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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高邮市邮政快递行业年终总结

高邮邮政管理局成立近一年来，在高邮市委、市政府的正确

领导下，省局和扬州市局的关心和指导下，坚持“安全为基、发

展为要、服务为上”，切实履行行业管理职能，保持了全市邮政

行业平稳较快发展。1-11月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2.16亿元，

同比增长 22.17%，快递业务量完成 656.3万件，同比增长

33.27%；快递业务投递量完成1062.49万件，同比增长38.89%；

练好内功，全面增强履职水平

1、完成邮管机构组建工作。2016年 4月 1日顺利完成

了高邮邮政管理局挂牌相关工作。目前全局设置 3个科室，

共有工作人员8名，成立了党支部、工会、妇委会和扬州市快

递协会高邮分会。

2、摸清邮政行业基本情况。截至12月份，高邮市在册登

记的许可快递企业共有 9家，备案分支机构 8家，快递品牌

16个，快递营业网点95个，快递从业人员 410人，快递网络

运输和揽投汽车 139辆，揽投电动三轮车 165辆，快件分拣

设备10套，安检设备3台。

3、加强干部职工队伍建设。一是建立机关内部管理制

度。研究制定高邮邮政管理局《机关内部管理制度》《值班工

作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干部谈心谈话制度》等相关制度文

件，建立以制度管人、管事、管物的长效科学管理机制。二是

建立常态化学习制度。每周一召开办公例会，每月 5日、20

日“学习日”组织党员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学习。三是加强党组

织建设。成立高邮邮政管理局党支部，签订廉政建设责任制，

组织快递企业纪念“七一”演讲比赛，扎实开展“两学一做”教

育实践活动，充分发挥党员带头模范作用和党支部战斗堡

垒作用，助推全局工作迈上新台阶。

4、加大邮政行业宣传力度。在高邮电视台、高邮日报发

布快递行业安全监管公告，印发寄递企业规范化行为指南

100份，发放“两部一局”《通告》300份，寄递安全宣传画

300份。同时，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宣传作用，截至目前，国家

局网采用 3篇，《快递》杂志采用 1篇，《中国集邮报》采用 1

篇；省局网采用 9篇；《扬州政务信息》专刊采用 1篇，扬州

新闻媒体采用了 38篇；高邮新闻媒体采用了 117篇；还编

发了《高邮邮政管理工作简报》9期，在《高邮日报》开辟“邮

政管理专版”7期。

5、加强邮政行业精神文明建设。一是积极开展局机关

“高邮市文明单位”"创建活动；二是组建行业“平安志愿者服

务队”。激励广大邮政员工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

者精神，努力把平安志愿者队伍打造成展现平安高邮建设的特

色品牌。三是开展评先评优活动。开展高邮市首届“十佳最美快

递员”评选活动，表彰一批在“双十一”、“双十二”期间快递服

务保障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展示最美快递员风采。

齐抓共管，着力规范企业经营行为

1、健全规章制度，落实安全责任。一是落实企业主体责

任。督促企业层层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书，健全安全制度。多

频次组织邮政、快递企业业务培训讲座，将安全生产教育作

为企业内部员工培训的主要内容，全面落实“收寄验视 +实

名收寄+过机安检”三项制度。二是建立规章制度。制定了

快递服务警示制度、安全情报员队伍制度、新设代办网点报

备制度、快递员“黑名单”管理制度等相关管理制度。三是建

立快递企业信息档案。建立了“一企一档”。同时要求企业建

立员工信息档案，加强人员管理，定期进行档案更新并向我

局备案。

2、建立邮政快递行业应急机制。一是成立应急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成立邮政快递行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领

