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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团新闻                                   

安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刘飞一行实地考察智运快线 
 

 
 

2020 年 7 月 26 日，江西省安远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刘飞，县委

常委、副县长张晋，电商办主任、东江电商产业集团董事长赖仁茂，

东江电商产业集团副总经理潘东风到广东考察智运快线。中保斯通集

团 CEO 郭小龙、运营部总监彭俊霖、战略合作部副总监吴海江、茂名

子公司总经理杨柳辉陪同介绍。 

刘飞常委一行先后到中保斯通集团广州总部和茂名试验基地考

察，观看了“镇-村”级智运快线的运作，详细了解了快递接驳、本地

配送、产业扶贫、自来物电商等业务的开展情况，并与中保斯通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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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智运快线的建设运营成本、安远项目的合作方式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此前，中保斯通集团与安远东江电商产业集团经过多轮对接，已

经为安远县智运快线“村村通”工程拟定了总体规划。7 月 7 日至 8

日，全国政协副主席、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在安远县调研期间，

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 

 

中交郴筑总工程师李驰一行实地调研智运快线 

2020 年 7 月 27 日，中交郴州筑路机械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李驰、

产业投资处处长谢仕良、副处长吴佳佳到中保斯通集团茂名试验基地

调研。中保斯通集团 CEO 郭小龙、运营部总监彭俊霖、茂名子公司总

经理杨柳辉陪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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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小龙向来宾详细介绍了智运快线项目，重点介绍了两个落地试

点的最新进展以及基于智运快线网开展乡村新零售的展望。他表示，

落地项目即将开建，李总一行的到来非常及时，双方前期已经就智运

快线的合作签订了框架协议，希望就具体的项目进一步探讨合作的模

式。 

李驰表示，郴筑张雪总经理对智运快线项目的合作非常重视，这

次到茂名实地看了之后，对智运快线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郭总分享

的乡村新零售理念印象非常深刻。希望双方接下来把合作落到实处，

让郴筑的力量尽快介入，积极参与到落地项目的建设中去。 

双方还就智运快线的建设运营成本、具体的合作方式、在中交扶

贫项目中的应用等进行了深入交流。 



 5 

 
 

中交郴筑是世界 500强企业中国交建的全资子公司。2019年 8月，

中国交建在湖南郴州召开智运快线专题会议，中交郴筑、中交四航院、

中保斯通集团签订合作框架工作协议，三方同意就智运快线项目推广

和建设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资讯摘要                                   

人民日报：快递进村大有可为 

推动快递进村可打通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末梢”，有利

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丰富城市居民餐桌，有利于畅通城乡经济循环、

加快内需潜力释放。 

日前，国家邮政局宣布，在 6 个省份、15 个市州启动快递进村试

点，以打通快递物流“最后一公里”。这意味着，即使是偏远贫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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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的村民，今后也有望像城里人一样，足不出户收发快递。 

快递进村，发展空间广阔、意义十分重要。近年来，随着电商、

直播、团购等线上销售模式的发展，农村地区的消费需求正加速释放，

农村网络零售额已由 2014年的 1800亿元增长到 2019年的 1.7万亿元，

快递企业能在农村接到大量订单。再者，推动快递进村可打通工业品

下乡、农产品进城的“末梢”，有利于提升农民生活质量、丰富城市

居民餐桌，有利于畅通城乡经济循环、加快释放内需潜力，可谓一举

多得、大有可为。 

快递进村，有需求、有必要，也有难度。过去，快递进村难，重

要原因就在于企业赚钱难，农村地区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地广人稀、

需求不均，一些企业觉得投入大、利润薄，难免望而却步。要让快递

企业心甘情愿地下沉到村，需要相关部门与企业一起想办法、探路子。

其实，管用的招数并不少，一些地区和企业已经进行了积极探索。 

比如，推动企业“抱团”，通过共享降低成本。 

在广大农村地区，有些村落之间距离较远，加上农产品快递需求

不稳定，在丰收季与生长期波动较大，给快递企业合理配置资源造成

困难。这种情况下，共建网点、共享网络、共享配送成为一条高效、

可行的快递进村模式。在城市、近郊乡镇等竞争激烈的“热点地带”，

各家快递企业的共享意愿可能并不强烈，但在“抱团”优于“单干”

