡。

这是山东滨州市5年来听民声、问
民需、解民忧取得成效的生动写照。

市委常委每人联系2个村

惠民县皂户李镇康家堡村以前是
个地地道道的后进村：种植结构单一、
农民持续增收乏力；无村集体经济收
入，增加集体收入无路可循；村容村貌
脏乱差。

变化出现在2014年，康家堡村成为
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的“联村为民”联
系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康希
良说：“张书记联系我们村后，手把手教
方法，村班子转变了思想、开阔了视野、
充满了干劲”。

当时，滨州市委市政府提出市委常
委“联村为民”活动，要求发挥市委常委

“带头学、带头做、带头解难题”的示范表
率作用，深入农村基层、深入群众中间。
滨州市委常委每人联系2个村，其中1个
后进村或贫困村、1个先进村或特色村。

张光峰多次召开村班子会、党员大
会、村民代表会，组织村党员代表到市
内外新农村建设特色村参观学习，教育
引导干部群众克服“等、靠、要”依赖思
想，转变工作作风。2016 年，该村党支
部被山东省委授予“山东省先进基层党

组织”荣誉称号。
村干部“喊、训、吵”的工作方法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用心、用情带领村
民致富增收。2016 年实现村集体经济
收入20万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15600元。

“领导带头就是鲜明的旗帜，上级
垂范就是无声的命令。解决‘三农’问
题必须牢牢扭住基层党支部这个重点，
抓好党支部制度建设这个关键，让党支
部吹响‘集合号’、当好‘小郎中’、用好

‘处方权’。”滨州市委书记张光峰说。

“第一书记”驻村帮扶

在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里则街道庄
科李村的村委会办公室的显著位置，悬挂
着刘凤霞带领村干部、村民建设新庄科李
村的现场照片。2014年，时任中共滨州市
委宣传部文艺科科长、驻村“第一书记”刘
凤霞来到庄科李村，一待就是两年。

村支部书记李海滨指着村委会前
的水泥路说，以前村委会门前是土路，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刘凤霞来了
以后，首先从“路”上下手，协调政策资
金，并跟李海滨一起组织村民筹资建
路。2014 年以来，庄科李村克服困难，
高标准完成了农田沟渠整治、自来水升
级改造、农村电网工程改造等工作。“现
在我们村旱厕改造率先完成，还自己建
了日间照料中心、幼儿园、卫生室，方便
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李海滨说。

自2012年起，滨州市开始选派第一

书记到农村开展驻村帮扶工作，至今已
有三批第一书记完成了驻村帮扶任
务。2017年5月，市委市政府工作部门、
市人大机关、市政协机关等单位选派了
104名第四批第一书记，帮助94个贫困
村和10个特色村办实事、惠民生。

家门口夯实社会保障
2014年5月，滨州经过试点后，在全

市推开乡镇住院起付线以上全报销制
度，受到群众普遍欢迎。

“经测算，我们将农村参保患者入
院治疗起付线定为200元，在全省医保
统筹目录范围内，超过部分全部由医保
基金承担。”滨州市社保中心居民医保
科科长李元新介绍。制度实施以来，全
市共37万出院群众享受到政策实惠。

市级财政安排了3000万元专项资金，
统一为基层购置医疗设备；县级财政配套
资金，新增业务用房3.5万平方米；402名急
缺急需卫生技术人员应聘到岗……

在滨州博兴县吕艺镇，政府联手当
地著名企业京博控股和村委会，先后投
资1.35亿元建立了公益性的老年公寓，
公寓的医务室设有专业养老护理员 34
人，专职医护人员4名，并为老年群体专
门设置有防滑砖、专用通道、扶梯、供氧
系统和呼叫系统等。

据统计，该政策实施以来，滨州乡
镇次均住院费用和群众个人自付费用
逐步下降，已累计为基层就医群众节省
医药费用超过2000万元。

山东滨州听民声问民需解民忧

干部坐炕头 群众暖心头
人民日报记者 王沛

电商发展 快递先行
市邮政管理局创造性发挥职责推动快递行业跨越发展，5年来快递业务量由180万件跃升到3300万件，业

务收入由0.28亿元猛增到3.8亿元
滨州日报滨州日报//滨州网记滨州网记者记者者记者 田政田政 通讯员通讯员 张晶晶张晶晶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从2012年10月成立至今，滨州市邮政管理局已经走过了五年发展历程。

