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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服务

特别关注

读者来信

一线风采

法规大讲堂

□本报记者  邸新宇 / 文  蔡谟祥 / 图

“普遍服务是邮政的‘立业之
本’。特别是对于地广人稀、农牧民
居住分散的内蒙古自治区而言，人
民群众的这一需求尤为迫切。”在
内蒙古自治区邮政分公司普遍服
务暨服务质量铁腕治理专项行动
推进会上，该分公司党组书记、总
经理李光的讲话态度坚定、掷地有
声。近年来，内蒙古邮政不忘普遍
服务这个“初心”，坚持问题导向，
攻克历史难题，破解现实困境，不
断加大普遍服务力度，千里草原、
北国边疆，处处闪动着绿衣人的身
影，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多管齐下”化解难题

邮政企业要不断提升服务水
平，首要一点就是要提高邮件传送
速度和便捷性，实现城乡人民群众
享受邮政服务的基本均衡。对此，
内蒙古邮政人付出了超乎寻常的
努力，承受了更多的压力。众所周
知，内蒙古自治区所独具的地理特
点，成了提升普遍服务的难点。内
蒙古区分公司和各盟（市）分公司
务实创新，各显其能，蹚出了一条
符合当地实际的普遍服务之路。

“地广”——内蒙古区面积达
118.3 万平方公里，东西狭长，直线
距离长达 2400 公里，毗邻 8 个省

（区），12 个盟（市）分属 6 个省的邮
区中心局网路覆盖，且苏木（乡镇）
与嘎查（村）、嘎查（村）与嘎查（村）
之间距离较远，旗（县）到嘎查（村）
之间距离最远的近 600 公里。邮路
组织难度大，投入成本极高。另一
个特点是在部分地区边防驻军是

“常驻人口”，有驻军的边境苏木（乡
镇）有 44 个，有驻军的边境建制村
有 75 个。结合这一特点，乌拉特后
旗分公司开通“警邮便民邮路”，解
决了边境 3 个苏木、20 个嘎查和 3
个边防连队的直接通邮难题。

“人稀”——内蒙古区人口有
2520 万，全区建制村中人口密度
低于 11 人 / 平方公里的有 720 个
村，阿拉善盟每平方公里仅为 0.8
人。为解决人员无法到达现场的
困难，内蒙古区分公司启用了投递

外勤监控系统，对投递员运行轨
迹、投递频次、时间、位置等情况进
行监控和后台数据分析。锡林郭
勒盟分公司启用“智慧外勤”系统，
监控投递运行轨迹路线。巴彦淖
尔市分公司启用投递外勤监控系
统，创新检查手段。

“天 寒” —— 内 蒙 古 区 冬 季
漫长严寒，多数地区供暖期长达
半年，东部地区为 7 个月以上，部
分地区更达 9 个月。根河市年平
均 气 温 为 零 下 5.3 摄 氏 度，极 端
低温值达到零下 58 摄氏度，年封
冻期超过 210 天。呼伦贝尔各地
每到入冬，车辆必须使用高标号
燃油及防滑轮胎，皮带机一旦在
室外露天工作就冻裂“罢工”，投
递电动车电瓶不能正常工作，需
更换为自行车等纯人力工具。天
气的“寒”虽然无法改变，但内蒙
古区分公司通过改善员工生产生
活条件，先后投入资金近 2000 万
元，建 设 或 改 建“职 工 小 家”216
个、“投递员之家”71 个、“网运职
工之家”19 个，让投递、运输岗位
6800 多名员工受益，确保了队伍
的稳定性。

“任重”——未直接通邮的建
制村占全国比重曾高达 32%。面
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各盟（市）
分公司迎难而上。其中，赤峰市分
公司利用通达城乡的投递网络，将
其他民营快递网络触及不到的旗

（县）以下苏木（乡镇）的邮件寄递
到用户手中，通过业务搭载，降低
建制村直接通邮成本；土默特右旗
分公司以被列入“全国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为契机，搭建
邮政快递综合服务平台，形成了覆
盖城乡的三级邮政快递网络，协同
电子商务共同发展，实现了 201 个
建制村直接通邮。

今年 8 月 1 日，内蒙古区分公
司与各盟（市）分公司签订了工作
目标责任书，进一步强化责任追究
和经济处罚，将推进建制村直接
通邮工作纳入对盟（市）分公司领
导班子考核。要求各盟（市）分公
司做到“四个必须”：对非边远地
区建制村，投递频次必须达到周三
班；对交通不便的边远地区建制

村，必须严格按照规定频次投递；
对今年的通邮目标计划，必须不折
不扣地完成；对已实现直接通邮的
建制村，必须保质保量稳定运行。

“最后一公里”感受温度

为扎实推进建制村直接通邮
工作，内蒙古区分公司对全区建制
村的常住人口、地形地貌、基础设
施和企业现行的投递人员、方式、
频次、工具、业务种类、投递量等情
况进行全面摸底和数据收集整理，
建立了基础台账，并分类施策，制
定了建制村直接通邮工作方案。

