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举国欢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日子里，我们迎来了第 50 届世界
邮政日。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国
邮政集团公司，向长期以来关心支
持中国邮政事业发展的各级党委政
府、广大用户和社会各界表示衷心
的感谢！同时，向全国邮政广大干
部职工和离退休老同志致以节日的
祝福！

邮政业是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
事业，是推动流通方式转型、促进消
费升级的现代化先导性产业。党的
十八大以来，中国邮政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决策部署，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能力建设为
抓手，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
实，实现了持续健康发展。在 2019
年《财富》“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

中，中国邮政列第 101 位，列世界邮
政第 2 位，利润规模连续5年居世界
邮政首位。

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传递
美好、协同发展”。中国邮政将牢记

“人民邮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以无
处不在的网络为人民传递美好、连接
幸福；加强开放合作，实现协同发展、
合作共赢。

进一步提升网络质效，锻造邮
政寄递品牌。中国邮政拥有服务网
点5.4万个，全国建制村直接通邮率
达 99.96%，基本实现“乡乡设所、村
村通邮”；拥有生产汽车 10.5 万辆、
智能包裹柜 9.2 万台、货运飞机 32
架，建成了陆航一体、运行高效、覆
盖全国、通达全球的快递服务网
络。全网日处理能力达 5000 多万
件，重点区域、重点线路基本实现

“今日寄、明日达”，时限水平行业领

先，服务品质快速提升。面对快递
市场的迅猛发展，我们将对标行业
先进，整合寄递资源，优化网络布
局，强化IT赋能，着力提升网络质量
和效率，持续改善客户体验，锻造邮
政品牌形象。凡有人居处，必有邮政
人。无论在天涯海角、边关哨所，还
是在雪域高原、大漠戈壁，我们都将
坚守初心使命，将普遍服务作为立业
之本，为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提供
周到的、便捷的邮政服务。

进一步发挥金融优势，支持实体
经济发展。中国邮政拥有邮储银行、
中邮保险、中邮证券等金融全牌照的
资源优势。邮储银行作为国有六大行
之一，拥有营业网点4万个，总资产规
模11万亿元，形成了线下实体银行与
线上虚拟银行齐头并进的金融服务格
局。我们将积极响应党中央、国务院
号召，坚持邮储银行服务社区、中小企

业、“三农”的定位，发挥独特的渠道优
势和协同优势，不断提升服务实体经
济和中小企业、民营企业的能力和水
平。

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加快发
展农村电商。坚决履行好央企的政
治责任和社会责任，助力国家打好
三大攻坚战，服务好雄安新区和“一
带一路”建设。全面贯彻落实好习
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光山考察工作时
的重要指示精神，加快邮政农村电
商发展，积极构建农村电商发展生
态圈，加快农村快递物流配送体系
建设，打通“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
乡”双向通道，助力精准脱贫。

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
内生动力。近年来，中国邮政通过不断
改革创新，运邮方式从主要依靠铁路运
输的干线组网模式，发展到汽车、飞机
乃至无人机、无人车运邮；作业方式从

人拉肩扛的手工操作，发展到自动化、
智能化；从传统邮政企业，发展到既经
营邮政基础性业务，又经营现代金融、
快递物流业务和电子商务的企业集
团。当前，现代科技迅猛发展，市场环
境不断变化，我们将以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主线，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中
心，进一步深化改革创新，增强企业发
展活力。加快集团公司制改制，推进邮
储银行A股上市和中邮保险、中邮科
技、中邮速递易引战混改。加强互联
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和邮政业
务深度融合，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方
式、企业管理、业务服务创新。

进一步扩大开放合作，提升企
业竞争能力。坚持以开放的心态、
合作共赢的理念，立足国内、放眼国
际，通过引进来、走出去，整合内外
部资源，开创开放合作新格局，实现
强强联合、协同发展。不断加强与

政府部门合作，承接公共服务项目，
打造“进一家门，办多件事”的一站
式综合便民服务平台；深化与大型
企业集团战略合作，实现优势互补、
合作共赢。坚持以多边为框架、双
边为基础，加强与各国邮政的合作，
加快国际化发展步伐，提升国际市
场竞争力。

行程万里，不忘初心。中国邮
政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质量第
一、效益优先，坚持“主业要主、主业
要强”，遵循行业规律、市场规律、价
值规律，以客户视角、竞争视角、行
业最佳实践视角进行对标立标达
标，推动中国邮政高质量发展，打造
行业“国家队”，为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 刘爱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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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邮政