五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滨州市邮政管理局从“零”起步，按照“抓好基本建设、履行基本职能、强化基础管理”的工作基调和“强监管、保安全、

提质效、促发展”的监管思路，自身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行业管理与发展实现新跨越。

数据显示，滨州快递业务量由2012年的180万件跃升到2017年的3300万件，五年内增长了18倍，快递业务收入由2012年的0.28亿元猛增到2017年的3.8亿

元。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想见，在滨州市邮政管理局的监管下，滨州邮政快递业活力迸发、红利释放、创新涌动，行业发展的新动能越来越强劲。

为贯彻落实国家邮政局和省邮政管理
局有关推进安全中心建设相关精神，全面加
强我市邮政行业安全监管，提高行业安全监
管工作水平，市邮政管理局抢抓机遇、攻坚
克难，积极推进邮政业安全中心设立工作，
得到市委、市政府及市编办、财政等相关部
门的大力支持。2017年底，滨州市邮政业安
全中心正式挂牌成立，从此邮政行业安全监
管、应急管理相关工作有了技术支撑。

2017年，我市辖区企业安检机配备率达
100%，全市各邮政、快递企业配备安检机85
台，其中2017年度新配64 台。实名率大大

超 过 上 级 考 核 目 标 ，截 至 11 月

底，全市快递企业实名率达 88.6%，位居
全省第 5 位。十九大期间，邮政快递业务
管理工作得到市委政法委的肯定，1 人荣
获三等功。2017 年以来，市邮政管理局
查封企业 2 家，作出行政处罚 66 起，寄递
安全属地责任落实取得新突破。

市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周海
滨表示，2017 年是滨州市邮政管理局成
立的第五年，也是大发展的一年，
2018 年该局将不忘初心，继续前
行，保障邮政普遍服务，加强邮政
市场监管，维护邮政通信与信息安
全，促进邮政业持续健康发展。

邮政业安全中心正式挂牌，寄递安全属地责
任落实取得新突破

遗失声明
联系电话：3186726 18654306492

滨州市顺佳商贸有限公司丢失山东
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联、发票联）各2张，
发票代码：3700172130，发票号码：
16412002-16412003，特此声明。

滨州经济开发区聚福来干果店营业
执 照 正 本 丢 失 ， 注 册 号 ：
371627600091187，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新滨阀门管件销售中
心 税 务 登 记 证 副 本 丢 失 ，税 号 ：
37230119880822341301，声明作废。

房屋所有权人刘彬与承租人钟永春
签订的房屋租赁合同（租赁证）丢失，合同
编号：20160855，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赵氏千层饼店丢失
2008版增值税普通发票（二联）1份，发票
代 码 ：3700171320，发 票 号 码 ：
09860377，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唯爱鲜花店营业执照
副本丢失，注册号：371602600498953，
声明作废。

山东牛豆福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税
盘丢失，编号：66171082882，声明作废。

滨州市滨城区滨北办事处三利第二
十七连锁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371602600177282，声明作废。

李卓霖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370190149，声明作废。

滨州中明时装有限公司公章丢失，编
码：3723010008148，声明作废。

滨州中明时装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丢失，编码：3723010008149，声明作废。

滨州市铭卓商贸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正、副本丢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1602MA3DRW9493，声明作废。

滨州市铭卓商贸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丢失，编号：3723013004268，声明
作废。

邹平崇德商贸有限公司开户许可证
正本丢失，核准号：J4667000865001，声
明作废。

郝家玮出生医学证明丢失，编号：
O370075606，声明作废。

邹平县人民医院开户许可证正本丢
失，核准号：Z4667000009602,账户名称，
邹平县人民医院工会委员会。声明作废。

博兴县博昌办事处荷塘月色私家小
厨饭店营业执照副本丢失，注册号：
371625600388115，声明作废。

潘梅征因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专用票
据不慎丢失，金额：壹万肆仟零玖拾叁元，
声明作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