一方面，内蒙古区分公司通过
加大设备设施投入力度，全面提升
邮件传递质量。去年累计购置投
递汽车 92 辆、电动三轮车 230 辆、
分拣和传输设备 32 套、网运及投
递 PDA1055 部、折 叠 式 笼 车 600
个。通过优化网络组织缩短传递
时限，调整优化省内邮路 56 条，
11 个盟（市）、29 个旗（县）达到进
出 口 2 个 固 定 频 次， 6 个 盟（市）
所在地实现了 3 个及以上固定频
次。通过推进分拣、转运、投递“三
合一”改革，内部处理效率得到极
大提高。另一方面，在建设资金严
重不足的情况下，内蒙古区分公
司千方百计挤出资金补贴普遍服
务。2014～2017 年 累 计 投 资 4.3
亿元，今年继续筹措资金近 2200
万元，专项用于普遍服务网点和投
递场地改造及配套安防设施改造。
截至今年 8 月底，全区累计完成
10193 个建制村的直接通邮工作，
通邮率达到 92%，较 2016 年末提
升 41 个百分点。

为从根本上改善和提升普服
工作，内蒙古区分公司党组认识到
必须加快自身发展，特别是探索农
村支局网点转型的路径，才能确保
央企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高质量
落实。一方面变“输血”为“造血”，
以有效益的发展“反哺”普遍服务
工作；另一方面通过提升服务获得
基层百姓和当地政府的认可与信
任，为业务发展开拓新的空间，实
现普遍服务与经营发展的良性循
环。其中，兴安盟分公司通过制定
农村网点分类绩效考核机制，对农

村网点人员特别是委代办人员给
予有效的绩效引导，大幅度提升了
农村网点人员的收益和发展业务
的积极性。截至 8 月底，兴安盟 6
个旗（县）56 个苏木（乡镇）的 847
个建制村全部实现了“乡乡设所，
村村通邮”目标。

奇乾乡，位于中俄边境的额尔
古纳市，被自驾游一族称作“内蒙
古的香格里拉”。在美如油画的风
景背后，人们不了解：这里乡政府
所在地常住人口仅 21 人，冬季长
达 8 个月，最低气温近零下 50 摄
氏度。奇乾乡距离市区 350 公里，
通信信号盲区有 40 多公里，当地
乡政府、边防派出所等单位都是季
节性办公。由于条件所限，奇乾乡
一直以捎、转、代等方式通邮。为
提升普遍服务水平和深度，呼伦贝
尔市分公司多次与乡政府沟通，8
月 2 日，奇乾乡邮政代办所正式挂
牌，实现直接通邮，满足了党、政、
军机关单位及边境少数民族地区
的用邮要求。

“铁腕治理”体现力度

“现在无论是会议还是培训，
中心工作之一必提普遍服务内容，
明显感觉抓服务质量的力度每天
都在加大，从考核的力度就能看
出，是动真格的。”一位盟（市）分
公司的负责人在年中座谈会的分
组讨论中如此发言。

观念的转变来自 2017 年，为
响应普遍服务监管新要求，以提高
服务质量作为主攻方向，内蒙古区
分公司组织开展了近年来规模最
大、覆盖面最宽、连续检查时间最
长、查处力度最大的“服务质量铁
腕治理”专项活动。本着“沉疴下
猛药”、彰显利剑作用的原则，对社
会反映强烈、问题突出的地区和环
节保持高压态势，开展“点穴式”
治理。对检查出的重大违规问题
和对专项行动不重视、走过场的行
为严加惩处。经过各盟（市）分公
司自查、互查阶段后，在内蒙古区
分公司暗查和重点抽查中发现的
重大违规问题和触碰服务红线的
行为，对责任单位和责任人从重、
从严处理。通过专项整治，内蒙古

区分公司共发现问题 3050 个，已
整改 2287 个，整改率达 75%；处理
79 人，处罚金额达 13.77 万元，整
治和惩处力度之大前所未有。通
过专项整治，长时间、大批量积压
延误邮件报刊的问题基本得以遏
制；普遍服务网点长期关门歇业的
问题被杜绝；收寄验视、实名收寄
制度的执行更加严格；党报党刊投
递频次和深度大幅提升。

专项活动虽然取得了阶段性
成果，但内蒙古区分公司认识到，
活动并不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所
有问题，在后续的暗查暗访中发现
了一些仍旧存在的服务质量问题。
正是基于解决这些问题，才有了
2018“服务质量铁腕治理深化年”
专项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治理服
务质量顽疾，防止问题反弹，开展

