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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 望 农村物流一头连着市民的“米袋子”“菜篮子”，一头连着农民的“钱袋子”，是现代物流体系的末

端环节，关系到城乡居民的日常生产生活。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等7部门联合制定方案，并召开全

省“交邮融合”现场会，提出全面推进我省城乡物流服务一体化发展——到2022年，建成1000条

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线路、10000个村级物流点，主要品牌快递直投进村。到2025年，行政村物流

快递服务点实现全覆盖，“畅连城乡、便捷高效”的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服务体系基本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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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南通市牢固树立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决落实长江经
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要求，
坚持生态优先，推进绿色发展，美丽南通
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先后获评国家生
态市、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绿化模范城
市、国家生态园林城市。

聚力推动绿色发展。坚持在发展中
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加快形成绿色发展
的空间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让经济、社
会、环境效益互促共赢。优化绿色空间格
局。科学统筹沿江沿海生产、生活、生态
空间，编制实施“三线一单”管控方案，切
实做到“空间管控一张蓝图”，全市林木覆
盖率、自然湿地保护率分别提高至
25.9%、49.2%。健全陆海一体的绿色发
展体系，加快打造沿海临港高端绿色产业

基地，优江拓海产业布局。提升经济绿色
含量。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培育

“3+3+N”产业，绿色制造体系进一步健全，
省级以上开发园区全部实施循环化改造，
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12%，
万元地区生产总值用水量降至40.14立方
米。打造城市绿色名片。积极推进美丽宜
居城市建设，全方位打造美丽街区、美丽
社区、美丽庭院、美丽阳台，营造城市空间
景观特色，让美丽南通建设更加可观可
感。着力建设平原地区森林城市，成功举
办2019中国森林旅游节。

聚力生态保护修复。以“地处长江下
游、工作力争上游”的担当，奋力跑好长江
大保护的“最后一棒”，高质量建设长江口
绿色生态门户，初步绘就“面向长江、鸟语
花香”的生态文明画卷。下决心治理“化工

围江”。对全市化工企业开展全面“大体
检”，精准制定“一企一策”“一园一策”，去
年以来关闭退出化工生产企业162家、其
中沿江1公里范围内29家，取消沿江化工
园区定位2家，缩减园区面积7.66平方公
里。全覆盖推进“活水畅流”。坚持“江河
联治、水岸共治、全域防治”的治水思路，实
施全市域活水畅流工程，去年建成全国水
生态文明城市。特别是直面中心城区水质
短板，摒弃“就河治河”的惯性思维，探索形
成“控源截污、智能管控、自然做功、生态修
复”的治水模式，濠河及中心城区66平方
公里全面消除黑臭水体，实现长江水Ⅲ类
进城、Ⅲ类出城，拓扑导流墙活水等创新做
法获得生态环境部肯定。高标准打造“最
美岸线”。在全省率先编制沿江生态带发
展规划，长江岸线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布
局由48:3.5:48.5优化至39:10:51，高水
平推进沿江地区生态保护修复，腾出生态
岸线5.5公里，全力打造滨江“城市客厅”。

聚力攻坚“三大战役”。坚决向环境
污染宣战，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守住蓝天、碧水、净土。坚决打赢蓝天
保卫战。坚持“控煤、降尘、治企、管车、禁
烧、联防”综合施策，扎实开展“散乱污”企
业整治、“654”扬尘治理、“410”柴油货车
治理等专项治气工程，完成燃煤机组超低
排放改造和小锅炉淘汰任务，今年1-10
月，PM2.5浓度32.2微克/立方米、同比下
降8.8%，优良天数比率同比上升8.9个百
分点，全年有望达到国家二级标准。全力
打好碧水保卫战。全面落实“河长制”“断
面长制”“湾（滩）长制”，主要入江入海河
流全面消除劣Ⅴ类水体，今年1-10月全
市省考以上断面优Ⅲ比例同比提升22.6
个百分点。大力推广“无动力、低成本、免
维护”的农村生活污水生态化处置模式。
扎实推进净土保卫战。深入开展农用地、
重点行业企业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动
态更新污染地块名录，实施重点地块土壤

