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y我们的节日·中秋节

快递量激增
消费市场活跃

分拣、打包、装车、发货……
9月 18日 10时 30分许，中国邮
政三亚邮件处理中心一派繁忙
景象。记者看到，在该中心的
各分拣区内，各类邮件通过机
器自动分拣和人工分拣后，整
齐摆放以待发货。

“这几天一天要扫描 10000
个包裹左右。”正在传送带垛口
处认真扫描、分拣快递包裹的
工作人员黎炳麟告诉记者，假
期的忙碌对于他们来说已司空
见惯，为将快递包裹及时送达
客户，他们加班加点，丝毫不敢
懈怠，生怕“拖了后腿”。

“中心每天收件 40000件左
右，发件5000件左右，中秋前夕
邮政快递包裹日均进出口业务
量同比增长 35%。”中国邮政集
团有限公司三亚市分公司运管
部主任钟鸿睿介绍，省外收发
邮件主要来自广东、浙江等电
商比较发达的省份，三亚寄往
各省的邮件主要是以离岛免税
品为主，主要寄往东北三省一
带。

9月17日 7时30分许，在顺
丰速运荔枝沟网点内，各种快
递包裹堆积如山，快递小哥们
正忙碌不停。“我们网点每天大
概收发 4000 件，快件量比平时
增加了 30%。”主管杨帆介绍，
节前该网点寄件主要以月饼、
水果等礼品为主。

“公司在三亚每天的收发量
约30000多件，中秋假期高峰相
比2020年预计同比增长50%左
右。”海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公
共事务部经理梁启丽表示，通
过繁忙的快递行业，可以看出
三亚消费市场活跃，经济活力
十足，经济复苏较快。

快递企业多措并举
确保“收得进、投得出”

快件业务量的激增，让三亚
各大快递企业的快递小哥忙并
快乐着。记者走访发现，中秋
假期前夕，快递小哥几乎每天
都是早出晚归连轴转。

“不敢压货太多，心里会发
慌。”邮政快递员韦正东说，这
几天他每天派件量近 300 件，
中午小憩也成为一种奢侈，但
能以最快的速度将包裹送到市
民手中，就是最开心的事。顺
丰快递小哥陆新也忙得不可开
交，每天派件量也达到 260 多
件，忙时便在路边吃个快餐，
而后接着送货，直到晚上 8 点
左 右 ，才 能 将 当 天 的 包 裹 派
完。

快递业务量激增，三亚各大
快递企业如何应对？钟鸿睿介
绍，为应对节前快递业务量增
长，三亚邮政组织召开旺季生
产动员会，并制定旺季生产保
障方案，确保快递包裹“收得
进、投得出、不爆仓、不积压”，
为社会、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服
务。在线路上，新增11条邮路；
在人员储备上，邮件处理环节

增加 30人，执行 24小时作业模
式，投递环节增加42人，并组建
30 人应急投递队伍。同时，充
分利用村邮站和邮快驿站作为
快递包裹代投点，有效破解农
村投递难题。

“海南顺丰已经提前制定了
高峰预案，以确保中秋期间客
户服务质量高效稳定。”梁启丽

介绍，中秋节期间，为了保证时
效，顺丰对时令产品进行了重
点监控，从出厂打包到最终派
送，全程实施重点监控跟踪，让
老百姓以最快的速度吃上最新
鲜的食品。同时通过招聘快递
员、引进小时工等方式储备人
员，并利用自有车辆以及外包
车辆充分储备运能。

本报讯 (记者 胡拥军) 记者昨日从三亚市旅文
局获悉，中秋节期间，该局成立专项工作小组对全
市旅游酒店、景区、乡村民宿开展节日安全生产、疫
情防控检查工作，营造平安和谐稳定的节日环境。

检查组先后前往鸿洲游艇码头、大东海酒店、国
光豪生酒店、康年酒店、天涯海角游览区、南山文化
旅游区、大小洞天景区等旅文企业就安全生产、疫情
防控具体落实情况进行督导检查，要求各旅文企业
要提高思想认识，落实各项疫情防控举措，确保疫情
防控工作扎实细致；积极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
工作，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妥善做好舆情投诉处
理工作，维护三亚旅游形象；强化产品供给和服务提
升，满足游客不断变化的需求，全面激活市场活力；
以三亚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考核为契机，加大健康文
明出游宣传力度，让安全出游、文明出游蔚然成风，
不断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和三亚城市形象。

