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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钱能做什么？
坐一次公交车、买一注彩票、

买一瓶矿泉水。
对于许多城市里的人来说，2

元钱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然而
曾几何时，在重庆垫江县的许多
乡镇，2元钱却成为阻碍很多村民
网购的“绊脚石”。

为了解决许多乡镇快递网点
的“二次收费”问题，垫江一群邮
政和快递业工作者，联合成立了
一家辐射全县24个乡镇的物流企
业——重庆市丹桂物流有限公司
（下简称丹桂物流），他们的初衷
之一，仅仅是为了给村民省下2元
钱。

去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
视察重庆时强调，在整个发展过
程中，都要注重民生、保障民生、
改善民生，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
更公平惠及广大人民群众，使人
民群众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
获得感。特别是要从解决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
手，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民生建设，全面提高公共服务共
建能力和共享水平，满足老百姓
多样化的民生需求，织就密实的
民生保障网。

把快递企业整合到一起，对
偏远乡村包裹实行统一配送，垫
江创新的物流体系不仅为企业提
升了效率、节省了成本，还帮老百
姓打消了2元钱所带来的顾虑。

二次收费
2元钱阻碍了网购热情

“有了这个电商服务站，再也
不用交 2 块钱取件费了，还很方
便！”8月 31日，在垫江长龙镇丹
桂快递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前来
取件的村民张芳对平台带来的便
捷赞不绝口。回想以前取件时遭
遇的强制收费，她感叹道，现在也
能像城里人一样，享受取件不收
费的服务了。

据张芳介绍，由于以前长龙
镇没有快递网点，快件只能放到
代收的超市，按照当地不成文的
规矩，取件时往往会被强制加收2
元钱的保管费。

“对于城市居民而言，2块钱
或许不算什么，但是对于很多家
庭年收入不高的乡镇村民而言，2
块钱却能阻挡他们的网购热情。”
丹桂物流执行董事、申通快递垫
江分公司负责人金中明告诉记
者，今年3月，为了解决村民的后

顾之忧，垫江邮政管理局牵线13
家物流企业合资成立了丹桂物
流，并在长龙、杠家等乡镇推行

“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服务网络
试点，对所有快件实行统一配送
和管理。

“别小看这间十平方米的小
店，它能覆盖周边3.4公里范围的
1万多户居民，平均每天收件数在
150件左右。”金中明简单为记者
算了笔账，一月下来，这个镇级网
点能为当地居民节约近万元的取
件费，大大减轻了居民网购的负
担。没有了“保管费”，居民们寄
递包裹的频率也高了。记者看到
不到半小时，就有十几位居民到
此取快件，使用频率一点不输主
城的大型小区网点。

效率提高
派送时间比以前快了

记者来到距离长龙镇几公里
外的快递物流集散中心看到，工人
们正在物流线上分拣包裹，每天早
上6点，一辆辆物流车都会把全国
各地的包裹送往这里，然后统一分
发到24个乡镇。据了解，自快递
物流集散中心投用以来，每天到垫
江的快递达3万多件，每天从垫江
出港的快递数量已突破1万件。

“让村民享受免费取件服务，
只是丹桂物流成立的初衷之一，
我们最大的目的是通过整合物流
资源，对镇、乡、村的快件实行统

一配送，避免重复运输。”金中明
介绍，去年以前，快递企业为了节
约成本，外来的包裹只能配送到
县城或周边乡镇，偏远乡镇的包
裹则被外包给二级货运公司，这
些货运公司对村民进行“二次收
费”已是常态。

家住垫江县坪山镇的村民李
桂春告诉记者，以前想实现在家
门口收快递，需要多加5块钱的配
送费，另外还要等待 2 到 3 天时
间。为了省钱，很多当地村民都
采取到县城自取或让朋友顺带的
方式取件。而现在，不仅在镇上
就能拿到货件，而且能够与县城
居民一样实现当日达。

在金中明看来，村民所能感受
到的方便，正是由于丹桂物流整合
资源、实行统一配送的结果。“‘二
次收费’其实都是无奈之举，以坪
山镇为例，距离县城38公里，算上
车辆油费和人工工资，快递企业的
一次配送成本近百元，对于我们来
说，肯定是亏本买卖。”谈到丹桂物
流的整合效应，金中明认为是一项
惠民惠企的举措。

