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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递进村”，有助于城乡商品流通、
拓展农村消费，促进乡村振兴。国家邮政
局明确，至2022年底我国符合条件的建制
村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近年来，各地
加快探索“快递进村”的模式，农村市场正
成为邮政快递业新的“增长极”。

但记者调研发现，尽管“快递进村”成
效显著，“一点就到家”的美好规划，当下
仍被村落布局分散、农村快递业务量小、
进村成本过高等所阻拦，还需进一步破解

“最后一公里”难题。
快递进村，货物上门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黑龙江省黑
河市爱辉区罕达汽镇河西村村民杨兰，足
不出户，就顺利收到了网购的口罩等防疫
物资。如今，很多生活物资，杨兰都是网
购，快递员送到家门口。出村时，快递小
哥又捎上当地的特产，发往外地。一进一
出，河西村与外面的世界有了新连接。

“快递进村取货，大大促进了农产品
销售，增加了农民收入，原来笨鸡蛋卖不
出去，现在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每个卖到
1.5元。”黑龙江省海伦市向秋蔬菜种植合
作社理事长高向秋说，笨鸡蛋、木耳等农
产品直播带货销售能够成为时尚，离不开

“快递进村”。
2020年，黑龙江省以邮政快递合作为

突破口，开展快递企业设点直投以及邮政
快递、快递公司之间、快递交通等合作模
式，实现了全省 90%以上的建制村有“快
递进村”服务，近60%的建制村有3个以上
主要快递品牌进村服务。

不断下沉的快递服务网络，给农村地
区带来了新变化，正悄悄改变村民的生活
方式。

走进山东省德州市庆云县助农快递
服务中心，只见申通、圆通等6家快递企业
的上百名快递员正熟练地在自动化分拣
设备上分拣快递包裹，一改往日“各自为
战”的局面，配合非常默契。

庆云县邮政业发展中心主任马超说，
县里引导申通、圆通等6家快递企业集中
入驻、统一分拣、共同配送，实现快递“一口
进、一口出”，通过抱团发展降低进村成本。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
基本实现快递网点乡镇全覆盖，直投到村
比例超过 50%，全国邮政快递业务量达
833.6亿件，其中农村地区业务量超300亿
件，比重为36%。而2019年，这一占比只
有24%左右。

仍面临件量少、成本高等瓶颈
记者调研发现，经过近年来发展，“快

递进村”成效显著，但在落地、推广过程
中，仍存在不少难点、堵点，想要实现“村
村通快递”还有一定难度。

——村落布局分散、业务量少，部分
村民寄取快递仍需到乡镇快递点。黑龙
江省尚志市鱼池乡新兴村村民网购越来
越多，但让村民烦恼的是要到乡上取快
递。新兴村党支部书记金东浩说，因为农
村点多、面广、线长、偏远，且快递业务量
相对较少，部分快递公司不愿意在农村设
快递点。

山东齐鲁普惠金融研究院秘书长黄

迈指出，目前县乡两级快递物流服务网络
基本建立，但“快递进村”仍有难度且进展
缓慢。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电商
发展，而电商发展相对落后又进一步导致
村里快递业务量小，影响快递公司的网点
布局和建设。

——快递进村派送成本高，部分已有
网点经营亏损，陷入歇业或转让状态。一
位快递加盟商表示，由于快递总部给加盟
商每个快件的派单费是一定的，加盟商必
须严格控制运输、分拣、派送等环节成
本。目前每个快件从乡镇下沉到村一级，
自己要亏0.3元。而从收件量看，有些村
级快递点一天也就收个3到5件，几乎无
法生存。

近年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梨
树乡和平村农民孙斌，通过创办鼎丰水稻
专业合作社加工大米，部分线上销售。孙
斌说，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农村相比，东北
农村电商还不发达，农村普遍缺乏冷链基
础设施，农产品采收后，不能及时进行存
储，驻村快递网点收件少、派件多，入不敷
出，往往经营亏损，陷入歇业或转让状态。

