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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度湖南省邮政普遍服务监管报告

2021 年，湖南省各级邮政管理部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邮

政快递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国家邮政局

决策部署，按照“服务全领域、激活全要素，打造双高地、

畅通双循环”工作思路，不断推进湖南邮政普遍服务高质量

发展。

一、总体情况

（一）业务规模。2021 年，全省邮政普遍服务业务量完

成 11.61 亿件，同比增长 14.78 %；业务收入完成 19.46 亿

元，同比增长 12.70 %。其中函件业务量 0.17 亿件，报刊业

务量 6.62 亿件，汇兑业务量 7.8 万笔，包裹类业务量 4.81

亿件。

（二）营业服务。截至 2021 年底，全省共有提供邮政普

遍服务的邮政营业场所（以下简称“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

所”）2674 处。其中，设置在农村地区的共 2177 处，占 81.41%，

所有网点均开办四项法定业务。全省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

平均服务半径为 5.02 公里，网点平均服务人口为 2.48 万人，

服务半径和服务人口保持稳定。

（三）投递服务。全省城市地区实现每日投递频次不少

于 1 次；所有乡镇政府所在地每周投递频次达到标准规定的

每周 5 次及以上；全省建制村实现全部直接通邮，全部实现

每周投递 3 次以上，其中 6989 个建制村实现每周投递 5 次

以上。

（四）邮件时限。信件寄递方面，同一城市城区间次日

内送达比例为 97.24%，2 天内送达比例为 99.08%；省内 3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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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送达比例为 96.69%，5 天内送达比例为 98.51%。包裹寄递

方面，同一城市城区间次日内送达比例为 93.48%，2 天内送

达比例为 95.24%；省内 3 天内送达比例为 96.02%，5 天内送

达比例为 97.10%。邮件时限指标均能够达到标准要求。

（五）特殊服务。2021 年，机要通信实现安全平稳运行，

确保了国家秘密载体传递安全保密万无一失。党报见报时限

水平总体向好，全省 122 个区、（县、市）党政机关实现《人

民日报》均能实现当日见报。义务兵平常信函和盲人读物寄

递服务有效保障，2021 年，共寄递义务兵平常信函 232 件，

盲人读物 64 件。

（六）邮票发行销售。2021 年，全省纪特邮票销售网点

数量保持稳定，121 个网点承担了 29 套次的纪特邮票发行销

售任务。圆满完成《辛丑年》、《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等重大题材纪特邮票发行销售任务。从整体来看，湖南省各

级邮政企业严格按照《邮政法》、《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开展邮票发行销售工作，在规范销售

服务、改善网点环境、提高服务质量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有效

的措施；在保障邮票发行有序的同时，注重用户体验，持续

提升服务质量与水平；在弘扬集邮文化方面，通过开办主题

邮展、举办集邮研讨会、组织集邮文化进校园等活动扩大了

邮票发行影响、提升了集邮文化品位，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

展现国家建设成就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服务评价。2021 年，湖南邮政企业践行“人民邮

政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持续加大普遍服务投入，着力优化

普遍服务供给质量，继续强化内部服务质量管控。从总体来

看，湖南邮政普遍服务基础设施得到进一步改善，普遍服务

能力持续增强，普遍服务水平稳中有升，较好地满足人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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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新时代用邮需求，助力了乡村振兴战略，服务了湖南经济

社会发展。

二、民生实事

（一）服务乡村振兴。2021 年，培育邮政“一市一品”

