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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下简称《邮政法》）和《邮票发

行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是我国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工

作的主要法律依据，规定了邮票发行及监督管理的具体内容。

2022 年，湖南省邮政管理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深

入贯彻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邮政业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依法履行邮票

发行监督管理职责，进一步加大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力度，主动服务国

家大政方针,密切配合国家重大事件活动，圆满完成全年等纪特邮票

发行监管任务。湖南省各级邮政企业不断加强服务质量管理，规范提

供邮票销售服务，邮票发行销售质量保持稳定。总体来看，2022 年

湖南省邮票发行销售情况良好。

根据《办法》第五十九条，湖南省邮政管理局编制了《2022 年

度湖南省邮票发行监督管理报告》，现予发布。

一、邮票发行总体情况

（一）邮票销售网点

2022 年，我省共有纪特邮票销售网点 121 个。其中：能够提供

预订服务的网点 121 个，能够提供零售服务的网点 121 个，设置在县

及县以下的网点（含预订和零售）85个。

2022 年，我省纪特邮票销售网点新增 0 个，撤销 0 个，名称或

者地址变更 0 个。

（二）邮票选题

2022 年，我省邮政管理部门未收到邮票推荐选题。

（三）集邮文化建设

2022 年，我省各级邮政管理部门和邮政企业聚焦邮票文化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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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属性，开展了丰富多彩的集邮文化活动。

一是组织新邮首发式。5月底，省邮政管理局、省邮政分公司与

岳阳市人政府共同举办了“洞庭天下水 岳阳天下楼”《洞庭湖》特

种邮票首发式暨环洞庭湖集邮文化展。9月初，省市邮政管理局、省

市邮政分公司与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共同举办了《中国现代科学家—袁隆平》纪念邮票举行首发仪式，省

人民政府副秘书长、袁隆平院士夫人等出席邮票首发式。

二是举办“集邮文化”周。三季度，我省邮政企业围绕“少邮所

学、心邮健康、乐邮胜景、畅邮文脉、悠邮科学、以邮会友”6 大主

题组织开展 2022 年度“集邮文化周”活动。全省各级邮政企业通过

邮展、直播互动、文化联谊会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集邮文化

活动四十余场，进一步扩大了集邮文化影响，彰显了集邮文化魅力。

三是组织集邮文化沙龙。怀化市集邮协会组织以邮会友活动，对

优秀集邮作品给予评比表彰；岳阳市集邮协会组织“洞庭湖伴话邮情”

暨“长株潭岳集邮沙龙第 72 次联谊会”；湘潭市邮政分公司在韶山

组织“随着邮票去旅游”集邮沙龙。通过组织线下活动，为广大集邮

爱好者提供了交流平台。

四是开展集邮文化进校园。长沙市邮政分公司创办《麓枫萌邮》

校园期刊，成为湖南省首份青少年集邮教育主题刊物，在中南大学附

属小学麓枫少年邮局举办“集邮与少年（少邮所学）”活动，该少年

邮局获“先进基层集邮组织”称号。张家界市邮政分公司组织了“少

儿书信”比赛及明信片设计大赛；株洲市邮政分公司在湖南工业大学

举办了“风华七十载 奋进新株洲”集邮展及集邮知识讲座；湘潭市

邮政分公司与湘潭大学联合举办“祖国成就”一框邮集展览。通过推

动邮政与校园之间的建联共建，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邮票，为集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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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培养后备力量。

五是拓展宣传渠道。省集邮协会全年编印会报 5期，充分发挥舆

论导向和集邮文化的传播引领作用，突出宣传重点工作和集邮界热

点，扩大集邮文化的影响力。各市州集邮协会进一步发挥邮协宣传骨

干写稿的积极性，宣传的广度和效果明显增强。

六是抓好学术研究。省集邮协会组织开展了“庆祝中华全国集邮

联合会成立 40周年”为主题的集邮学术研究活动，共收到论文 26篇，

选送作品参加全国集邮联论文评比，获得纪念奖论文 4 篇。

二、邮票发行业务经营情况

（一）纪特邮票销售

1.信息公布

2022 年，我省邮政企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在新邮发行前，

通过在营业厅通过张贴发行公告和跑马屏滚动等方式公示新邮销售、

零售品种、数量等信息。遇印厂交邮时间延迟、疫情影响交通管制等

特殊因素导致新邮无法按点销售情况，邮政企业提前在营业厅张贴公

示公告，向社会公众说明相关情况并确定销售日期。

2.销售宣传

2022 年，我省邮政企业除了采用传统宣传方式外，多举措提升

宣传成效。一方面，丰富宣传渠道。利用用微信公众号推送、朋友圈

广告投放、直播营销等新模式，促进邮票销售宣传工作与新媒体接轨。

另一方面，丰富宣传内容。贴合一线营销需求，推出适用于微信朋友

圈宣传的长图海报、九宫格海报、动态海报等。

3.网点服务

2022 年，我省邮政企业按照《邮政法》《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强化对纪特邮票特别是重点邮票销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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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管理。各销售网点在发行首日通过加派安保人员、采取叫号排队