的村落一级，企业合作并非没有可能，政府部门也可出面为企业牵线

搭桥。我们欣喜地看到，本次试点中，国家邮政局明确提出鼓励快递

企业共建网点、快递企业与邮政企业合作、快递企业与供销社和电商



 7 

平台合作等新模式。共建共生的农村快递物流生态圈有望形成。 

要更快“进村”，快递企业之间可联手，快递与其他行业也可跨

界合作、谋求共赢。当前，快递上客机、上高铁已成家常便饭。推动

快递进村，不妨推动快递上客运班车。农村客运班车常年运行，有条

件利用空闲运能顺路捎送快件包裹。二者联手，既能让快递进村更便

捷、更省钱，也能提高农村客运班车营收，实现双赢。 

又如，借助科技力量，克服末端投送障碍。 

截至去年底，已有 96.6%的乡镇建有快递网点，有 26 个省份实现

乡、镇快递网点全覆盖。但要让快递从乡镇再下沉到一个个村落，不

仅地理距离会拉长，道路通行也更难更复杂。在有些地区特别是山区，

越到“最后一公里”，道路就越发蜿蜒崎岖，送个快递耗时费力。克

服空间障碍，正是无人机的“拿手好戏”。从山脚到山顶，汽车要开

半小时，无人机 5 分钟就能送到。正因如此，近年来已有不少快递企

业加大了无人机的研发、应用力度，解决了不少地区的投送难题。下

一步，政府部门可鼓励企业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扩大无人机的应用

范围，让一个个包裹更加快速顺利地“翻山越岭”。 

目前启动的试点是推动快递进村的第一步。期待试点工作能尽快

形成可复制、易推广的经验和模式，让更多农民尽早享受现代生活便

利，让城乡之间经济循环更加通畅。（来源：人民日报） 

 

政策“清障”制度护航 民资齐涌“两新一重” 

重大投资领域向民企放开是激发企业活力、挖掘民间投资潜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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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一环。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围绕进一步激发民资活力，从部

委到地方密集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民间投资项目库也在密集出炉，

吸引民资进入“两新一重”（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

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领域成为突出亮点。7 月以来，全国工

商联围绕民营企业参与“两新一重”投资状况也已展开多次重点调研。

系列政策支持下，民资正加速向“两新一重”领域集结。 

央地频频发力激发民间投资 

“目前，民营企业金融服务政策框架已初步形成，要求经营机构

建立敢贷、愿贷、能贷的长效机制，公平、精准、有效开展民营企业

授信业务。”7 月 28 日，在 2020 全国工商联主席高端峰会暨全国优

强民营企业助推贵州发展大会上，银保监会政研局一级巡视员叶燕斐

介绍，现已针对民营企业提出了 23 项落实措施，未来将推动相关措施

进一步落实落细。 

“短期上立足纾困减负为受损企业‘供氧输血’，长期上立足转

型升级给民营企业‘清障加油’，是激发民企活力的两大工作方向。”

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万劲松表示，下一步将出

台支持企业改革发展的系列落实举措，培育新兴经济发展，为民营企

业创造更大发展空间。 

纾困减负谋转型是激发民企活力的重要一环，重要项目向民资放

开则是挖掘民间投资的关键。记者注意到，近段时间，围绕放开民企

投资门槛，从部委到地方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比如，围绕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发改委等 12 个部门联合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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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的实施意见》，围绕

城镇化建设，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加快开展县城城镇化补短板强弱项

工作的通知，明确规范有序推广 PPP 模式，带动民间投资参与投入的

积极性。地方上，河南省 24 日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的

实施方案》，以 22 条具体措施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院长滕泰对记者表示，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民

间投资潜力，不仅事关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而且事关“六保”“六

稳”。二季度经济恢复情况好于预期，但民间投资仍是负增长。加快

促进民间投资有助于补齐经济增长短板，对于优化增长结构、提升增

长潜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民间投资项目库密集涌现 

京东数据中心及电商智慧物流项目，投资额 20 亿元；腾远工业云

大数据运营中心及大数据产业园区项目，投资额 12 亿元；研祥工业数

控数据中心项目，投资额 20 亿元；迪信通 5G 生态园项目，投资额 10

亿元……记者 28 日在大会现场注意到，30 个总投资额高达 368.5 亿

元项目集中签约，其中，仅大数据电子信息产业就有 6 项。 

“目前，国家在大力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与广大民营企业在构建

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深化合作既有坚实基础，又有广阔空

间。”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谌贻琴在会上指出。以“两新一重”建

设为例，谌贻琴指出，贵州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潜力

巨大，贵州数字经济增速连续 5 年排名全国第一，大数据产业发展指

数位居全国第三，未来将规划与民营企业共同挖掘大数据价值，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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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一批数字新基建项目，共同推动 5G、区块链、人工智能、云计算

等关键领域技术成果转化，共享产业红利。 

贵州省发改委日前下达省级基本建设前期工作费用 1.33 亿元，重

点用于支持“两新一重”等领域重大项目前期工作。 

事实上，不只是贵州，近段时间，各地民间投资项目库都在密集

出炉，“两新一重”成为其中的亮点。 

“‘两新一重’是从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需要和增长结构特征出

发所做出的战略性投资引导，既是财政资金、国有资金投资的重要方

向，对正在寻找投资机遇的民企投资也有重要参考价值。”滕泰说。 

进一步明确投资回报机制 

专家指出，通过市场机制盘活民间资本，把民间资本吸引到“两

新一重”等重大投资项目领域，有助于形成多元化投资格局，同时拉

动投资增速进一步回升。未来要在为民企提供投资便利的同时，稳定

发展预期、完善资本回报机制，更大程度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 

“激发经济活力离不开发展民营经济，增加民营投资则是提振经

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

示，充分挖掘民间投资潜力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和优化营商环境。 

在滕泰看来，民营投资受到经济前景预期、资金供给状况、风险

收益状况、市场开放度、营商环境等多个因素影响。激发民间投资积

极性特别是投资“两新一重”的积极性，也要从这几方面着力。把项

目向民企平等开放的同时，在公平的融资支持、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

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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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盘和林对记者