新中国成立70年来，

重庆相关题材多次入选国家名片，

尽展重庆人的自信与自豪。邮 票 上 的 重 庆邮 票 上 的 重 庆
庆祝第庆祝第5050届世界邮政日届世界邮政日

新中国第一枚铁路建设邮
票诞生。邮电部发行特5《伟
大的祖国》（第二组）邮票，其中
4-2为“成渝铁路”，图案为重
庆巴南（原巴县）的煤窑桥。

1952年

邮电部发行纪45《胜利超额
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邮票，其中
3-3“交通运输”，主图桥梁采用的
是重庆白沙沱长江铁路大桥。

1958年

邮电部发行T31《公路拱桥》邮票，
其中 5- 3 是“丰都九溪沟桥（石拱
桥）”。丰都九溪沟桥于1972年建成，
主跨径116米，是当时世界上跨径最大
的石拱桥。

1978年

邮电部发行1992-18《刘伯承
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刘
伯承（1892~1986），重庆开县（现开
州区）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
者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
事家，中华人
民共和国十
大元帅之一。

1992年

邮电部发行1994-18《长江三峡》邮
票。长江三峡是流淌在每个中华儿女心
中的山水画廊。

1994年

为纪念重庆直辖市成立一周年，邮
电部发行1998-14《重庆风貌》邮票。
1997年重庆直辖后，繁华的城市面貌，
畅通的交通网络，满眼的苍翠绿意，让
人喜悦与震撼。

1998年
聂荣臻同志诞生一百周年。国

家邮政局发行1999-19《聂荣臻同志
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聂荣臻（1899-1992），重庆江津
人，中华人民共和国著名革命家、政
治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
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
大元帅之一，为我国人民解放和日后
国防军事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9年
国家邮政局发行2000-7《长江公

路大桥》特种邮票，其中4-1为“万县长
江公路大桥”。万县长江公路大桥
1997年5月竣工通车，是长江上第一
座单孔跨江公路大桥，也是当时世界上
同类型跨度最大的拱桥。

2000年
国家邮政局发行2001-11《中国共

产党早期领导人（一）》邮票，其中5-2为
赵世炎。

赵世炎（1901~1927），出生于重庆
酉阳县，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

2001年

为庆祝重庆
直辖5周年，国家
邮 政 局 发 行
2002—13《大足石
刻》特种邮票全套
4枚，小型张1枚。

2002年

国家邮政局发行2007-6《李
可染作品选》邮票，其中6-1、6-4
两枚邮票为画家李可染抗战时期
在重庆盘溪国立艺专所作。

2007年

重庆直辖十周年之际，国
家邮政局发行2007-15《重庆
建设》特种邮票全套2枚，图案
分别为重庆新貌和重庆交通网
络。

2007年6月18日

国家邮政局发行2007-18《杨尚
昆同志诞生一百周年》纪念邮票。

杨尚昆（1907~1998），重庆市潼
南县(现潼南区)双江镇人，伟大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坚定
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国家和人民军
队的卓越领导人。

2007年7月5日

国家邮政局发行2007-28
《长江三峡库区古迹》邮票，其中
张飞庙、石宝寨、大昌古镇都在重
庆境内。

2007年10月13日
国家邮

政 局 发 行
2010- 4《梁
平木版年画》
邮票。梁平
木版年画是
重庆市梁平
县(现梁平区)
境内人民群
众为庆贺年
节而印制的
一种民间绘
画，属于民间美术梁平“三绝”（竹帘、
年画、灯戏）之一，至今约有三百年历
史，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2010年

国家邮政局发
行2013-12《中国古
镇》（一）邮票，其中
第二枚邮票为重庆
市合川涞滩镇。

2013年

中国邮政发行2014-20《长
江》特种邮票一套9枚，其中第二
枚“山水重庆”为重庆渝中半岛，
第三枚“三峡奇观”为白帝城、巫
峡、瞿塘峡风光。

2014年

中国邮政发行《中国恐龙》特种邮
票1套6枚，小型张1枚。其中6-2为

“永川龙”，小型张为合川马门溪龙。

2017年
中国邮政发行《中俄建交七十

周年》纪念邮票1套2枚，其中第一
枚为“长江·朝天门长江大桥”。

2019年10月2日

中国邮政将发行《大美重庆》
专用邮资主图。这是继2017年发
行《魅力重庆》邮资主图以来，再一
次发行的重庆地方风景文化邮资
主图。

2019年10月16日

注：设计图稿，以最终正式发行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