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 本地·综合

2019 年 9 月 11 日 / 周三
编辑：李兵

荆城快递业：伴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荆门晚报记者 胡于梅 通讯员 刘立君

从前车、马、邮都慢，在鸿雁传书的日子
里，人们习惯了等待。 如今，随着电商经济
的崛起，快递业也发展迅猛，为我市群众带
来了便利。
市邮政管理局数据统计，2012 年，我
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为 355.86 万件；
2013 年 ， 我 市 快 递 服 务 企 业 业 务 量 为
792.71 万件；2014 年， 我市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为 1845.86 万件；2015 年， 我市快
递服务企业业务量为 2739.84 万件；2016
年， 我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为 4341.71
万件；2017 年， 我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
为 5922.26 万件；2018 年， 我市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为 7991.7 万件。 随着业务量的
增大，业务收入也逐年增加。我市快递行业
进入了迅猛发展的快车道。
昨日上午 7 时许， 在城区月亮湖路的
一家天天快递运营点， 张峰和快递员们正
快速分拣着快递包裹。“今天量还不算多，
去年‘双十一’期间那才叫多，我一天最少
要送 300 件。”他笑着说。说话间，100 多件
快递包裹已在张峰脚下堆成小山， 这是他
当天要派送的快递。
在我市， 像这样的快递营业点还有很
多。市邮政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我市已备
案的快递网点数量一直呈现上涨趋势，如

2012 年全市备案的快递网点有 300 家，
2013 年全市备案的快递网点有 420 家，
2014 年全市备案的快递网点有 680 家，
2015 年全市备案的快递网点有 987 家，
2017 年全市备案的快递网点有 1265 家，
2018 年全市备案的快递网点有 1626 家。
新中国成立 70 年， 特别是改革开放
40 年，全市邮政体制改革持续深化、行业发
展活力充分释放。 我市先后完成了邮电分
营、政企分开、完善省级以下邮政监管体制
改革等重大改革任务，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
行业管理体系。 全市邮政业发展规模不断
壮大、实现跨越式发展。 我市的快递业务收
入由 2012 年的 3472 万元增长到 2018 年
的 3.34 亿元，增长了近 10 倍，快递业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在服务
荆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截至 2018 年， 全市备案的快递企业
数量有 54 家，包括湖北顺丰速运有限公司
荆门分公司、荆门诚信中通快递有限公司、
荆门申通快递有限公司、 荆门天天快递有
限责任公司、 武汉宅急送快运有限公司荆
门分公司、湖北鹏万里快递有限公司、荆门
向飞物流有限公司等。
数据背后， 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快递从
业人员的忙碌， 更是荆城快递行业的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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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当今人们的消费方式逐渐改变，对不
同产品的需求逐渐攀升， 网络消费恰恰满
足了这一需求。随着需求者的变化，商家的
竞争从线下开拓到线上， 快递行业在这场
变革中充当了“
桥梁”。 正因为荆城快递行
业的日渐发达， 网络消费才得以向荆城各
个领域、各个角落逐渐延伸。
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负责人表
示， 现在我市快递业务总的情况就是进口

量大出口量少， 增长速度快。 2018 年跟
2012 年同期相比，全市快递服务企业业务
完成量是 2012 年的 22 倍，预计未来还会
保持增长势头，增长速度可能会更快。

数说荆门之绩

关于钟祥市 163 家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遗失公告
根据鄂农发 〔2019〕13 号和钟农经
文[2019]11 号文件精神，拟注销一批农
民专业合作社， 以下 163 家农民专业合
作社营业执照遗失，特此声明。
钟祥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局
2019 年 9 月 10 日
正本遗失合作社

钟祥市元丰秸秆综合利用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长寿镇廖湾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叶青蔬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明浪油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植喜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魏家堰农田灌溉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安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冷水镇昌盛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顺山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汉景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石牌镇胡冲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华伟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珍珠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黄金良种核桃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江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副本遗失合作社

钟祥市华宏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山河花生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大宏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周岗腾飞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华富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金稻优质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官坡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石桥鱼业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铜钱山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鸭湖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鹤龄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旧口镇德茂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新河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刘集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紫茵红特农产品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莉兵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高家冲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慧山花卉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轻松领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官庄湖朝祥生态虾稻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正副本遗失合作社

钟祥市直河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兆发农机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永祥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应雄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应亮农机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洋帆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文志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世林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全满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金凤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国刚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钟祥市李庙养牛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长寿镇亮财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聚农丰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长寿镇连欢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新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邦明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财旺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高升大豆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志合油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毛套油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明红蔬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顺旺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三喜油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大贵蔬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同心蔬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金岗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湖山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黄泥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向岗稻谷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乡源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壕沟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双河镇卫东玉米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祥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石龙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银桥农机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双河镇贺琳花卉苗木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龙生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翔宇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双河镇易明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旺嘉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利农蔬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瑞鑫养牛专业合作社

正副本遗失合作社

钟祥市凤祥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远文养鸭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汉鑫牧业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南方养兔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文集幸福水果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友缘沼气专业合作社
湖北省和之鲜蔬菜专业合作社联合社
钟祥市雷兴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冷水共兴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冷水郑湾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八姓庙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马祠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石岗水产品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石牌镇唐滩农机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石牌镇雨霖农机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唐李湖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王易湖水产品养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伍冲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湖北昌融农特经贸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保堤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兴牧肉牛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旧口花园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湘南黄花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舒台沙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旧口义农沙梨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荣诚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润发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惠万家农技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旧口镇联获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富民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永红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皇乡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旧口镇新希望农机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曹寨麦冬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明功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陈营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清波小麦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亿兆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西沟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新村黄豆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五经油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杨营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十二里河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正副本遗失合作社

钟祥市鼎鑫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科信油料作物生产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真味香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李官桥大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全太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柴湖镇惠泽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大洪山花生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星光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湖北钟祥润涛新牧炬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爱平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强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唐陈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建华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光勤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安能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秋水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克祥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欣农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顺福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凤凰山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正坤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栎树湾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月池泉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保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九里钟荆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雄狮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乐哈哈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南福龙虾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祥泰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绿叶青枝机械植保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楠淋獭兔养殖专业合作社
湖北农谷长寿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联合
社连家沟小区蔬菜直销店
钟祥市诚龙养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家江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蒲京蛋鸡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德金蜜蜂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永龙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同发牲猪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海兵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磊富棉花种植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润时山羊养殖专业合作社
钟祥市兴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