整合资源
推行三级快递物流服务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民开
始网上购物，农村电子商务的发
展使乡镇快递物流业务明显增
长。据垫江邮政管理局统计的数
据，2016年，垫江县全年乡镇进港

快件约有54万件、出港快件约有
3.81万件，规模逐年提升。

对于村民网购热情的提升，
丹桂物流副总、圆通快递垫江分
公司负责人汪朝生也深有感触，
他介绍，以坪山镇为例，由于“二
次收费”以及配送延时，2016年以
前该镇的日均下行快递为80件，
随着乡镇网络的搭建，如今当地
的日均下行快递数已达 400 多
件，“规模上来了，快递企业的利
润也提高了。”

“村民网购的热情一定程度
要归功于更加便捷的物流体系。”
垫江邮政管理局局长毛文斌向记
者介绍称，以前因为物流公司下
不到村和乡一级，把物流外包，货
物安全没保障不说，从业人员素
质也是参差不齐。成立丹桂物流
以后，垫江邮政管理局整合该县
寄递企业力量，对所有进出港快
件实行统一平台、统一入园、统一
安检和统一物流，所有员工也购
买了保险。2016年以来，垫江没
有发生任何利用寄递物件进行犯
罪、影响公共安全的恶性事件。

毛文斌介绍，丹桂物流计划
在今年内完成24个建制乡镇快递
电商综合服务平台和160个建制
村快递电商服务站的建设，在全
县推行“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服
务。此外，各个电商服务站还与
供销社旗下的电商平台合作，提
供农村电商及寄递物流的延伸服
务，帮助当地农副产品上行。

我市到2020年将打造
120个4A级以上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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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市场丧失优势
重庆火锅路在何方？

A05

随着电商和物流的发展，中国已经拥有世界最先进、最快
的物流体系，然而，与很多城镇居民不同，一些偏远的乡村仍未
享受到电商发展所带去的实惠。

正是因为小小的 2 块钱，垫江的邮政从业者穷则思变，积极
创新，既不靠政府补贴，也不靠政策优惠，单单依靠改变思路，
创新模式，从根本上解决了农村快递服务“最后一公里”问题，
为老百姓带来了实惠。垫江物流企业的抱团发展，也再次印证
了互联网行业的那句老话——打则惊天动地，合则恩爱到底！

做加法 垫江电商物流业整合
做减法 村民不用再交取件费

在江津区贾嗣镇龙山村，有一
所房子的灯是最晚熄灭的。房子的
主人就是龙山村养猪能手陶声伦。

熄灯晚，是因为陶声伦每天不
仅要精心料理生猪，还要帮助前来
讨教养猪经验的乡亲们解答疑惑。
他养殖生猪脱贫致富的故事，激励
了不少乡亲。

“我没多大本事，只是相信勤
能致富。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我愿
一直做村里最晚熄灯的人。”陶声
伦说。

养殖生猪 脱贫在望

2012年前，为了让两个孩子顺
利上大学，身为建卡贫困户的陶声
伦进过车间、住过工地，但微薄的
工资终究不是养家糊口的长久之
计。于是，他有了在家乡发展生猪
养殖的想法，但发展资金成了摆在
他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幸运的是镇党委和政府为我
送来了‘及时雨’”，陶声伦回忆起
当时情景不禁感慨。原来，2012
年，贾嗣镇党委政府正推进龙山村
这个市级贫困村的脱贫攻坚工作。
了解到陶声伦这一情况后，镇扶贫
办先后拨给陶声伦1.3万元产业发
展专项扶贫资金用于圈舍修建和购
买猪种，还联系畜禽养殖专家为其
提供养殖技术指导。陶声伦的脱贫
之路开始有了眉目。

为节约成本，陶声伦两口子没
请人帮忙，一直坚持自己饲养。为
保证生猪品质，他们以自家种的玉
米、红薯等为饲料，既要饲养圈里
的猪又要料理10多亩庄稼，两人几
乎每天都要忙到半夜才能歇息。