导小组，以市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建立高邮市邮政快递行

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的通知》，督促邮政、快递企业建

立健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机制。二是健全隐患排除机制。建

立健全重大隐患台账，执行安全隐患排查、登记、报告、整

改、销号闭环管理制度，定期排查整改，全面掌握、有效排除

行业内存在的各种安全隐患因素。三是建立矛盾纠纷调处

化解机制。通过强化领导责任，整合基层力量，健全工作网

络，切实提高快递行业矛盾纠纷信息预警和调处化解能力。

3、加强邮政普遍服务监管工作。一是开展邮政基础设施

调查。基本掌握市辖区范围邮政设施情况，建成村邮站197

家，实现了我市村邮站覆盖率100%。二是推进信报箱验收。

完成了1个新建小区信报箱专项验收，涉及960户。三是加

快老旧小区信报箱改造力度。积极深入到老旧小区调查摸

底，制定建设方案，经向市领导汇报争取，该改造项目已被市

政府纳入高邮市2017年高邮市“双十”重点工程建设项目，

项目总投资237万元，涉及4676户。四是规范公文寄递。召

开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快递企业不得违规寄递国家机关公文

的行为。五是加强邮票发行和机要通信监管。积极配合扬州

市局开展专项整治检查。

4、创新快递末端投递功能建设。一是积极打造村邮站

升级版。融合村邮站、农村淘宝、村便民服务中心服务功能，

三站合一为村级电商服务站，真正发挥村级便民服务中心

服务功能。二是推进快递服务中心建设。争取市财政专项补

助资金20万元，建成6家市区快递服务中心。2017年计划

城乡建成 10家快递服务中心，5家村级电商服务站，该项

目已被市政府纳入了2017年1号民生工程。

5、提升服务企业能力。一是组织考察调研。先后赴常

熟、海门等地考察学习快递服务中心建设、快递园区建设、

电商产业园区建设等方面的先进管理经验，形成《高邮市关

于促进快递产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草案）》，得到了市主

要领导批示，完成了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和建议。二是争取

市政府出台扶持政策。6月16日出台的《市政府关于加快发

展服务业的政策意见》中，首次将快递企业纳入扶持政策奖

励范畴，明确发件量达 100万件，每件奖励 0.1元，为快递企

业做强做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三是促进快递与电商融合

发展。推动快递企业向物流园区集聚，推动快递产业园与电

商园、物流园区融合发展，力争2017年年初在诚信物流园增

挂“高邮市快递电商产业园”牌子，全力打造电商快递产业园

县级示范点。四是加强行业自律建设。积极组织引导成立扬

州市快递协会高邮分会，进一步提高了快递服务标准，规范

了企业行为，强化了自我管理，促进了企业平等竞争。五是搭

桥银企对接平台。与市金融办，牵头组织了高邮农商行、江苏

银行邮储银行、射阳农商行、常熟农商行等多家银行，深入到

我市“四通一达”等8家快递企业座谈交流，搭建快递企业与

金融机构的合作平台，切实助力快递企业的二次腾飞。

明确责任，强化邮政行业市场监管

1、明确责任，充分发挥部门合力。成立了寄递渠道安全

管理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各部门合力作用。及时召开全市邮

政业寄递安全专项整治会议，印发工作方案，与企业签订安

全生产责任状；会同市综治办下发《关于在全市开展“平安寄

递”创建活动的实施方案》。目前，完成了对今年参创的 6家

品牌企业、6家营业网点进行了检查验收。

2、依法行政，不断提高执法检查水平。梳理了行政权力

110项，制定了《高邮邮政管理局行政执法责任制》等 7项制

度、《2016年行政执法人员学法计划》。制定了《高邮市邮政

行业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大

力开展法律法规宣传，深入开展依法治“邮”。

3、联合行动，开展邮政业安全生产大检查。全面启动高邮

市寄递行业“清源”行动，对辖区内所有邮政、快递企业的营业

场所、处理场所网点分布点的安全生产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建

立动态信息台账。对发现的视频监控不运转、消防配备不到位、

规章制度不健全、安全培训不记录、应急设备不齐全等多方面

安全问题，逐一对相关企业负责人进行了约谈，情况特别严重

的，邀请市纪委监察局介入，并将检查结果整理编印2期《专项

整治通报》，责令限期整改，同时做好跟踪检查，力促整改到位。

4、强化责任，组织重大会议活动期间安全检查。G20峰

会、“双十一”等重大活动期间，会同公安部门，组织全局人员

分成三个检查小组，按照“全覆盖、重实效”的原则，对辖区内

所有寄递企业的营业网点进行全面安全生产大检查，及时发

现存在的问题。通过专项检查行动，约谈了 3名快递企业主

要负责人，整改安全隐患 17处，纠正违规行为 5起，有效防

范和坚决遏制非法违规行为导致的安全事故。

5、严堵源头，推行寄递业信息系统软件。会同公安部门

布置各营业网点收寄人员安装寄递业信息系统手机 APP软

件，在收寄邮件、快件时对寄件人身份证、寄递运单和内件分

别拍照，系统自动识别身份证信息和运单号码，实现了收寄

验视和实名寄递功能，为实现企业档案动态管理提供了有效

技术支撑，成为寄递渠道安全监管的有效抓手。

幸运读者
（参与“十佳最美快递员”抽奖的 10人）

陆新玲 15152771708
卜 瑾 13852171381
胡士来 15862896788
陈凌涛 15252529808
殷朝刚 13852554555

吴颖秋 13301449818
陈 云 18112122088
王 强 15952507769
杨红霞 13852541935
董松明 18994886196

2016年度高邮市城区快递服务中心标准化建设先进单位
一等奖

怡嘉天下快递服务中心

二等奖
服装城快递服务中心

清华园快递服务中心

三等奖
御花园递服务中心

东方御景快递服务中心

盛丰福邸快递服务中心

!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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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简章
