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重庆新闻 7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月 14日 星期四
编辑 倪训强 美编 丁龙

□本报记者 张红梅 吴刚 廖雪梅

队伍长期稳定在2200多人，2020年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再次双双增长50%以上，照此增幅，
这个一度被视为包袱的业务板块，很有可能在不
久的将来能拿出部分利润，反哺“娘家”。

在发行量锐降、不少报纸被迫停刊休刊、全
国超过一半的报业集团都取消了自主发行的当
下，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下属发行公司（简称“重报
发行”）这一成绩分外亮眼，弥足珍贵。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
上世纪30年代，一首《卖报歌》让人耳熟能详；90
年后，这首歌又被重庆“小行家”唱出了新意。他
们凭啥？重报发行党委书记、总经理方晓冬揭
秘：思路一变天地宽。

从卖报纸到不仅卖产品更要卖服务

物流司机罚款500元、物流部门主管罚款
800元、分拣员罚款200元、配送员服务态度不
好罚款1000元……上个月，因为配送不及时，客
户有投诉，重报发行给旗下的生鲜配送中心开出
了一串罚单。

服务业就必须客户至上，客户不满意，相关
人员就要受罚，这在重报发行公司已不是新鲜
事。

但是，面对处罚，却没有一例“不服”。“这在
过去完全无法想象。”重报发行老员工姜春宁回
忆说，以前，送报不及时，客户有投诉，发行员所
遭受的处罚，“顶格”也就罚20元，但不少人还要
吵嚷。如今，罚款翻了几番，大家却心服口服，根
本原因在于企业发展思路改变了，员工思想观念
也发生了转变。“上上下下都意识到，我们现在卖
的不仅是产品，更是服务。”

受新媒体冲击，2015年后，重报发行代理发
行的多家本地都市报和外报外刊，从之前最高峰
时的150万份，缩减至目前的20万份。受此影
响，专职报纸发行员从最高时的3200多人减为
500多人，人均收入也降至1000多元。

如何稳住队伍、稳住收入？结合自身的资源
禀赋和能力寻找新机遇，重报发行一班人很快有
了新发现。

2014年后，电商成交量以每年30%以上的
速度爆发式增长，但物流配送却成为行业初期发
展最主要的掣肘。“双十一”“双十二”等高峰时
段，配送周期甚至长达一周以上。自建配送体系
投资大，见效慢，回报周期长，于是大部分电商平
台选择与当地配送企业合作。

报纸发行具备“网点全、渠道广、人员多、仓
储设施齐备、运载工具齐全”等优势，承接电商平

台“最后一公里”城市配送，可谓天时地利。
不过，卖自家的报纸，投递到户就了事；给电

商“俯身”做服务，东西送到只是基本要求，有时
哪怕只是说话声音大，也有可能被投诉。过去是

“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如今要去“服侍”人，这转
变适应得了吗？

市场机遇面前容不得迟疑，与其“等死”，不
如放低姿态，主动出击。2015年中，重庆物流行
业迎来了一支新队伍——以原重报发行为班底
组建的重庆重报电商物流有限公司（简称“重报
物流”）诞生，其主要业务，就是承接电商平台“落
地配”（即“最后一公里”配送，含开箱验货、代收
货款等）服务。

有了生存的“壳”，接下来是一系列的员工培
训教育。

“把客户服务好了，大家有活干了，每月增加
几千元收入，你干不干？”方晓冬说，几个月时间，
他们召开了大大小小上百场不同形式的座谈会，
用“算账”的方式直截了当告诉大家，要想活，就
得变。逐渐，“以客户满意为标准”成为全体员工
新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

从“挑水”到“挖井”

30余年报纸发行经验，3000余人覆盖城市
的每一个角落，这样一张“大网”，看起来很“威
猛”，但真刀真枪干起来后，大家才发现，事情远
比想象的复杂。

例如，由于没有物流配送的管理经验，最
初货品入库、出库没有全程记录，配送过程中
货品丢失时有发生。旗下一家分公司曾在两

个月时间内丢失了3台苹果手机，原价赔偿，
损失惨重。

入行不到一年，亏损上百万元。“放弃吧！国
企是干不下来物流配送的。”重报发行副总经理
谢京蓉去某知名电商平台总部拜访时，对方指着
高得离谱的客户投诉率，冷冷地说。

