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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交由） 在 7
月22日发布的2019年《财富》世
界500强榜单中，共有129家中国
企业上榜。其中，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列第101位。8月4日晚，中
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节目
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爱
力进行了现场访谈。刘爱力介绍
了中国邮政的发展变化，阐述企
业做大与做强的内涵，解读了中
国邮政的发展优势、发展理念、

发展模式、发展目标，亮出了中
国邮政列世界 500 强企业名片，
期待中国邮政登上全球“最佳智
慧榜单”。

访谈中,刘爱力在回答 500 强
榜单中的中国企业是否“大而不
强”的问题时说：“中国邮政不仅
要做大，而且要做优，更要做
强。在现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
如果不做强，未来就没有生存空
间，那么大就是一种虚胖，这种

虚胖只能成为负担。”他举例说,
中国邮政的 5 万多个网点、60 多
万个便民服务站，如果不转型发
展，以后可能成为负担。所以，
必须靠今天的强才能支撑明天的
大。

在谈到如何通过创新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力，刘爱力说：“中国
邮政必须用三个视角来找我们的
差距。第一，要用用户的视角来
看我们的产品、产品的品质，来
看我们的服务、服务的品质；第
二，要用竞争的视角，就是跟竞
争对手去比，看我们的份额；第
三，要用行业最优实践的视角，
看我们端到端、各环节、全要素
的效率和效益。通过比较找到我
们的差距，然后向别人去学习，
弥补我们的短板。”

当谈论到“吐槽”的话题
时，他认为“吐槽不是坏事，而
是一种爱，是一种鞭策。所有问
题都是推动发展的动力，有问题
不可怕，解决问题就是前进，就
是发展”。

在解读现场发布的中国邮政
名片时，刘爱力表示，中国邮政
一直秉承“人民邮政为人民”，要
让我们无处不在的网络承载着无

处不在的美好。
中国邮政迄今为止已经有123

年的历史，绿衣天使一直以来在
全国的各个角落为人们服务。在
这 123 年中，中国邮政经历了手
填快递单到电子填单，骑自行车
送报投信到如今的无人机投递，
人工分拣到现在的智能分拣，这
些蜕变充分说明了中国邮政在不
断地发展壮大，让人们感受到世
界 500 强中的中国力量，坚定了
中国邮政人做优、做强、做大邮
政企业的决心和信心。

这期 《对话》 节目在广大邮
政干部员工中激起了强烈反响。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节目看到了
中国邮政近年来的发展进步，感
受到了中国邮政在新时代的新气
象新作为。作为邮政人，倍感振
奋、骄傲和自豪，也进一步激发
了锐意改革、创新发展的热情。
面对宏伟蓝图，将更加坚定“人
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在
发展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为打造
新时代一流的行业“国家队”谱
写新华章。

做大必须做强 不做强就是虚胖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董事长刘爱力接受央视《对话》访谈

刘爱力（左二）在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对话》节目现场
（交由供图）

图为在解读现场发布的中国邮政名片。 （交由供图）

今年 4 月中旬，孟州市邮政分公司
收到了一封来自退伍军人陈春明的感谢
信。信中感谢投递员李峰设身处地为他
找到了失联40多年的老战友，称李峰是
值得人民群众信任的合格的人民投递员。

据了解，陈春明和他的战友们希望
找到失联40多年的孟州籍老战友，由于
过去通讯条件限制，再加上时间久远，
留下的信息太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
寄了一封挂号信，因为是老地址，也没
有联系方式，在多次投递无果后，李峰
选择退回，并在信封上留下了自己的电
话。陈先生收到退信后，就和投递员李

峰通过电话和微信取得联系，讲述了事
情的经过。之后，李峰按照陈先生提供
的线索向村民打听的同时，也拜托自己
的朋友帮助寻找线索，经过努力，最终
联系到了陈先生的老战友张刚崎。

象这样助人为乐的事在李峰身上还
有很多。今年初，他在投递途中遇到一
位 70 多岁的老大娘推着自行车去买面
粉，他主动把面粉放到自己的电动车
上，帮助老大娘送到家里。之前，一位
从陕西退休的老大爷每年的认证都是他
帮忙办的。路上有客户抬重物，他也会
搭把手…… 汤景开

做热心负责的投递员
——记孟州市邮政分公司投递员李峰

本报讯（通讯员王成）
昨日，市工业路个体商户王
先生在邮政网点免费办理了
用于收款的“超级码。”王先
生说：“在邮政办的‘超级
码’就是好，客户来我这里
消费，不管是微信、支付
宝、云闪付等，只扫这一个
码就行了，每笔收款都随时
在手机上有语音提示，无需
查看手机，很是方便。”

据市邮政分公司金融业
务部相关人员介绍：“超级
码”是该公司向商户和小微
商户推出的二维码收款方
式，通过扫描该二维码可以
受理微信、支付宝、云闪付
等渠道所绑定的借记卡、信
用卡的付款，方便了商户多
样化的收款需求。商户凭借
身份证、银行卡到邮政网点
即可免费办理。