据了解，在中秋节最热门旅行目的地排行榜
中，三亚位列前十名。无论是预订客流还是实时客
流，三亚各旅文企业都迎来了不同幅度的增长。为
确保旅游市场平稳运行，市旅文局节前召开了2021
年中秋国庆假期旅文行业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专
项工作部署会，对安全生产和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进
行了重点部署；发布假期安全出行温馨提示，提醒
游客做好防护，舒心出游：安排疫情防控辅导员上
岗，督查景区、酒店落实各项防控措施，为假期提供
更加优质的服务。

登高健身迎中秋

快递收发量猛增 快递小哥“连轴转”

三亚假日快递经济火热 消费市场活跃
本报记者 符吉茂

9 月 17 日晚 8 时
许，派件一整天的顺
丰快递小哥陆新终于
停下忙碌的脚步，点
上一份美味的晚餐犒
劳自己。一个多星期
来，他几乎每天“连轴
转”。陆新开玩笑称，
中秋临近，快递小哥
不是在送快递，就是
在送快递的路上。

连 日 来 ，记 者 走
访 各 大 快 递 企 业 发
现，中秋假期前夕，三
亚 快 递 企 业 业 务 繁
忙、快件收发量激增，
一些快递企业甚至面
临“满仓”压力。各大
快递企业通过增加人
手、加班加点、制定保
障方案等方式，以应
对节前快递业务量的
增长，确保服务质量

“ 不 掉 队 ”“ 不 拖 后
腿”，及时将快递包裹
送达客户。业内人士
表示，通过繁忙的快
递行业，可以看出三
亚消费市场活跃，经
济活力十足。

三亚开展节日安全生产
疫情防控专项检查

吉阳区

情暖中秋节“走实”又“走心”
本报讯（记者 杨洋）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把

暖心服务落到实处，积极为群众排忧解难，在寻常
小事中铸就百姓真情。连日来，吉阳区旅游和文化
广电体育局、区乡村振兴局联合海南智联管理咨询
服务有限公司、海南众泰生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两
家爱心企业开展“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送温暖”
迎中秋慰问活动，为罗蓬村建档立卡户、低保特困
户、大病户等 140 余户村民送上中秋月饼，真正让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实”又“走心”，走进
群众心坎里。

收到慰问的困难群众露出喜悦的笑容，连声道
谢说一定会通过自己勤劳的双手，努力改变生活状
况，实现稳步增收，创造美好生活。

据悉，为村民提供“小微服务”是吉阳区深入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的生动实践。为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吉阳区紧紧围绕广大群众的实
际需求，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为民办实事的
具体事项，切实提高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今年的中秋感觉很不一
样，因为我也成了海南自贸港
建设的参与者之一，能见证海
南腾飞，感觉很自豪。”来自河
南的李晨是中服三亚国际免税
购物公园收银主管，今年第一
年在三亚过中秋，和同事们坚
守在岗位上。

“不想错过海南自贸港建
设的机遇，去年便辞了工作来
到三亚。”从落地三亚到办入职
手续，李晨顺利地加入了自贸
港“建设大军”。在工作中，李
晨不仅要负责收银的工作，还
要当好自贸港宣传员的角色。

“工作中遇到外国游客不理解
离岛免税政策时，我就给他们
当翻译，和他们沟通，让顾客的
购物之旅更顺畅、更舒心。”几
年累积下来的工作经验给李晨
最深的体会是：无论做什么工
作都要认真细心，也要不断学

习更多的知识，才能更好地服
务市民游客。

今年李晨在三亚过中秋，
直言不觉得孤单，虽没有亲人
陪伴，但公司很暖，提前给员工
发放月饼等礼品，可以邮寄回
老家孝敬父母，和同事们一起
坚守岗位，这样的陪伴也很有
意义。“我的生日刚好挨着中秋
节，今年很发自内心的一个愿
望就是希望疫情不再，无论人
在哪，都能顺利回家团圆。”李
晨笑说。

“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
公园二期即将亮相营业，我们
未来发展空间会更大。”李晨表
示，公司为员工的成长给予了
很大支持，也创造了大量的机
会，未来将继续提升自己的专
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在海南自
贸港建设的浪潮里乘风破浪，
勇往直前。