开弓没有回头箭。形势逼人，重报发行挤出
专项资金，迅速建起自己的信息系统，设置专门
的分拣中心并安装全覆盖的监控摄像头。在此
基础上，重新梳理工作流程，有哪些环节，谁负责
做，做到什么程度，在系统上一目了然。

一番“武装”，依然没能打消客户顾虑，再三
游说，才争得机会试一试。于是，2015年“双十
一”出现了这样戏剧性的一幕：在重报发行分拣
中心现场，某大型电商平台驻扎了一支几十人的
备用团队。用来干啥？当重报发行出现分拣能
力不够或其他意外情况时，第一时间顶上！

这一次，重报发行狠狠地“刷了一把存在
感”。三天时间，“备用军”压根没派上用场，数十
万件商品入库、分拣、出库、送抵客户，毫厘不爽，
客户满意率高达99%。

一战成名。2016年，重报物流的非报刊经
营收入突破6000万元，一跃成为全重庆业务最
繁忙、送单量最大的本埠电商落地配物流公司。
其中，“落地配”全年日均单量突破4万单，“双十
一”期间每天超过20万单，天猫商超重庆“落地
配”配送质量做到全国第一。

艰难的转型终告成功，但喜悦很快被浇灭。
从2018年开始，唯品会、苏宁易购、天猫等大客
户要么自建物流配送渠道，要么调整配送模式，
纷纷取消合作，导致重报物流最核心的“落地配”
业务，遭受断崖式下滑。短短两年，订单从日均
4万单急剧萎缩到不足3000单而被迫终止业
务。与绩效挂钩的员工月收入，从最高峰的
6000多元，锐减至2000余元。

满怀期许，一朝清零，怎么办？
反思中，重报发行意识到，“落地配”业务完

全靠上游电商平台“赐予”，人家不给，自己就得
饿肚子。方晓冬将这种依附性业务比喻为“挑
水”——“客户、数据、结算和平台都在电商平台，
我们只有‘扁担’和‘水桶’。仰人鼻息，生意做不
长久。”

要把命运捏在自己手上，就得凭借自身难以
替代的优势，培育核心竞争力。

那么，重报发行的优势在哪儿？除了既有的
庞大网络和配送能力，还有国企品牌和市场公信
力。有了前两者，就有了上下游组织能力；有了
后两者，就有了市场开拓力。品牌+配送，电商
产业链中的两个主要环节都占据了，何须再帮人

“挑水”，为啥自己不能挖一口“井”？
2018年，重报发行启动二次转型：“卖菜”！

他们首先瞄准的，是学校食堂生鲜配送。
踩住了市场新“风口”，有国企品牌“背书”，

再加上做电商“落地配”时锻炼出来的“身手”，重
报发行打败了多个竞争对手并逐渐被客户和同
行认可，订单纷至沓来。

现在，每天早上凌晨一两点，重庆最大的“菜
篮子”——双福农贸市场旁一间硕大的分拣中心
仓里，灯火通明，近百名工人各就各位，忙中有
序。每天，数百吨蔬菜被打理分拣，然后装箱，从
这里送至近400家学校、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食
堂。

从挖一口“井”到挖多口“井”

生鲜配送，犹如一口源源不断冒水的“井”，
每天给重报发行带来上百万元的销售收入。这
样的“井”，能不能多挖几口？

2019年末，重报发行开始向生鲜产业链上
下游进行多元化延展。在上游，他们以发起人身
份牵头与渝教集团等本地大企业组建了“重庆生
鲜配送联盟”，凭借销量规模，获得更低的拿货价
甚至独家代理权。通过这种“以量换价”的方式，
目前，重报发行已经拿到了金龙鱼、太太乐鸡精、
黄花园酱油等30多个粮油品牌的一级代理权。
这项业务，成为一口新“井”。

在下游，重报发行凭借价格优势，拓展市场、
挖掘新“井”。一方面，各粮油品牌数以千计的二
级批发商，需要从重报发行手中拿货。沿着这条
通道，重报发行的生鲜产品找到了更多的销路。

