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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今年“世界邮政日”的主题是“情系
万家，信达天下”。近年来，湖南邮政主动
融入我省“四化两型”“三量齐升”“四个
湖南”的建设征程，以推进“一体两翼”经
营发展战略落地为重点，构建“幸福湖南
邮政”，不断用“互联网+”升级邮政服务，
坚持电商服务、包裹快递、金融理财等多
种综合性便民服务。 现已在全省建设了
1.8万个一站式综合便民服务站。

我们不断加大寄递服务能力建设，
投资上亿元对长沙邮区中心局和其他13
个市州分公司的邮件处理场地和设备进
行升级改造，新购置投产大型甩挂车辆、
运邮车辆、配送车辆共1000多台；以长沙
为中心推进全省流水化作业， 利用信息
化手段建立现代化的运营管控中心，对
邮件传递进行实时监控、动态调度，大幅
提升邮件传递速度。 我们推出省内互寄
包裹“次日递”服务，建成了长沙国际邮
件监管中心、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
实现对国外互换局的直接封发。

我们立足湖湘文化与旅游资源，以邮
政明信片、邮票、邮政包裹等为主要载体，
充分发挥邮政媒体、渠道资源优势，开展
“把美丽湖南寄出去”活动，让更多的人认
识湖南、走进湖南。我们充分发挥邮政渠
道、品牌和物流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通过打造“县、乡、村三级渠道服务体系”，
为“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构建快速双

向通道，为电商企业提供“仓储+配送+孵
化+结算”等一体化服务，培育壮大了一批
有影响力的电商企业，成为具有影响力的
农村电子商务综合服务提供商。

我们发挥邮政线上线下优势， 利用
邮政“邮三湘”平台，以“互联网+精准扶
贫”探索社会扶贫新模式，与花垣县委县
政府驻十八洞村扶贫工作队共同推出了
“十八洞村418桃树认领公益活动”，动员
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攻坚。 公益活动自
今年5月23日推出以来， 8天时间共认领
4060株桃树的采摘权， 为该村捐献扶贫
款169万余元。与此同时，我们与省妇联
联合开展关爱农村留守儿童“温暖微行
动·彩虹行”大型公益捐赠活动，以“传递
彩虹包裹，情暖百万儿童”为主题，以“彩
虹包裹”为爱心载体，利用农村留守儿童
信息数据库实施精准关爱服务。 截至今
年6月底，活动共募集善款497万元，向全
省49702名留守儿童每人赠送了一个彩
虹包裹，“小包裹”传递了“大爱心”。

邮政作为国家重要的社会公用事
业，始终在保障公民通信权利、履行普遍
服务义务和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新邮政、新服务、新体验”，使
湖南邮政稳步实现了转型升级的关键任
务， 促进了各项业务的全面协调发展。
2015年， 全省邮政企业累计实现业务收
入49.3亿元，规模列全国邮政第10位。

� � � �今天是第47届世界邮政日。借此机会，我代
表湖南省邮政管理局，向一直关心、支持我省邮
政事业改革发展的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表示崇
高敬意和衷心感谢！ 向全省邮政行业的广大干
部职工致以节日的问候！

邮政体制改革实施十年来，我们坚持“人民
邮政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全力激发市场主体活
力和发展动能， 推动湖南邮政业实现跨越式发
展。 2015年，全省完成业务总量104.15亿元，业
务收入83.49亿元。 其中快递业业务量完成3.18
亿件，最高日处理量超过800万件。

邮政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提
高供给质效的任务十分艰巨， 因此我们必须持
续坚持 “大邮政”“大发展”“大融合”“大民生”
“大信念”的宗旨，加快建设与小康社会相适应
的现代邮政业。

坚持创新发展， 要把创新驱动尤其是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摆在行业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推进体制机制、技术应
用、服务模式和产品等方面的创新。 加速实现行
业发展动力从传统动能向新动能转化、 发展方
式从量的增长向质的提升转变、 发展路径从被
动适应向主动引领转型。

坚持协调发展， 要推动区域协同、 城乡一
体、收派均衡、交邮融合，在补齐短板中增强发
展后劲、在协调发展中提升整体服务水平。 不断
完善农村、西部地区服务网络，构建覆盖国内外
的寄递体系， 更好地融入并衔接现代综合交通
运输体系。

坚持绿色发展，要将“绿色邮政”融入美丽
中国建设中，服从服务于国家生态文明大局。 不
断完善行业绿色发展制度体系， 加快建立绿色
邮政评估标准，营造绿色发展的政策环境。 大力
推广环保包装辅材应用， 加强包装废弃物的回