商户爱上“超级码”

本报讯（通讯员交由） 8
月 8 日下午，由中国邮政集团
公司联合韩美林艺术基金会共
同主办的“《庚子年》特种邮
票印刷开机仪式”在北京邮票
厂印刷车间举行，著名艺术家
韩美林、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副
总经理康宁、著名演员王铁
成、青年歌手李玉刚等出席活
动，仪式由白岩松主持。当天
活动通过中国邮政官网、官方
微博、微信、新华社现场云进
行了线上同步直播。

生肖邮票开机印制仪式是
第四轮生肖邮票发行的传统环
节，活动现场揭晓了《庚子年》
生肖鼠年邮票。该套邮票由韩
美林担纲设计。邮票第一图为

“子鼠开天”，一只形象喜人的老
鼠腾空跳起，抬头望天，奋力咬
破混沌，寓意民间传说中的“鼠
咬天开”，同时老鼠跳跃的姿态
也寓意鼠年生活节节高之意；第
二图为“鼠兆丰年”，两只大老
鼠带着萌动可爱的小老鼠侧身
远望，身边是寓意丰收的花
生，表情欢喜、得意，寓意
2020年五谷丰登，家庭生活幸

福美满，也包含鼠到福来的含
义。《庚子年》特种邮票在印制
过程中，使用了两项升级工
艺，首次运用激光雕刻制版技
术，在雕刻精度、细节表现方
面全面升级；首次在第四轮生
肖邮票中使用无色荧光油墨，
表现出太阳一跃而出的效果，
呈现出“鼠咬天开”的画面。

活动中，韩美林、康宁共
同签批 《庚子年》 邮票印样，
启动邮票印制，宣告生肖鼠年
邮票正式付梓。王刚、姜昆、
黄宏、韩庚、陈一冰等人通过
视频短片的方式为韩美林和

《庚子年》生肖邮票送上祝福。
2020年，距中国邮政发行

第一枚生肖邮票四十周年，在
开 机 仪 式 上 中 国 邮 政 启 动
“‘生肖邮票四十年’中国邮
政鼠年生肖文创大赛”，聘请韩
美林为大赛的评委会主席。同
时，为纪念《庚子年》生肖邮
票印刷开机仪式盛况，中国集
邮总公司将首次发行生肖邮票
开机印刷纪念封。

《庚子年》生肖鼠邮票将于
2020年1月5日正式发行。

《庚子年》特种邮票开机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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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市
邮政分公司对
全市部分优秀
投递员进行投
递竞赛项目培
训，为迎战全
省邮政投递员
技能竞赛作准
备。图为投递
员正在进行包
裹邮件的分堆
排道训练。
王 成 摄

本报记者 詹长松

8月7日傍晚，趁着居民下班都在
家的时间，解放区焦南街道站东社区绿
化队楼院居民议事会改选在紧锣密鼓进
行着。“在市委宣传部的大力帮扶下，
这个院的基础设施改造工程马上完成，
急需让居民们都参与进来，一起共建共
享。”站东社区党委书记王月莉说。

当天的居民议事会改选活动，居民
参与积极性非常高，成效也非常明显，
议事会成员从原来的 3 名增加到 7 名，
其中党员占 4 人。缘何能够如此？原
来，该楼院整改提升行动开始后，楼院
的一点一滴变化居民们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深深感受到“四城联创”带来的
好处，都愿意为楼院的建设出一分力。

绿化队楼院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
有2栋楼5个单元60户居民。由于建设
时间较长，又没有物业管理，院里的各
项公共设施年久失修，路面坑洼不平、
墙体脱落斑驳、电线横拉乱扯，成了典
型的老旧楼院。

今年，我市老旧楼院对口帮扶工作
启动后，该楼院明确为市委宣传部的对
口帮扶对象。宣传部接到任务后，部领
导高度重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宫松
奇到现场调研指导工作。焦南街道党工
委书记金来斌清楚记得，宫松奇部长冒
着酷暑带领有关工作人员从楼院到楼
道，一个单元一个单元查看，一一对照

“四城联创”居民楼院14项评分标准查
找问题，并召开座谈会广泛征求居民意
见，针对墙体脱落、车棚破旧、电线凌
乱、煤球房漏雨等突出问题，梳理出了
整改台账，并将帮扶整改资金立即拨付
到位。

目标明、方向清，整改起来效率就
格外高。短短一个多月，绿化队楼院的
院容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重新
设计的大门高端大气，刚刚铺设的沥青
路面黝黑整洁，全面粉刷的楼道干净漂

亮，加高加檐的煤球房焕然一新，穿管
归拢的飞线规规矩矩，明亮的平安灯照
亮居民出行路……

如果说院容院貌的变化是外在的，
那么居民从不理解创建、不配合创建，
到主动关注创建、参与创建，则是发自
内心的实实在在的变化。该楼院在更换
部分临街楼的窗户时，需要每户出资
200元，一天之内大家交款完毕；安门
禁需要全院集资时，大家毫无怨言，纷
纷解囊；铺设柏油路面当天，居民纷纷
从家拿出来了西瓜、茶水慰问施工人
员，大人小孩热情围观，像过年一样开
心。