扬州市恒久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向社会招聘以下

人员，具体招聘如下：

1、市场部负责人 1名：男女不限，30-50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

从事市场拓展岗位5年以上工作经验；具有良好的计划、执行、协调沟

通能力；有丰富的物业管理知识经验。工资待遇：4万元以上/年＋业

务提成。

2、保安部负责人1人：男，30-4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能负

责物业项目保安服务的组织和实施；3年以上安保管理经验；持有保

安员、消防员等相关证书；退伍军人优先。薪资：3.5万元以上/年。

3、项目负责人 6名：男女不限，30-50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

持物业管理企业经理上岗证；熟悉物业管理的整体运作；沟通能力、协

调能力和综合管理能力强，具有创新精神。薪资：3万元以上/年+业

务提成。

4、保安员若干名：男，年龄 55周岁以内，初中以上学历（身高

1.65m以上），身体健康，诚实敬业，无不良记录；转业、退伍军人及

持有相关上岗证人员优先。资薪：1500~2000元/月。

凡被公司录用者，试用期 1-2个月，试用期满后，与公司签定

正式劳动合同，缴纳相关保险，详情面议。

联系电话：0514-84615151；17766008619（陆女士）

报名地点：高邮市环城南路 9号（恒久保安公司行政部)

2016年度高邮市邮政业先进单位名单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高邮市创辉速递有限公司（中通速递）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高邮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韵达快运）
扬州顺丰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顺丰速运）
高邮市吉顺快递有限公司（天天快递）

2016年度高邮市邮政业先进个人名单
王 奎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张国庆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韩 飞 扬州市邮政速递公司高邮营业部
陈维春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仇 俊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全玉荣 高邮市新星快运有限公司（百世快递）
陈 文 高邮市创辉速递有限公司（中通速递）
茆明星 高邮市创辉速递有限公司（中通速递）
黎 明 扬州顺丰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顺丰速运）
顾佳舟 扬州顺丰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顺丰速运）

居 婷 高邮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韵达快递）
王仁明 高邮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韵达快递）
杨义奎 高邮市益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圆通速递）
邹忠培 高邮市益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圆通速递）
曹 芳 高邮市吉顺快递有限公司（天天快递）
韩如兴 高邮市吉顺快递有限公司（天天快递）
居鹤富 高邮市益速通物流有限公司（速尔快递）
刘 冰 高邮市金峰物流有限公司（全峰快递）
周宝超 高邮顺鑫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优速快递）
朱 军 南京德邦物流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德邦快递）

高邮市首届“优秀快递员”
钟瑞道 高邮市创辉速递有限公司（中通速递）
张 俊 高邮市创辉速递有限公司（中通速递）
赵万宝 扬州市邮政速递公司高邮营业部快递员
马小泉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李关宝 高邮市吉顺快递有限公司（天天快递）

时春桃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王春锦 高邮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快递员（韵达快递）
姚 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郑 辉 高邮市益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圆通速递）
许文明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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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雷 扬州市邮政速递公司高邮营业部
李春林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孙学兴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邵欣春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江苏省高邮市分公司
薛海峰 扬州顺丰有限公司高邮分公司（顺丰速运）

戴彦华 扬州邮畅物流有限公司（申通快递）
沈子军 高邮市创辉速递有限公司（中通速递）
张永明 高邮市吉顺快递有限公司（天天快递）
毛文凯 高邮市韵达快递有限公司（韵达快递）
纪书阳 高邮市益路通物流有限公司（圆通速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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