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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快递哥”
到
“掌门人”
崇阳青年庞进飞将土特产销往全国

■从单打独斗到 5 个分店

在崇阳县的一些偏远山区，农产
品销售一直被“卖难”困扰。城里有
需求，农村有产出，但很多优质农产
品难以及时买到城里。如今，农产品

电话:8182788
客户服务热线：
8182111

咸宁代表队
荣获团体铜牌

在崇阳县白霓镇，说起庞进飞，
大家都会竖起大拇指，那是因为他为
家乡做了很多好事。
然而，从打工仔到企业高管，从
快递哥到掌门人……在庞进飞背后，
那些精彩的创业故事，
却鲜为人知。
最令人赞叹的是，他让当地土特
产品搭上了“电商快车”，有了新的
“打开方式”。

■深山农产品卖出好价钱

6 月 28 日-7 月 29 日

地址:越通华府 1—106(城铁南站斜对面)
咸宁联合水务有限公司

省运会职工象棋赛落幕

记者 吴青朋 通讯员 王宁 张松

庞进飞今年 43 岁，在高中毕业
后，他南下深圳打工，在一家食品公
司上班，因为肯吃苦，加上勤奋，7 年
的时间他从最先的产品销售员，做到
了市场营销负责人，并多次受到公司
表彰，获得公司先进个人。
在一次上班途中，庞进飞要用快
递给其他地方的客户发货，今天寄出
去，明天就能收到，这种便捷的服务
很受人欢迎，这让他看到了快递市场
巨大的商机。
当年，庞进飞辞掉了这份别人羡
慕的工作，回到了崇阳县，做了一名
快递小哥。他用自己的积蓄买了一
辆摩托车，每天他骑着摩托车在崇阳
县城的大街小巷收件送件，一边送着
快递，一边做宣传开拓市场。一个星
期接到 2 个快递单子，他就觉得特别
开心，很有成就感，因为他的工作终
于得到认可了。
经过 2 年的发展，庞进飞的快递
业务有了很大起色，业务量除了县城
逐渐延伸到乡镇。从开始的一个人
单打独斗，发展到了有 2 名业务员和
1 名客服，业务量从以前的一二件扩
大到了 50 多件。
2009 年，由于业绩突出，庞进飞
成了中通快递崇阳县分公司的“掌门
人”。如今，他在崇阳城区有 5 个分
店，1 个 600 平米的快递分拣仓库，开
通了崇阳县所有乡镇快递网点，现有
员 工 50 多 名 ，每 日 业 务 量 达 到 了
1000 多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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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上
“电商快车”之后，有了新变化。
崇阳县高枧乡的村民张永恒是
直接受益者，他搭上互联网的“高速
公路”
，找到了一条致富新路。
高枧乡地处丘陵地带，山清水
秀，生态优美，盛产野生猕猴桃，但一
直不知在哪儿卖，没想到在电商找着
了。2017 年，张永恒让当地村民采
摘了 2000 公斤野生猕猴桃，通过庞
进飞牵手，利用他的快递平台，卖出
了 5 元一公斤的好价格，这些野生猕
猴桃被销售一空。
崇阳县港口乡村民庞应松以前
总担心自己的猕猴桃卖不上好价格，
影响家庭收入。庞进飞了解到他的
情况后，让他的猕猴桃遇见电商，猕
猴桃卖到武汉、上海等大城市，这让
他增收看到新盼头。
对于下一步的打算，庞应松信心
满满：
“第一年收入不错，接下来我还
要扩大种植和采摘规模。
”
“我还注册了自己的商贸有限公
司和网络科技公司，主要营销麻花、
炒米等当地土特产品。另外，崇阳县
各个乡镇有快递网点，有一些村民就
把鸡蛋、干货等农产品拿到我的网店
销售，通过自己的快递公司按时来收
件，并配送销往各地。”庞进飞介绍，
自从注册网店以来，他已经帮助农户
销售农产品 5000 公斤，直接帮助农
户人均增收 800 元。