这些欣喜变化的取得，离不开帮扶
单位的大力支持。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张少波、市文明办创建科科长张瑞多
次到整改提升现场，协调解决施工问

题，明确了市委宣传部办公室副主任刘
震宇全程驻场。除此之外，宣传部还组
织志愿者，每周二、周三、周五到绿化
队家属院开展清洁行动，使楼院环境卫
生从根本上得到改善。作为主管单位的
市绿化队，在市委宣传的积极带动下，
也为楼院的创建提升出资金出人力。

8 月 8 日，记者到该楼院采访时，
整改提升工程已接近尾声。焦南街道纪
工委书记张昆正带领刚刚当选的居民议
事会成员在清理堆满杂物的车棚。

“清理粉刷之后，再安装上电源供
居民电动车充电，从根本上解决了院里
车辆乱停乱放，乱拉电线充电的现象，
消除安全隐患。”该楼院议事会主任赵
小波说，“下一步我们号召大家发扬主
人翁精神，自己管理自己的楼院，让楼
院越来越美好。”

帮扶显成效 楼院换新颜
——市委宣传部帮扶绿化队楼院创建纪实

本报记者 原文钊

8 月 10 日上午，市交警支队组织
文明使者志愿者走进山阳区东方红街
道东焦作社区建安东区，对小区环境
卫生进行集中清洁，许多热心居民也
积极参与，为扮靓美丽家园贡献力
量。居民们纷纷表示，各级党委、政
府和市交警支队为小区升级改造倾注
了大量心血，更加坚定了他们把小区建
设好的信心和决心。

建安东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末，是
原焦作矿务局建安处的职工家属院，共
有4栋居民楼，7个单元，常住人口140
余户、500余人。由于建成时间较长，该
小区基础设施逐渐老化，地面、墙体等
破损严重，对小区居民日常生活、出行
带来了极大影响，整体升级改造需求十
分迫切。

在全市“四城联创”工作中，市交警
支队与建安东区结成帮扶对子，该支队
领导多次到小区进行实地调研，与东方
红街道、东焦作社区负责人共同商议小
区升级改造工作方案。同时，市交警支
队党委与东焦作社区党委积极开展党
建共建活动，带领建安东区党群议事会
开展自治管理工作，为加快推进建安东
区升级改造奠定了坚实基础。

为了把建安东区打造成为精品楼
院，东方红街道办事处聘请专业设计团
队，高标准对小区进行整体设计规划，
粉刷墙体7000余平方米，铺设地砖450
平方米，铺设大理石道牙200米，铺设草
坪300平方米。该街道、社区还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对小区居民进行深入摸排
走访，结合住户特点分别为每个单元确
定了“党员力量”“书香雅居”“邻里
情深”等7个楼道文化主题，以彩绘形
式对楼道进行美化提升，进一步丰富
小区文化内涵。

市交警支队高度重视建安东区升
级改造工作，不断加大人力、财力、物力

投入，为小区安装了门禁、监控等安防
系统和路灯，在小区醒目位置打造了文
明城市创建宣传长廊。同时，在做好全
市日常交通安全保障工作的基础上，每
周组织民警志愿者到小区开展志愿服
务活动，打扫环境卫生、清理杂物，向居
民宣传道路交通安全常识，受到了广大
群众的交口称赞。

今年端午节期间，市交警支队联
合东焦作社区在建安东区开展了端午
节主题活动，志愿者们与小区居民一
起包粽子、话幸福，对小区困难群众
进行了走访慰问，活动现场其乐融
融，欢声笑语不断。建安东区党群议
事会成员李雪利、周云香说，交警的
工作非常辛苦，他们在繁忙的工作之
余挤出时间到小区开展志愿服务，居
民们都深受感动。

在各级党委、政府和市交警支队的
关心、支持下，建安东区环境面貌发生
了巨大变化，广大居民主动参与楼院治
理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该小区党群
议事会带领群众自发设计了建安记忆
文化墙，党群议事会主任汪泳的丈夫贺
瑞和具有绘画特长的居民一起手工绘
制文化墙，成为了小区里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一段历史，见证着一座城市的发
展，也饱含着建安人的美好记忆。该小
区居民纷纷表示，他们将在各级党组织
的指导下，在党群议事会的团结带领
下，继续发扬建安人艰苦奋斗、吃苦
耐劳的光荣传统，共同把小区建设的
更加美丽、温馨、和谐，通过自治管
理不断增强幸福感和归属感，共享

“四城联创”的喜人成果。

群策群力 扮靓家园
——市交警支队结对帮扶老旧楼院侧记

市交警支队志愿者在建安东区清洁环境卫生。 本报记者 原文钊 摄绿化队楼院铺设沥青路面现场。 本报记者 詹长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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