农特产品出村进城项目 75 个，带动农产品销售额 19899.17

万元，产生邮政包裹业务量 1275.2 万件。农特产品业务惠

及 716 个乡镇、19959 户农户，带动农民增收 9816.98 万元。

加快建设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邮乐购站点达 3.4 万个，其

中优质站点 1.38 万个，实现对乡镇和行政村的全覆盖，为

群众提供了商品销售、农产品进城、便民缴费、快递收投、

普惠金融等多项业务服务。

（二）推进邮快合作。深化邮快合作，提升快递进村比

例。全省14个市州15567个建制村实现邮快合作“渠道通”，

村级覆盖率64.85%。全省邮政企业累计代投民营企业快件

453.34万件，同比增长338%，累计代收3.44万件，同比上升

46.3%。

（三）政务便民服务。警邮合作实现区县级全覆盖，198

个局所开办了交管业务。1501 个局所开通税邮合作业务，代

征代缴税款 2.39 亿元。政邮合作实现市县两级政务大厅全

覆盖，全年办理政邮合作业务 185.77 万件。医邮合作有了

新突破，全年为医疗机构、药店寄递医疗用品 654.4 万件。

圆满完成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中央巡视信箱寄递等保障任

务。

（四）绿色邮政建设。湖南邮政企业深入实施国家邮政

局“2582”工程。2021 年，全省邮政企业使用新包装箱 18

万个、免胶带箱 2 万个、可循环快递箱（盒）1.56 万个；电

商邮件不再二次包装率达 98.07%；设置标准包装废弃物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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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的营业、揽投网点新增 20%；全年可循环中转袋使用比

例达 93.18%；邮政快递包裹、标准快递一联面单使用率分别

达到 98.2%、94.9%，均已达到“2582”工程目标。全省邮政

企业新能源车辆使用比例达 80%，一级干线正班往返邮路甩

挂运输占比达到 100%。

三、服务保障

（一）政策支持。2021 年，全省邮政管理部门充分发挥

“有为政府”作用，为企业争取政策支撑。省局邮政管理局

与省发改委、省交通运输厅联合出台《全省客货邮融合发展

试点工作实施方案》，以县市区人民政府为试点的责任主体，

坚持政府引导，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整合

多部门资源，实现多网融合，探索农村客货运、快递、物流、

电商等“一网多用、一站多能、多点合一、深度融合”的新

模式。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全年为邮政企业争取政策文件 11

件，其中省级 4 件、地市级 5 件、区县级 2 件，为邮政事业

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二）资金支持。2021 年，中央财政给予的湖南省邮政

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补贴 22356 万元；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

司给予建制村直接通邮补贴 132 万元；省、市邮政管理部门

为邮政企业争取地方补贴资金 431.76 万元。

（三）设施建设。邮政基础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形成

了以 3 个省际中心、6 个本地中心、26 个出口集包中心为核

心的省内邮运网络。“十四五”中央预算内投资邮政寄递工

程建设项目有序推进，被纳入项目的长沙邮件处理中心工程

项目按要求开工建设。全省邮政基础设施条件进一步改善，

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服务能力进一步增强。

四、服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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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政审批。2021 年，邮政管理部门共受理邮政企

业撤销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申请 3 件，批复同意 1 件；受

理邮政企业停止办理或限制办理邮政普遍服务和特殊服务

业务申请 0 件；受理邮政企业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申请 2

件，同意 2 件。

（二）备案管理。2021 年，全省邮政管理部门共接受邮

政企业备案 6726 件，其中备案新增邮政普遍服务营业场所 1

处、信息变更 6073 件、就近迁址 69 件、暂时停限办 350 处、

节假日调整营业时间 233 件。

（三）监督检查。2021 年，各级邮政管理部门不断强化

邮政服务质量监督管理，共开展监督检查 2426 人次，实地

检查场所 979 处次，视频检查 538 处次，下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 243 份，约谈告诫 22 次，做出行政处罚 4 起，处罚金额 6

万元。

（四）社会监督。至 2021 年底，全省共聘请邮政特邀

监督员 132 名。全年开展社会监督 5278 人次，走访用户 3803

人次。全年邮政特邀监督员共反馈邮政企业问题 45 条，邮

政企业完成整改 45 条，整改率 100%。

（五）申诉处理。2021 年，湖南省邮政业消费者申诉中

心受理消费者对邮政服务的申诉 518 件，其中有效申诉 3件，

同比下降 33.3%。消费者对政府申诉处理满意度和对邮政企

业申诉处理满意度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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