收处置管理。 持续推进生产运行中的节能减排，
提升清洁能源比重。

坚持开放发展，要按照互利共赢的原则，推动
邮政业开放向纵深拓展。 主动将技术资本“引进
来”，倒逼市场主体改善经营管理。 积极鼓励企业
“走出去”拓展国际市场，引导快递企业加快兼并
重组，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快递航母集群”。

坚持共享发展， 要提高邮政普遍服务质量
和效率，加强对边远地区、民族地区行政村的业
务覆盖。 创新普遍服务供给方式，打造特色农副
产品的新型流通模式，支撑服务精准扶贫。

坚持依法治邮， 要始终把维护消费者合法
用邮权益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持续推进法治
邮政建设，坚决做到“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
权不可为”。 加强邮政普遍服务监督和邮政市场
监管。 全力打通各项改革举措落地生根见成效
的“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

新邮政 新服务
新体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 徐茂君
2016年10月9日

以发展为核心
加速建设现代邮政业

湖南省邮政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 周国繁
2016年10月9日

“十一”黄金周引来如潮客流

长沙磁浮快线
日均客流过万人次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陈永刚 陈淦璋 ）
载客试运营5个月来， 长沙磁浮快线日均客流量
正式登上万人次新台阶。记者今天从湖南磁浮交
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获悉，长沙磁浮快线客流量
于9月30日首次破万，达10016人次；“十一”黄金
周更是火爆，7天累计运送客流75786人次，日均
10827人次，其中10月3日运送客流11503人次创
新高。

从磁浮高铁站、磁浮 梨站、磁浮机场站客
流数据看，磁浮高铁站依然是3站“人气王”。“十
一”黄金周7天，磁浮高铁站累计运送客流40551
人次，占54%；磁浮机场站累计运送客流30517人
次，占40%；磁浮 梨站累计运送客流4718人次，
占6%。面对猛增的客流，湖南磁浮公司用全面的
保障措施，高效进行客流组织工作，同时于10月
3日开出全国首条红色主题磁浮专列“长征号”，
弘扬长征精神，助力长沙打造旅游新地标。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 （记者 柳德新 通
讯员 邓命华 王琳）今天，省水利厅召开行政
决策听证会，对《湖南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红
黑名单管理暂行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稿）进
行公开听证。这意味着，我省将对水利建设市
场主体实行红黑名单管理， 建立守信激励和
失信惩戒机制。

根据公开征求意见稿， 水利建设市场从
业单位满足“连续3年内无不良行为记录”等
条件的，纳入水利建设市场主体诚信红名单；
对有严重失信行为的水利建设市场从业单
位、个人，纳入失信黑名单。

对纳入诚信红名单的市场主体， 在全省
范围给予“实行优惠待遇”“简化监督管理”
“优先推荐晋级”等联合激励措施。如，在招标
投标活动和工程发包中给予优待。 招标人可
在资格审查和评标办法信用评分因素中规定
对红名单市场主体给予加分的方法和标准。

评标得分相同时， 优先确定红名单市场主体
中标。采用邀请招标时，在同等条件下应优先
邀请红名单市场主体参与投标。 采用直接发
包时，应优先发包给红名单市场主体。在行政
审批、市场准入中予以优先办理，简化审核程
序；在信用档案抽查、资质监督检查、安全生
产三类人员延期考核等日常监督检查中适当
简化监督程序、减少检查频次。

对纳入失信黑名单的市场主体，在全省范
围给予“实行市场禁入”“从严核查资质”“禁止
评先评优”“列入重点监管” 等联合惩戒措施。
如， 对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水利工程项目，禁
止其在处罚和公告期限内参与投标。对依法可
不进行招标的水利工程项目，建设单位不得将
工程和服务发包给列入黑名单的市场主体。

来自我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和社会公民
的18名听证代表， 就公开征求意见稿提出了
相关建议。

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
我省水利建设市场主体拟实行红黑名单管理

� � � �湖南日报10月8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
讯员 彭姣） 随着绿色金融首次纳入G20峰
会议题，更多的银行机构聚焦这一领域。记
者日前获悉，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与航天凯
天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
成为该行大举进军绿色金融的起点。

航天凯天环保是我省环保龙头企
业， 也是国家环保部授予的首批17家环
保服务试点企业之一。 中信银行长沙分

行提出， 将依托中信集团综合金融平台，
为航天凯天环保提供投资银行、 资金资
本市场、国际贸易等综合性金融服务。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负责人王顺清介
绍，未来3至5年内，该行将在节能环保、
新能源等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低碳经济
支持力度上加码， 为湖南节能环保产业
注入300亿元综合融资服务，探索银企合
作新模式，全力打造绿色金融品牌。

中信银行长沙分行
300亿元发力绿色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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