表示，总体来看，“两新一重”建设都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民间资

本存量较大，有很大的投资潜力和空间。政府在引入民间投资的同时，

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建设和经营自主权，并且提供更多的资金回笼保障。 

其次，要努力打破一些投资隐性障碍，广泛吸引民间投资，鼓励

多主体共同投资，弥补民间投资的规模劣势。还要充分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鼓励金融机构为项目打造债权、股权、资产支持计划等，在

控制风险的同时给民间资本更多选择的余地和多元参与“两新一重”

建设的机会。（来源： 经济参考报） 

 

国家邮政局：上半年快递业务增长 22.1％ 

7 月 30 日，国家邮政局发布 2020 上半年邮政行业经济运行情况。

记者了解到，上半年快递业务量规模达 338.8 亿件，同比增长 22.1%。

平均每月新增 10 亿件以上，5 月起单月增量超过 20 亿件，再创历史

新高。4 月起日均快件处理量超过 2 亿件。此外，上半年，快递均价

为 11.3 元，继续下降。其中，同城快递均价 6.5 元，同比下降 7.2%，

异地快递均价 7.1 元，同比下降 12.1% 

国家邮政局表示，上半年，全行业业务收入和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5028.2 亿元和 8765.3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1%和 22.4%。全国快递业

务收入完成 3823.8 亿元，同比增长 12.6%。快递业务量规模达 338.8

亿件，同比增长 22.1%。增量可观，累计净增量达到 61.2 亿件，高于

上年同期，平均每月新增 10 亿件以上，5 月起单月增量超过 20 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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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历史新高。快递市场高位运行，5 月和 6 月业务量规模超过 2019

年峰值，4 月起日均快件处理量超过 2 亿件，618 期间日均处理量达

2.6 亿件。 

一季度，邮政行业运行受到较大影响，但随着行业加速复工复产，

疫情影响逐步降低，行业运行加快恢复。二季度，行业业务总量和快

递业务量增速超过 30%，行业业务收入和快递业务收入增速超过 20%，

实现了逆势增长，行业运行重回高位，发展效果好于预期。 

截至 6 月 10 日，全行业共承运、寄递疫情防控物资累计 48.98 万

次，包裹 3.98 亿件，发运车辆 8.75 万辆次，货运航班 779 架次。对

湖北地区急需医疗防疫物资优先收寄、优先运输和优先投递，邮政快

递企业向湖北发运车辆 8 万辆次，货运航班 481 架次，承运、寄递防

疫物资累计 31.2 万吨，包裹 5674 万件。 

此外，上半年，快递业务量、收增速差为 9.5 个百分点，量的增

速是收入增速的近 2 倍。从 3 月起，量收增速差距逐步拉大，从 3 月

的 10.7 个百分点扩大至 5 月的 16.2 个百分点。上半年，快递均价为

11.3 元，继续下降，其中，同城快递均价 6.5 元，同比下降 7.2%，异

地快递均价 7.1 元，同比下降 12.1%，国际港澳台快递均价 60.4 元，

受国际运输成本上涨，同比上涨 12.6%。 

异地快递业务占比持续提升。单点发全国模式进一步强化，上半

年，异地业务量完成 275 亿件，同比增长 24.7%，比行业增速高 2.6

个百分点，占比达 81.2%，同比提升 1.8 个百分点。同城快递业务量

完成 56.2 亿件，同比增长 10.6%。部分重点城市同城业务持续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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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广东、浙江两省规模领先，两省合计完成快递业务量 162.8

亿件，同比增长 24.2%，比全国增速快 2.1 个百分点，合计占全国的

比重接近一半，对全国增长的贡献率达 51.8%。 

另外，疫情期间，传统农产品进城渠道大面积受阻，快递业成为

农产品上行主要通道。5、6 月份，随着我国生鲜果品集中上市，快递

企业不断完善升级生鲜配送方案，通过全程冷链、多方式联运、区块

链溯源、包装创新等方式，不断提升牛羊肉、冷水鱼、杨梅、樱桃、

荔枝等特色农产品服务能力，农产品快递业务量增长明显。（来源：

北京青年报） 

 

  中保斯通人                                   

认识新同事：詹伟就 

各位好，我是新入职的茂名子公司

营运业务专员詹伟就。我毕业于广东理

工学院，专业是数控技术。 

希望在中保斯通集团里能和同事们

一起多多交流，不断学习新知识，与大

家共同努力让我们的公司更有活力更有

激情！ 

 

 

版 权 所 有           欢 迎 传 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