——有的中转点的设置不合理，增加
运费和时间成本，存在“以收养派”。京东
快递牡丹江绥芬河营业部经理常宽说，现
在快递中转点的设置还有优化的空间，有
时从绥芬河向北发往鸡西的快递，却要先
在东边牡丹江的中转点进行中转，路线上
绕了一个大弯，增加运费和时间成本。

“如果像城里那样送到用户手里，一
个快递就可能让我们多走上近100公里。”

常宽说，有时他们会在客户允许的情况下
以每件数十元的价格有偿托人把快递捎
带过去，但他们能得到的派送费只有2元
多。

优化成本打通“最后一公里”
加快发展农村寄递物流，是推进乡村

振兴、增加农民收入、释放农村内需潜力
的重要举措。流通业尤其是快递业向农
村发展是大势所趋。这不仅有利于进一
步便利农产品出村进城、消费品下乡进
村，也能更好满足农民生产生活需要。

金东浩表示，推进“快递进村”，除了
发挥市场作用，还需要在政策层面给予更
多扶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交通邮政合
作等方式，或者尝试综合多个快递企业设
立村落之间的配送点以达到共配模式，把
业务、资源、人力汇聚起来，共同管理、经
营，消除“最后一公里”堵点。

农村地区物流资源少，常宽认为，快
递进村在成本优化方面仍有空间，建议可
以由有关部门出资或协调建立联合物流
中心，将有限的物流资源加以整合，形成
集聚效应，提升区域内整个行业整体效
率；在农村增加快递分拨点，使邮路更加
合理。

黄迈说，由于“最后一公里”存在梗
阻，要使快递进村长远可持续，就要推动
快递与当地产业和电商深度融合，使农村
由单纯“收快递”向“产快递”“收快递”并
行转变，通过多方携手整合共享现有资
源，减少和优化快递流通环节，形成良性
互动，加快推进快递进村，助力乡村振兴。

“快递进村”还有哪些堵点、痛点？
新华社记者 王建 黄腾 贾云鹏

7月30日，湖北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建成试通车。为给中华鲟“让路”，大桥采用主跨1160米悬索
桥一跨过江方案，不在水中建桥墩，这一方案相较其他方案多耗资1亿元。

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是《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规划》中湖北省19条过江通道之一，是长
江宜昌段第9座长江大桥，也是宜昌快速路环网的控制性节点工程。大桥全长2813米，桥宽31.5米，
设计双向6车道，主线设计时速80公里，将于8月2日正式通车。

图为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湖北宜昌湖北宜昌：：伍家岗长江大桥建成试通车伍家岗长江大桥建成试通车

新华社成都7月30日电（记者张
海磊）四川已建成地震监测站网台站
2003 个，实现震后 5 至 7 秒发送预警信
息、震中位置偏差控制在10公里以内、
中强地震震级偏差平均0.5级的精准测
定。并且在4级及以上地震发生后，系
统10分钟内即可生成地震烈度分布图，
烈度速报精度达10至15公里。这是记
者近日从四川省地震局了解到的。

四川位于我国南北地震带中段，境
内分布着鲜水河、松潘—龙门山、安宁
河—则木河3大断裂带，地震灾害呈现
地震多、分布广、强度大、灾害重的特
点。

2018年，国家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
工程项目启动实施。作为先行先试省
份，四川的地震预警系统于2019年完成
全链条的建设、2020年实现秒级预警全
域覆盖、2021年6月通过中国地震局评
估，形成地震烈度速报和地震预警能
力。项目建设过程中，除地震部门主导
外，成都高新减灾研究所、中国铁塔等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共建中国地震预警
网。

现阶段，四川执行中国地震局预警
网的建设和发布标准，以“中国地震预

警网”为标识向政府和社会提供地震预警信息服务。目前，四
川地震预警系统的548台预警终端已部署到省、市、县三级防震
减灾和应急管理部门，并研发“紧急地震信息”地震预警手机
App，与广电合作共建地震预警信息“村村响”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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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天津7月30日电（记者周润健）8 月夜
空，精彩天象不断。天文预报显示，土星“冲日”、金
星合月、英仙座流星雨极大、木星“冲日”等将轮番
上演。