等方式确保销售现场秩序。疫情防控期间，指定专人负责扫码、测温，

维持“一米线”，确保了邮票发行首日平稳有序。

（二）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销售情况

2022 年，我省邮政企业未申请、制作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

销售了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制作的“2022 年生肖邮票金”、“2022

年生肖邮票金砖”等 2种仿印邮票产品。

（三）自律自查

2022 年，省邮政分公司进一步规范邮票发行工作，组织开展了 4

次自查：

1、1 月 4日开展了 2022 年生肖邮票销售自查活动，未发现违规

销售行为。

2、6月—7月开展了全省库房邮资票品安全大检查，对存在的问

题及时提出整改要求，并积极跟进监督整改。

3、9 月 15 日—10 月 15 日，省邮政分公司开展了全省合规经营

专项检查。经查，全省集邮专业资金归集、库房管理等方面均达标。

4、10 月 16 日开展了《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纪

念邮票发行销售检查，全省所有集邮网点均严格遵照相关规定开展销

售工作，无违规经营行为发生。

三、邮票发行监督管理情况

（一）行政审批和备案管理

1.仿印邮票图案审批

本年度，我省邮政管理部门未收到仿印邮票图案及其制品申请。

2.邮票销售情况报告

2022 年 12 月，省邮政分公司按《办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向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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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邮政管理局报告了全年邮票销售及管理情况，内容包括全省纪特邮

票销售网点、企业自律自查、集邮文化建设及下年度工作计划等。2022

年湖南省邮票预订销售收入 4728 万元，零售邮票销售收入 75万元，

共计 4803 万元。

（二）邮票印制与销售监督检查

1.邮票销售监督检查

（1）重点题材纪特邮票销售监督检查。2022 年，按照国家局统

一工作安排，对《壬寅年》、《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纪念》、《中

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等 3套全国性重点题材邮票开展了

监督检查，共组织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160 人次（其中省级邮政管

理部门工作人员 4人次，省以下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156 人次），

社会监督员 174 人次参与检查。从检查情况来看，邮政企业能够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法》《仿印邮票图

案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提供服务，用户对信息公布、网点秩序、

服务态度和邮票墨色、套印、打孔等情况较为满意。监督检查中，未

发现邮政企业存在提前销售、超面额销售、搭售等违规销售情况。

（2）日常监督检查。除国家局统一安排检查的全国性重点题材

邮票外，本省 14个省以下邮政管理部门共计对 14套次的纪特邮票开

展了监督检查。参与检查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73人次（其中省级

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0 人次，省以下邮政管理部门工作人员 73人

次），社会监督员 84人次。从检查情况来看，邮政企业能够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法》《仿印邮票图案监

督管理办法》等法律规章提供服务，未发现明显违法违规情况。

2.行政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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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我省各级邮政管理部门未向邮政企业下发责令改正通

知书，未进行行政处罚。

（三）社会监督员监督

2022 年，我省邮政特邀监督员开展邮票销售服务和印制质量社

会监督总计 1310 人次，查看纪特邮票销售网点 1000 个次，走访用户

3529 个，反馈社会监督报告 1000 份，反馈问题 2条，提出 0 条。反

映的具体问题如下：

1、常德市社会监督员反映《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五）》

销售不及时。经查，监督员反馈的未按时发售问题，系邮票发运时间

较晚未及时送达常德安乡县销售网点，接到监督员问题反馈后，常德

市邮政管理局督促邮政企业于发行日当日上午协调专车将邮票运送

到位并发售。

2、长沙市社会监督员反映邮票销售网点未正常营业。经查，涉

及的邮政营业所由于营业人员全部感染新冠病毒而暂停营业，邮政企

业已提前向长沙市邮政管理局履行报备手续，并对社会进行公告。

（四）用户申诉

2022 年，本省邮政管理部门没有收到涉及邮票发行的用户申诉。

（五）媒体报道

2022 年，本省邮政管理部门共处理媒体报道事件 0 件。

四、邮票发行工作总体评价

（一）邮政企业

1.2022 年邮票发行工作总体评价

2022 年，我省邮政企业认真贯彻落实《邮政法》、《集邮市场

管理办法》、《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持续规范销售

服务，不断改善网点环境，稳步提高服务质量。同时，注重讲好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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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洞庭湖》、《中国现代科学家—袁隆平》等湖南元素纪特邮