污染治理修复。加大固体废物污染防治
力度，实现危废产生、贮存、转运、利用处
置全过程有效监管。

聚力创新治理体系。深化环境领域改
革，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不断提升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加大改革力
度。积极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
试点，案件数量、赔偿金额均居全国前列。
深入推进水务一体化改革，市、县全部组建
水务公司，落实供排水设施、污水管网的建
设、运营和养护责任，有效破解“九龙治水”
困局。建立企业环境信用评级制度，联动
实施绿色信贷、差别水价、差别电价政策，
参评企业数年均增长20%以上。完善支撑
体系。制定实施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三年计
划，污水处理能力达151.7万吨/日，危废处
置能力达22.1万吨/年。在餐饮集中区、废
水处理区以及农村建设等领域，建设一批
环保“绿岛”，不断降低治污成本、解决处置
难题。加快构建陆海统筹、天地一体、联网
共享的生态环境监测监控网络，推动实现
环境质量、重点污染源、生态环境状况监测
全覆盖。压实各方责任。开展市县联动的
环保专项巡察，对县（市）区一月一巡查、一
季一考核，对领导干部开展一年一述职，对季
度考评靠后的镇村在媒体公布建立重点企
业环保总监制度，加大环境问题曝光力度。

地处长江下游 工作力争上游
南通市委副书记、市长 王 晖

美丽江苏·书记市长谈生态文明

镇村公交进村，快递直达村口

11月13日，记者从南通市海门区
悦来镇搭乘镇村公交，一路抵达该镇保
民村，公交车在村委会旁的快递站点门
口停下时，和下车村民一起“到站”的还
有十几个快递包裹。

快递站点内，货架上按序摆放着
村民网购包裹、下乡工业品和进城农
产品，同时经销日用品。“最近每天通
过镇村公交送来的包裹有三四十个，
有些通知村民自己取走，有些送货上
门。”快递站点黄达芳说，村民种出的
特色农产品，通过网店销售，也集中到
这里快递发出。

“在家里上网接订单，在村里发快
递，就能把我们种的芋艿发出海门。”保
民村村民黄亚红说。

“‘双11’买了汽车坐垫和衣服！”
村民张亮在家门口轻松取到了快递，

“以前要到镇上取快递，现在方便了，网
购的频率也跟着提高了。”

“以往，快递公司只把快递送到乡
镇一级，村里群众收发快递，动辄要跑
数公里。”海门区邮政管理局局长洪晔
说，通过交通和邮政融合试点，江苏海
晟控股集团组建了海顺快递，在城区、
镇区和村组设置了三级网点，以悦来镇
镇区网点为例，平均每天从区级共配中
心收到600件快递，经分拣后，由3条
镇村公交班线、海顺快递车及邮政运输
车分别配送至辖区35个村级配送点。

海门打造的城、镇、村三级共配物
流体系，已基本实现村村通快递。海门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曹健介绍，像悦来镇
保民村这样的村级快递点，在海门已设
立723个。镇村公交顺便把快递带进
村，便捷高效，到2021年底，全区13个
乡镇公交客运站，有条件的都将二级站
点改造，交通、邮政共建，资源共享。

物流畅，产业兴。海门叠石桥家纺
产业园区林西村党总支书记惠军绪说，

“村里有八成以上农户从事家纺产业，
家门口发货世界各地，每年发出的快递
量超过1500万单。”

连云港市东海县也组织“镇村公交+
快递运输”一体化运营模式，在县汽车客
运总站设立物流集散中心，通过城乡公交
代运快递小件和农产品到镇级客运站共
配点，按区域分包后再由镇村公交带到各

村共配点。“目前，试点平明镇已设立7个
村共配点，每天出单量约200件，约三成
快递依靠公交带货完成，大大便捷了当地
农副产品、鲜花等流通。”东海县交通运输
局局长李宝福介绍，这一模式现已复制到
温泉镇、桃林镇、李埝乡等3个乡镇，覆盖
40余个村，逐步打通农村物流“最初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

交邮融合推进，江苏其时已至

围绕客货运站、村邮站、供销网点等
节点拓展农村物流服务功能，江苏县镇
村三级物流体系基本建立，乡镇物流快
递网点覆盖率在全国率先达到100%。

“在城乡交通运输服务需求正从‘有
没有’转向‘好不好’的当下，交邮融合是
推动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创新路径。”江苏省交通运输厅
厅长陆永泉表示，从现在起到2022年，
我省着重围绕城乡交通基础设施一体
化、城乡公交一体化、城乡物流服务一体