土星是夜空最美丽的星球之一，它是肉眼易见的
大行星中距离地球最远的，在望远镜的视场中，其外
形像一顶草帽，被誉为“指环王”。

8月2日，土星迎来“冲日”。“‘冲日’是全年观测
土星的最佳时机。当天太阳落下后土星就会从东南
方天空升起，午夜时分到达上中天的位置，日出时在
西方落下，整晚均可观测。今年‘冲日’时，土星位于
摩羯座天区，颜色发黄，亮度0.18等，在夜空中很容易
辨认。”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文科
普专家宋媛媛说。

进入8月，金星作为昏星，日落后位于西方天空，
亮度可达-4等，可谓光彩夺目，非常容易辨认。8月
11日，金星将与新月“相合”。

“届时如果天气晴好，当日傍晚时分，我国感兴趣
的公众面向西方低空，凭借肉眼就可欣赏到这幕浪漫
的‘星月童话’。”宋媛媛说。

作为北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英仙座流星雨的流

量大且稳定，既有科研意义，又极具欣赏价值。今年
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预计出现在8月13日3时左右。

“极大期间，该流星雨每小时的天顶流量预计在
110颗左右。13日22时左右，农历七月初六的月亮会
落下，这之后，没有月光干扰，观测条件十分理想。我
国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13日前后几天进行观测。”宋
媛媛说。

8月14日迎来七夕节，是传说中牛郎织女一年一
度在银河鹊桥相会的日子。届时如果天气晴好，我国
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尝试在夜空中寻找留下千古佳话
的牛郎星和织女星，祝福这对忠贞不渝、情比金坚的

“爱侣”。
继土星之后，太阳系的“大个子”木星也将在8月

20 日迎来“冲日”。木星通常是夜晚除月亮和金星
外，全天第三亮的天体。

“当日，太阳落山后木星会从东南方地平线上升
起，亮度可达-2．88等，观测条件很好。即使在灯光
污染比较严重的城市里，只要避开强烈的灯光，同样
能够看到。”宋媛媛说。

据了解，除了以上精彩天象外，我国感兴趣的公
众还可观赏璀璨银河、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等。

8月天宇：土星木星轮番“冲日”
英仙座流星雨“绽放”夜空

闻新国 际

新华社莫斯科7月29日电（记者李奥）俄罗斯国家航天公
司29日发表声明说，俄“科学”号多功能实验舱当天与国际空间
站成功对接。

声明说，莫斯科时间29日16时29分06秒（北京时间21时
29分06秒），“科学”号实验舱与国际空间站的俄罗斯“星辰”号
服务舱成功对接。数据显示，空间站和实验舱各系统工作正常。

7月21日，搭载“科学”号实验舱的俄“质子-M”运载火箭从
哈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射场升空，“科学”号实验舱随后进
入预定轨道。

据悉，“科学”号实验舱将为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提供更
多空间，以满足宇航员工作以及物资和设备存储需求。

俄“科学”号实验舱与
国际空间站成功对接

在 世 界 屋 脊
创造治沙奇迹

（上接第一版B）
扎囊县县长索朗格桑回忆

说：“这一带之前整个都是沙丘，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风一吹
院子里都是沙子，印象里一年有
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风沙天，后
来开始种树，环境好多了，这两年
每年风沙天10天左右。”

土地沙化除了对生活造成
不便，也极大制约了当地经济
的发展。一方面是仅存的耕地
经常被沙子掩埋，另一方面绿
植的稀缺导致放牧也很困难。
想要改变现状就必须种树，上
世纪八十年代，山南市开始建
设雅江防护林。

“在这边种树存在很多困
难，后期管理工作量特别大，在
这里种树前期可能三四天没人
浇水、没人管理的话就死了。”
索朗格桑说，“种树、护树需要
用心用情去做。”