是呈现出一派繁忙工作场面。工作
人员把崇阳小麻花、炒米称重、打包，
贴上发货单后发往全国各地。伴随
着快递网络在城乡之间的发展，以及
人们购买习惯的变化，崇阳当地特产
搭上了
“电商快车”
。
“我们力争做到客户当天下单就
当天发货，让客户第一时间收到货。
今天网上销售的崇阳麻花有 500 余
件，还有崇阳的炒米、雷竹笋等当地
特色产品。”据一位正在核对发货信
息的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崇阳县越
来越多的农特产品通过庞进飞的快
递平台被销售到北京、上海、深圳等
全国各地。
“现在的发货单都是崇阳的特
产。最主要的是崇阳的麻花，因为麻
花是崇阳的主要特色产品，每天都能
达到几百件，多的时候能达到几千
件。还有就是崇阳的炒米，在淘宝上
的销售也非常好，平时每天能卖上百
件，做促销活动的时候能达到 1 上千
件。
”庞进飞笑着说道。
据了解，近年来，崇阳围绕电商
发展，积极推进电商产业园建设，促
进传统销售方式转变，引入电商平
台，让当地的特色产品搭上“快车”、
身价大增。
到目前为止，崇阳电商企业发展
到 150 家，电商从业人员有 1300 余
人，网上交易额达 1.4 亿元。

■家乡土特产越来越受欢迎
在庞进飞的快递公司，车间里总

赤壁农商银行

开展“小小银行家”进校园活动
本报讯（记者叶和平 通讯员陈
志明 葛聪）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人
民币有哪些防伪标志吗？”
“如果遇到
假的人民币我们该怎么办呢？”7 月 2
日，在孩子们临近暑假之际，赤壁农
商银行莼川支行“小小银行家”进校
园活动走进赤壁市蒲圻第二小学。
在活动现场，支行工作人员用简
单有趣的方式向学生们展示了第五
套人民币造型，通过真假币实物对
比，使得学生们掌握辨别假币的能
力。
“银行的姐姐上课可生动了，教了
我怎么看人民币的真假，还教我点

钞，我还得到了奖品。”一个参加活动
的小学生告诉记者，他要把今天学到
的知识教给家里人
。据了解，本次进校园活动，湖
北赤壁农商银行共发放宣传折页
100 余份，参加学习的学生 80 余人，
湖北赤壁农商银行把金融宣传工作
作为一项长期性、经常性的工作来
抓，本次活动旨在培养孩子们“爱护
人民币、识别人民币、保护人民币”的
良好习惯，让孩子早接触人民币知
识，通过孩子带动家庭，使小家庭带
动大社会建立起“金融防火墙”。

本报讯（记者镇强 通讯员
黄德平）记者昨日获悉，省运会
职工象棋赛于 7 月 10 日在黄
石阳新江湾大酒店落幕，咸宁
城发集团象棋队以 11 胜 11 平
5 负总成绩获得团体铜牌。
据了解，经过九轮积分编
排赛，团体金牌、银牌、铜牌分
别由荆门市、武汉市、咸宁市获
得；
团体四至八名的代表队分别
是襄阳、孝感、黄冈、十堰、荆
州。获得地方组个人前八名的
是刘宗泽、
董正林、
杨建平、
陈汉
华、刘安、程敬超、王华章、王隽
龙。值得一提的是，
武汉三剑客
连续受挫于荆门外聘棋手杨建
平，失去了团体霸主地位，荆门
则首次获省运会团体冠军。
据介绍，咸宁队依然中坚，
上届团体第二，本届团体第三，
不失为一支作风硬，实力强，风
尚高的队伍。我市棋手程敬超、
王隽龙均以4胜4平1负的成绩
分别获得个人第6名、
第8名；
徐
飞3胜3平3负获第20名。

咸安区浮山办事处

深入开展
“清废行动”
本报讯（记者 王奇峰 通讯
员 刘洁 阮锦）伴随着挖掘机的
轰鸣声，咸安区浮山办事处龙
潭移民新村的生活垃圾被挖掘
清运出来……10 日，龙潭村移
民新村、胡腊西巷、铂金公馆
旁、孝子山、新村移居点等地共
清运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近
300 吨。
据了解，市突出环境问题
整治工作指挥部办公室于 5 月
下旬开展“清废行动 2018”专
项督查，浮山办事处辖区内 16
个村、社区积极行动，针对发现
的问题迅速行动，立行立改。
截止 7 月 11 日，浮山办事处已
全部完成整改并销号，清理建
筑、生活垃圾达 1268 吨，市级
固体废物达 6380 立方米。
据悉，浮山办事处将举一
反三，组织各村、社区开展自查
自纠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沿
河沿湖、道路沿线以及其它管
理薄弱区域，对发现的固体废
物堆存点分类做好清理整治工
作，营造
“碧水蓝天、清水绿岸”
的良好生态环境。

好男儿从军报国有担当，
全社会同心协力固国防！
有志参军的青年请关注“咸宁征
兵信息平台”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
8019206。
咸宁市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