从粮油供应入手，如今，新世纪超市多个种
类的水果和蔬菜，都由重报发行供应。在盘溪农
贸批发市场，目前已有30多家批发商成为重报
发行多个生鲜品种的经销商。

另一方面，凭借粮油一级代理的优势，重报
发行还自建零售渠道。南坪南城发行站增设“重
报粮油店”，短短3个月来，月销售收入已突破60
万元。按照计划，今年内，重报发行旗下30多家
发行站将全部增设粮油门店销售业务。

据生鲜配送中心负责人谢建星透露，当客户
积累到一定量时，他们打算创建重报生鲜自有品
牌，甚至建立自己的粮食、水果、蔬菜生产基地，
在种植、加工、仓储、运输、配送等全产业链上“挖
井”。

围绕上述目标，一批项目已经启动。
在位于巴南区的重庆公路物流基地，一块近

60亩的地块正在平场。在这里，重报发行将建
设自己的生鲜冷链物流园，从全国乃至全球采购
而来的生鲜食材，将在这里仓储、中转，再分发至
既有销售网络的各个终端。

生鲜业务最初的单位食堂食材配送也在精
耕细作，增加“出水量”。目前已有数家单位食
堂，将附属的小卖部交给了重报发行。重报发行
还在谋划组建厨师团队，承接食堂劳务。

方晓冬介绍，2020年公司经营收入（不含报
刊发行）达到2.83亿元，同比增长9920万元。按
照公司“十四五”发展规划，到2025年，重报发行
经营总收入将突破10亿元。

“卖报小行家”讲出生鲜配送好故事
——重报集团发行公司的转型升级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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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效能 强服务 惠民生 拓功能

綦江 服务有温度 群众更满意

就业是民生之本，社
保是民生之基，是人民安
居乐业和美好幸福生活
的保障网。过去五年，伴
随着綦江区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綦江区人力社
保事业也呈现出提效增
能发展快、人民群众受惠
多的喜人局面。

五年栉风沐雨，五年
砥砺奋进，綦江区踏着时
代节奏，紧紧围绕“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服务”贯穿到人力社
保工作各方面全过程，以
“攻脱贫、稳就业、强社
保、聚人才、惠民生、促和
谐”为主，奏响了一曲笃
定从容的发展旋律，交出
了一份沉甸甸的民生幸
福答卷。

提速增效有质量
创新改革实现人社服务一体化

找好改革支点，就能开创发展新
局。綦江人社以“改革”为突破，推进便
民服务一体化。

2017年，綦江人力社保局抓住机构改
革的契机，按照“先立后破、不破不立”的原
则，探索“大科制”合署办公凝心聚力，不断
优化内部结构，发展活力持续迸发。

据了解，綦江人力社保局将37个机
关科室及事业单位整合为20个，实行

“大科室”合署办公，由牵头科长统筹安
排，其他科长协调配合，形成科室统一领
导、人员统一安排、办公统一场地“三个
统一”；保持合署各科室机构牌子不变、
科级职数不变、科长职级待遇不变“三个
不变”，破解了人员分散与推动工作不便
的困局。

“一般的科室只有两三人，由于职责
不同和分工所限，工作中呈现出忙闲不
均，以致出现忙的人有干不完的事，闲的
人无事可干的现象。”綦江区人力社保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推行“大科制”改革，能
将内部管理工作向深度和广度推进，是
实现工作一体化的一条新路径。

例如在人才引进上，原来是人才开

发科和培训科以及培训考试中心三科分
别在负责，现在实行大科制后，由人才开
发科牵头，在人才引进上，政策享受后就
能在一处受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能，开
创了高效率办事、高水平成事新局面。

情系百姓有活力
综合窗口实现一窗办结新飞跃

“我就带了一张社保卡，花了几分钟
就办好了！”老张开心地说，以前办理一
个业务要跑几个地方，走几个窗口，这下
一个窗口就解决了，真是太方便了！

这是老百姓在綦江区市民服务中心
办理业务的切身感受。

为百姓多想一点，让百姓少跑一次，
綦江人力社保局在“十三五”时期根据区
委区政府统一部署，仅用500天就牵头
建成集人力社保服务、政务服务、民政服
务和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为一体的市民服
务中心，创造了令人振奋的“綦江速度”。