而这件事，山南人数十年
如一日地坚持，一步一步种出
了心中的那片绿洲。在当地，
村民边久被称为“树爸爸”，他
从 80 年代就开始带领村民种
树。他的儿子罗布说：“泥石流
来的时候，爸爸开着推土机去
挡住滚下来的泥石。断电的时
候，爸爸就去江边运水浇树，要
跑上十几趟。”罗布调侃边久

“爱树胜过爱儿子”，但也正是
这种爱，让荒山下一片贫瘠的
土地，在他的手里，变成了一片
绿色的苗圃基地。

在现场指导实验的中国科
学院西北生态资源研究院研究
员常学向告诉记者：“这边是试
验样地，我们在不断地做实验，
以寻找能适应西藏沙地生长且
耐干旱的沙生植物，以及寻找
更节水，生态效益更高的沙生
植物配置方案。此外，示范区
还引进了适宜种植的沙生经济
作物，如沙棘、果桑等，希望在
防沙固沙的同时，能为村民带
来新的经济来源。”

山南市林业和草原局生态
保护修复科技术员李聪告诉记
者，2005年以来，在国家林草局
的支持和关心指导下，山南市
全国防沙治沙综合示范区完成
防沙治沙面积 4.8 万余亩。通
过引导该示范区周边农牧民群
众参与重点国土绿化、防沙治
沙工程项目建设，学会了治沙
技术；通过安排生态管护岗位，
为周边农牧民群众提供劳动就
业机会；建成苗圃基地 9028
亩，带动当地群众就业252人，
累计增收1015.5万元。

近年来，山南市还引进企
业参与产业扶贫，采取“生态治
沙＋产业发展＋带动增收”模
式，在雅江北岸实施现代农牧
业示范基地、甘草基地等项目
建设，带动就业 1432 人，人均
增收9000元，把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探索实践出沙生植
物生态产业化的新路子，为防
沙治沙工作注入新动力。

（上接第一版A）贯彻落实新时
代党的治藏方略和中央第七次
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特别是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
重要论述，始终坚持党中央和
中央军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增
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好服
务党和国家安全稳定发展大

局，不断谱写团结富裕文明和
谐美丽的社会主义新山南新篇
章。

官兵们纷纷表示，将一如
既往地发扬军人的优良传统和
作风,不忘初心、忠诚担当,把对
党和政府的感激之情化作动力,
尽职尽责、坚守岗位,努力为全
市经济社会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新华社地拉那7月29日电（记者章亚东）斯科普里消息：
北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三国领导人29日签署协议，
以促进西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合作。

为期两天的斯科普里区域合作经济论坛29日在北马其顿
首都斯科普里结束。北马其顿总理扎埃夫、阿尔巴尼亚总理拉
马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论坛结束时签署了西巴尔干地区
防灾救援合作协议，以及关于自由进入三国劳动力市场和关于
促进区域贸易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据报道，三国领导人决定将此前以申根协定为蓝本提出的
“迷你申根”倡议改称为“开放巴尔干”倡议。根据该倡议，自
2023年1月1日起，三国将相互开放边界，建立单一市场，实行
零关税，货物和人员可自由流动。

扎埃夫在论坛结束后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国拥
有相同的愿景，该地区需要“开放巴尔干”这样的倡议。拉马表
示，三国已签署一个“共同进退”的协议，协议的大门对地区其
他国家是敞开的。武契奇则表示，三国必须团结一致，以提高
三国间的经济合作水平。

据报道，斯科普里区域合作经济论坛由北马其顿、阿尔巴
尼亚和塞尔维亚三国联合举办，来自三国350多家公司的代表
参加。

2019年10月，在塞尔维亚举行的西巴尔干地区会议上，塞
尔维亚、北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三国领导人签署宣言，提出“迷
你申根”倡议，旨在加强区域合作，发展区域经济和改善区域人
民生活，以此推动加入欧盟的进程。

西巴尔干三国签署
协议促进区域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