“每天晚上，放眼望去，只有我们家
还亮着灯。”陶声伦说。

吸取教训 二度创业

原以为，养猪事业会在辛勤的
劳作中顺利走下去，谁曾想，一场
灾难如晴天霹雳而来。

2012年底，就在陶声伦的养殖
事业刚刚步入正轨时，生猪突然患
上痢疾，100 多头猪在 2 天内全部
死去，一年下来他几乎血本无归。

“当时我们两口子睡不着觉，吃不
下饭，感觉被当头敲了一棒。”陶声
伦回忆，“当时心里很难受，孩子要
上学，建房欠的账也还没还完……”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陶声伦欲
哭无泪。就在这时，镇里的干部来
到陶声伦家里，一边鼓励他重拾信
心，一边邀请市、区的养殖专家前
来帮助分析生猪发病原因，总结养
殖失败的经验教训。

在镇里的鼓励和专家的帮助
下，陶声伦重燃起脱贫致富的梦
想！他再次购进新猪种、修建蓄水
池、主动向兽医站兽医学习生猪疾
病预防知识……终于，他的生猪养
殖又恢复了正常。

脱贫致富 不忘乡亲

2015年，陶声伦成立了重庆市
江津区钰休生猪养殖家庭农场。从

2012 年到 2017 年，陶声伦养殖场
的生猪从10多头变为400多头，远
销至綦江、贵州等地，年均收入也
由两三万变为20多万。这些数字
的变化清晰地印证着陶声伦脱贫致
富的辛苦历程。

“我能有今天的生活，离不开党
和政府的支持。我虽然不能带领乡
亲们发多大财，但愿为他们做点力
所能及的小事。”作为一名共产党
员，陶声伦没有忘记脱贫路上的众
乡亲。他从不吝啬传授生猪饲养、
销售等经验，周边的养殖户都纷纷
向他讨教或求助。为了帮助困难
村民增收，他还将一些猪仔赊给
低保户，定点收购困难户的农产
品喂猪。“每次养猪遇到困难，他
都能给我们合适的建议。”回想起
陶声伦的帮助，养殖户丁世祥充满
了感激。

在陶声伦的带动下，龙山村发
展起大大小小的养殖户30余家，其
中贫困户10余家，带动全村出栏生
猪 3800 余头，实现毛收入约 95万
元，人均增收 2000 余元。2011 年

到 2016 年间，陶声伦多次被评为
镇、村“优秀党员”，2013年被龙山
村党委评为“党员示范户”，2016年
被确定为龙山村脱贫致富带头人。

“现在，村里的乡村公路四通八

达，三环江綦高速公路通车后，条
条公路从家门前穿过，我们的绿色
无公害猪肉的销路会越来越广！”
谈到今后的打算，陶声伦满怀憧
憬、干劲儿十足。

重报集团中央厨房 出品

江津区贾嗣镇龙山村养猪能手陶声伦：

为了脱贫，我愿做村里最晚熄灯的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记者罗永攀 通讯员 李东 陈元媛

在快递行业中，一直流行着这样一句话：“谁先涨价谁先
死、谁不涨价谁等死。”由于服务的同质化，快递企业为了完成
业绩，免不了大打价格战。最激烈的时候，在垫江县，甚至还出
现过零元寄件的情况。

面对记者的采访，曾经各为其主的金中明和汪朝生都大为
感叹，“那时候打架的心都有”。他回忆，2014年圆通快递为了
冲单量，与申通大打价格战，两位老板亏起本烧钱，但最后发现
谁也烧不死对方。一旁的邮政管理局工作人员回忆道，别看两
人现在称兄道弟，以前见面跟仇人似的。说完，金中明和汪朝
生相视一笑。

垫江邮政管理局局长毛文斌称，成立丹桂物流之后，利润按
照各快递物流企业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进行分配，企业之间不
再恶性竞争，收益也能够得保障。同时，有了合理的价格，居民
也能享受到正规的服务，一定程度上也是保障了居民的利益。

■记者手记

2元钱带来的改变

■新闻延伸

恶性竞争成为过去时
物流企业收益有保障

垫江县长龙镇居民在丹桂物流网点签收快递 物流车 记者 张宇 摄

陶声伦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