化，通过试点示范，探索可复制经验，建
成10个城乡公交一体化示范县、10个农
村物流示范县，100个乡镇物流服务站、
1000条农村物流末端配送线路、10000
个村级物流点，实现行政村主要品牌快
递直投。力争到2025年，行政村物流快
递服务点实现全覆盖。

目前，全省农村公路里程达14.28
万公里，在已有行政村双车道四级公
路、镇村公交、乡镇物流快递网点等全
覆盖的基础上，交邮融合推进城乡交通
运输一体化其时已至。

“城市与农村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重
点在加密农村物流服务网络节点。”省交
通运输厅运管局局长宋国森介绍，推进
县级农村物流中心建设，我省鼓励依托
现有道路客货运场站、交通物流园区等
建设改造为县级农村物流中心，并加强
与电商运营中心、邮政快递中心、商贸企
业等衔接融合，共享场站资源；鼓励利用
县级客运站闲置功能区域改造增加物流
分拨功能。推进乡镇农村物流服务站共
建共享，支持对运营效率不高的乡镇客
运站因地制宜进行升级改造，增加农村
物流和邮政快递作业区。加快布设村级
农村物流服务点，鼓励综合利用农村现
有的村委会、村邮站、电商服务点、供销
社等场地，划设农村物流储存区域，改造
成村级物流服务点。

徐州市邮政管理局局长刘其峰介
绍，目前沛县飞马、新沂嗖嗖，邳州博翼、
丰县中申运等4家县域共配企业建成4
个县级共配中心、25个镇级配送中心、
300多个村级服务点。其中，沛县飞马
对辖区内13家快递物流企业整合，建成
一处统仓分拣中心、50个城区社区服务
站、15个镇级共配中心、40多个村级服
务站，实现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全覆盖，
被总结为“沛县模式”向全国推广。

集约化压成本，协同化提效率

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城乡交通运
输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薄弱环节——一些
农村公路与干线公路、城市道路、村内道
路衔接不够顺畅，镇村公交运营效率还
有不足，最末端农村物流成本仍然较高，
大部分快递直接到村困难，农村物流资
源分散。农村交通运输融合有待加强。

破解上述现象，陆永泉表示，全省
交通运输“十四五”规划正在编制，我省
将建立省、市、县规划融合新模式，充分
发挥交通运输、邮政管理、农业农村、商
务等各自优势，加强联合联动，整合资
源，形成工作合力。

解决部分镇村公交效率低下、快递
进村成本偏高问题，省社科院研究员蒋
昭乙认为，各地可对城市公交与镇村公
交进行线网优化，在保障城乡公交公益
属性基础上，兼顾好公益属性和市场运
营效率，灵活设置线路，合理安排发车班
次、频度和运力投放。另一方面，镇村公
交附带快递的同时，区域内农村配送物
品“场站共享、服务同网、货运集中、信息
互通”的集约化配送方式还需加强，此外
交通要与农村电商、特色农业等结合，增
强农村物流发展的内生动力。

南通如皋的丁堰客运站近期实现
了“升级”，变成交通运输综合服务
站，交通、邮政和快递公司融合在同
一平台，服务覆盖周围 6 个村和社
区。“中间流通环节由镇村公交顺班
次带至各沿途行政村村邮站，终端配
送由邮政快递系统的基层送递网络
来完成。”如皋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吴
小平介绍，通过“交邮融合、客货同
网”，当地每件快递配送成本从1元降
低为0.8元，平均每吨配送成本从125
元下降到了105元。

“推动城乡物流降本增效，我们利
用客运站、邮政快递点、党群服务中心
以及宏信龙超市等网络节点，基本形成
区、镇、村‘零距离、门到门’物流服务。”
江都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高峰说，邮政与
申通、圆通、中通、韵达等快递公司合
作，对部分镇村共同配送，平均每天配
送量达到25000件，运输成本降低四成
左右。宏信龙超市形成城乡结合的现
代经营网络，快递包裹精准投送至农村
居民手中，正常只要1天。

省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黄一芳介
绍，解决县、乡镇至村配送能力不足、成
本过高问题，下一步将在有条件县域，
继续试点将邮政快递包裹业务整体和
社会快递公司合作，通过集中配送，实
现社会配送成本总体最优。

本报记者 梅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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