票成功发行。多举措开展集邮文化建设，通过方寸之间全面反映国家

生活各个方面的成就。从整体上看，我省邮政企业在疫情常态化条件

下，较好地完成了全年纪特邮票发行任务，满足了广大集邮消费者集

邮需求，促进了集邮市场健康发展。

2.存在的问题

一是部分邮票到票不及时。受印制、疫情管控等因素影响，导致

部分县级邮票零售网点到票时间较晚，此种情况较 2021 年有所增加。

二是热门邮票零售数量不足。根据现场用户的反馈，某些热门题材零

售数量不能满足客户需求。三是线上销售方式引导不够。目前，邮票

线上销售比例逐步增加，但是集邮爱好者年龄普遍偏大，部分用户对

邮票网上销售方式不适应。四是集邮文化宣传有待加强。除重大题材

和热点题材纪特邮票外，其他纪特邮票知晓度低，受众较窄，局限于

邮政网点、内部员工和集邮爱好者，对普通群众影响力不大。

3.工作建议

一是持续提高服务水平。从集邮用户的实际需求和用户用邮体验

角度出发，不断创新服务手段，努力提高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加强

内部管理和培训，建立完善自查自纠机制，拓宽邮票销售投诉渠道，

更好的倾听用户意见和建议。二是强化集邮文化的培育。利用线上线

下销售方式，进一步推广网站、微信公众号、等线上预约购买渠道，

扩大用户的覆盖面，通过创新方式吸引广大新生力量加入集邮群体。

三是加强纪特邮票发行前端调度。建议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加强对

印制、运输、发行销售的全环节管理，重点统筹邮票印制和发运，合

理把控关键环节时间节点，优化中间流程，减少由于邮票印制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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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不及时导致邮票不能及时到达零售网点的问题。

（二）邮政管理部门

1.2022 年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工作总体评价

2022 年，湖南各级邮政管理部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

《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为依托，以《壬寅年》、《北

京 2022 年冬奥会开幕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等年度重点邮票发行为主线，以“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

三位一体的监管体系为抓手，依法履职、勤勉尽职，全年邮票发行监

督管理工作高效有力，成效明显，确保了邮票发行工作的平稳有序，

为集邮文化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保障了广大消费者的用邮需求。

2.存在的问题

一是邮票发行监管力量不足。邮票发行工作政治性强，牵涉面广，

目前邮票发行监管力量主要以邮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为主、社会监督

员为辅，面对日益繁重的监管事务，邮政监管力量仍然薄弱，邮票发

行监管广度深度还不够，检查内容有限，检查方式单一，制约了整体

监管效能的提高。二是邮票发行监管专业能力有待提高。邮票发行工

作专业性强，执法人员对政策法规理解较深，但是对集邮文化、邮票

的鉴别等相关知识不够熟悉。三是监管手段创新不够。邮票发行监管

以实地检查、暗访等方式为主，远程视频监管、普服系统信息化应用

有待加强。

3.工作建议

一是创新监督管理手段，充分发挥邮票发行监管平台、“绿盾”

工程视频联网系统的效能，弥补邮票发行监管在监管力量、监管范围

方面的不足。二是强化监督队伍建设。通过集中学习与自主学习相结

合、线上培训与线下交流相结合的方式，提升邮政管理部门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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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法水平和业务管理水平，提高社会监督员监督能力，增强从业人

员的法律意识，不断巩固政府监管、社会监督、企业自律”三位一体

监管基础，提升邮票发行监督管理工作效能。三是加强监管执法。加

大对纪特邮票发行销售首日监督检查力度，在完成全年热门题材邮票

专项检查的基础上，按照“双随机一公开”要求，增加对非热门题材

邮票的销售情况的抽查，重点检查企业提前公示、按时销售等情况。

对于邮政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依法予以处置，通过传导执法压力，

督促邮政企业不断规范邮票发行销售工作，维护广大用邮群众的合法

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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