中服三亚国际免税购物公园收银
主管李晨：

异乡过佳节
唯愿月圆人安

本报记者 刘盈盈

“您带孩子在海里游泳，一
定要看好孩子……”9月 17日上
午，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三亚市
公安局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副
所长周小卫如往常一样在三亚
湾巡逻，一发现游客有异常情
况，便上前叮嘱。对他而言，群
众平安过节，比什么都重要。而
他为了让群众平安团圆，却连续
11 年未与父母过上一个佳节
……

17日上午，已连续值两天班
的周小卫下班后，特意叫上一名
辅警一起驱车到三亚湾看看。
踏着细软的沙滩，头顶烈日，周
小卫沿着长长的海岸线，一步一
步巡逻在三亚湾。记者观察，仅
仅几分钟，周小卫与同事的脸上
已渗出细小的汗珠，警服也开始

出现汗渍的痕迹。“无论刮风下
雨，还是严寒酷暑，我们每天都
巡逻在三亚湾一线，确保广大游
客及市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周
小卫说，友谊派出所所管辖的海
岸线有 2.3 公里，每天从早到晚
都有大量的游客与市民来此游
玩，为此该所成立巡逻队，每天
组织人员固定在海边进行巡逻
防控。

“你看，游客把包包扔在这
里，却跑到那边去玩。如果有人
把包包顺走了，如何是好？”当周
小卫看到几名游客把随身物品
扔在远处无人看管后，便立即走
过去提醒游客要妥善保管好随
身物品。“您与孩子在海里游泳，
一定要注意安全，莫让孩子被海
水呛着了！”见一名游客带孩子

在海里游泳，周小卫提醒家长千
万要看好孩子，让孩子到安全地
带玩耍。“那边还有几名游客在
游泳，咱们走过去提醒他们一
下。”为了游客们的安全，周小卫
又迈着坚毅的步伐，向远处走去
……

“今年中秋怎么过？回去与
父母团圆吗？”“我已打电话给
父母了，提前祝福他们中秋快
乐……”在与周小卫的交谈中，
记者了解到，今年 35 岁的周小
卫 自 2010 年 3 月 入 警 ，11 年
来未与远在安徽老家的父母过
上一个佳节。特别是在友谊派
出所工作这 4 年，他更是深深
地体会到基层民警的不易：万
家团圆的时刻，就是警察值班
备勤的日子；只有让群众满意
地过节，他们才能放心地露出
笑脸。

如今，女儿“糖豆”已经 5岁
了，知道爸爸工作忙经常不回
家，自己还学会发微信视频问
他：“爸爸今天值班吗？今晚回
家睡觉吗？”孩子的话很简单，让
他对父母及家庭有些愧疚。幸
好，爱人小诺理解他，给他极大
的支持，这才让他放心地坚守在
工作的岗位上。“这就是警察的
工作，每一位奋战在一线岗位的
民警都这样。为了千家万户平
安团圆过佳节，他们一个个‘舍
小家顾大家’，默默地奉献出青
春与年华……”周小卫说。

三亚市公安局天涯分局友谊派出所副所长周小卫连续
11年未与父母过中秋,对他而言——

群众平安过节，比什么都重要
本报记者 吴英印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9 月 19 日，为庆祝我国
第十三个全民健身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加强全民健身宣传，三亚开展以登高为主题的
健身活动，奏响全民健身号角，打造健康向上的城
市文化，带动社会公众形成自觉锻炼、主动健身、追
求健康的良好风尚。

据了解，为做好疫情防控，参与人员需提供健
康码及大数据行程卡，同时为避免人员聚集，现场
以团队形式分区、分时出发方式进行。

当天上午 7 时，300 余名登山爱好者齐聚临春
岭森林公园，沿登山栈道一路上行，途经凤凰林、半
山揽月、瞭望塔等观景点，到达公园最高处逐鹿台，
全程约2公里。

本次活动由三亚市人民政府主办，三亚市旅游
和文化广电体育局承办，海南省登山协会协办。

检查人员在游艇码头开展检查。
本报记者 胡拥军 摄

登山爱好者在临春岭森林公园参加登高
健身活动。 本报记者 张慧膑 摄

李晨（右一）与顾客合影。周小卫（中）和同事在三亚湾巡逻，提醒游客妥善保管好
随身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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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邮政三亚邮件处理中心工作人员在分拣快递包裹。 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顺丰快递小哥正在分拣快递包裹。本报记者 符吉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