“我们将原需要6个地点办理的业务
融入一个大厅之中，对外业务100%进驻
大厅，内部运转100%全面对接，解决了

在一个地方办结人社事的难题。”綦江人
力社保局负责人说。

为民服务无止境，改革创新无终
点。綦江人力社保局大刀阔斧优流程、
减环节、提服务，在市民服务大厅开设20
个综合窗口，每个综合窗口可受理188
项日常业务，78%的业务当日即时办结，
做到了一窗办结人社事，实现了质的飞
跃。数据显示，自1月份综合窗口开放以
来，每天业务受理量近500人次，比历年
同期增长200%以上。

从跑多个地方到一个地方，从多个
窗口到一窗办结人社事，背后是綦江区
精简要素、优化流程、创新工作的改革合
力。2019年，綦江区人力社保局凭借出
色表现获评“全国人社系统2017-2019
年度优质服务窗口”，是全市唯一获此殊
荣的综合服务窗口。

就业稳定有保障
多点发力精准施策惠民生

去年疫情爆发，綦江区石角镇朝阳
村村民欧贞强正担心不能返回广州的厂

里上班，綦江区组织了点对点帮扶政策，
将他从“家门口”送到了“厂门口”。和欧
贞强不一样，陈艳梅没有外出务工，而是
接受了家政方面的培训，风风火火的做
起了家政工作。建卡贫困户杨刚顺利在
綦江区郭扶镇平等村的公益性岗位就
业，如今的他每天自信的面对工作、生
活。

这是綦江区稳定就业工作带给老百
姓的实惠。

稳定就业，方能解民生之惑，暖民众
之心，綦江区把解决人民群众就业问题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就业之稳促经
济之稳、社会之稳、人心之稳。

尤其是在疫情期间，綦江区当好就
业信息“接线员”，确保了特殊时期重点
企业的劳动力供给。积极搭建求职平
台，将招聘阵地从“线下”移至“线上”。
新开发临时防疫公益性岗位1000余个，
用于街镇疫情监测、排查、预警、防控和
社区（村）就业服务工作。坚持“内联”+

“外引”结合为市智能终端重点企业送工
3498人，送工率完成率均持续稳居全市
第一。

此外，綦江区重点关注贫困人员在
特殊时期就业问题，新开发临时防疫公
益性岗位1000余个。出台《关于加强
复工复产用工保障实现就业本地化实
施方案》，对辖区内疫情期间新招聘綦
江籍劳动者的重点企业和工业企业发
放用工一次性补贴，将温暖送到百姓身
边。

一系列就业“组合拳”，稳定了就业
形势，筑牢了民生之基。近年来綦江区
累积城镇新增就业9.13万人，比规划目
标多 30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85%，比规划目标低0.65%，高校毕业
生就业年均超过90%。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4.82万人次，其中建卡贫困劳动力培
训5417人次。全区结存开发公益性岗
位安置就业困难群体3141人，安置贫困
劳动力2050人。建设就业扶贫示范车
间29个，安置贫困劳动力147人。

服务手段有创新
“信息化+”使工作迈步新台阶

社保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介入，以及
向更多公共服务领域的集成应用开放，
一张小小的社保卡片被赋予了越来越多
的功能，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生活。

綦江区以“一卡通用”为目标，以“应
用+公共服务”为抓手，全力推进社保卡
110项功能应用，推动了人力社保工作迈
上了“信息化+”轨道，实现就业创业、社
会保障、人事人才、劳动关系等业务“一
卡通查、一卡通用、一卡通办”。从线下
到线上，社保服务创新完善，社保的便捷
性、实用性不断增强。

綦江区为97.49万人次发放社保待
遇和就业补贴13.09亿元，为218万人次
提供信息服务1000余万条次，让群众足
不出户便可快捷查询办理人力社保业
务。

下一步，綦江区还将继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不断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持续
提升信息化经办服务水平，让改革发展
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区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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