“三大歼灭战”、客户投诉专项整治
及普遍服务邮件时限和作业质量

“双达标”活动，强化平常邮件质
量管控。“‘有为’才能‘有位’，邮
政企业在党政部门中是否拥有足
够有效的‘话语权’，在老百姓心
中是否有足够的位置，就看我们的
普遍服务工作能否履行到位。”内
蒙古区分公司分管服务质量工作
的副总经理崔磊这样解读普遍服
务工作。

在暗查暗访中，某旗分公司因
邮件报刊积压延误、录入虚假妥投
信息等重大服务违规问题，总经理
和副总经理分别被给予行政警告
处分和每人 2000 元的经济处罚。
对某市分公司服务质量部邮政业
务检查员给予记过处分，并处以
5000 元的经济处罚；并对市分公
司服务质量部负责人给予记过处
分，同时处以 1 万元的经济处罚。
一位某旗分公司的总经理则感慨：

“过去旗以下的服务质量检查几乎
是空白点，服务很‘任性’。自从
抓提升普遍服务特别是建制村通
邮工作后，明察暗访几乎成了常
态，服务‘盲区’基本被覆盖了。”

路虽远行则将至，“军令”已
出，内蒙古邮政人正高举普遍服务
大旗，全力加快转型发展，把践行

“人民邮政为人民”服务宗旨在草
原深处薪火相传……

让绿色邮政向草原深处延伸
——内蒙古区邮政提升普遍服务工作纪实

邮政普遍服务法律制度的演进
□张毅

邮政普遍服务是国家基本公
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增进
广大人民群众福祉、保障国家安全
和社会稳定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
要作用。中国邮政依照国家法律、
法规承担着邮政普遍服务的光荣
职责，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1986 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邮政法》立法目的中开宗明
义地提出，保护通信自由和通信秘
密，保障邮政工作的正常进行。该
法明确了邮政企业是经营邮政业
务的公用企业，从邮政车辆的便捷
通行、邮件运输、验关和检疫等方
面给予了支持，对邮政设施的设
置、邮政业务种类、邮政资费、邮
件寄递、损失赔偿等作出规定，上

述规定为邮政企业履行普遍服务
义务提供了法律保障。1990 年公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实
施细则》又对邮政设施的规划建
设、信报箱设置、邮政设施拆迁还
建作出规定，并对邮件寄递规范、
邮件运输保障等进行了细化补充。
1998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
家邮政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
员编制规定》（国办发〔1998〕97
号）首次在国家法规性文件层面提
出邮政普遍服务的概念。之后，邮
政地方立法开始明确邮政企业承
担提供邮政普遍服务义务，并完善
了有关的支持措施。

邮政体制改革后，邮政普遍服
务立法进入了新阶段，已经形成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为核心，
以邮政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邮

政地方立法为配套的邮政普遍服
务法律制度。2009 年修订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以保障邮
政普遍服务作为首要的立法宗旨，
用 4 个篇章（邮政设施、邮政服务、
邮政资费、损失赔偿）、三分之二条
款专门作出规定，以法律的形式明
确提出了邮政普遍服务的概念，建
立了较为完善的邮政普遍服务保
障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明
确规定，国家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
境内的邮政普遍服务；邮政企业按
照国家规定承担提供邮政普遍服务
的义务；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有关部门应当采取措施，支持邮
政企业提供邮政普遍服务。在邮政
设施、财力支持、邮件运输投递等多
方面给予特别支持措施。在明确支

持措施的同时，该法还明确规定了
邮政普遍服务的业务范围、服务规
范、质量要求、赔偿标准以及资费标
准，并规定了邮政管理部门监督管
理邮政普遍服务的职责。

为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邮
政法》关于邮政普遍服务保障的
有关规定，国家有关部门制定了相
应的配套实施制度规范。主要是
部门规章形式的《邮政普遍服务
监督管理办法》及邮政普遍服务
标准。《邮政普遍服务监督管理办
法》2015 年由交通运输部修订发
布，共 7 章 65 条。该办法以专章
形式对服务保障作出规定，包括管
理部门保障职责、邮政设施布局和
建设、征收和重建、信报箱建设等
内容，明确了政府部门、企业、第三
方主体等在普遍服务保障方面的
义务性要求。该办法还对邮政普
遍服务的监督管理和服务规范作
出细化规定。邮政普遍服务标准

于 2017 年修订实施，在对邮政普
遍服务质量水平和服务规范细化
规定的基础上，还明确了有关方面
支持邮政普遍服务的责任。

地方立法在保障邮政普遍服
务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截至今年
9 月，邮政体制改革后出台的邮政
普遍服务地方立法包括：省级邮政
地方性法规 26 件、省级邮政地方
政府规章 7 件、设区的市级邮政地
方性法规及地方政府规章 9 件、民
族自治地方单行条例 1 件；江苏、
福建、广东、西藏制定了专项邮政
普遍服务地方政府规章。邮政地
方立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
法》为依据，结合本地实际情况，
主要从邮政设施规划与建设、末端
服务设施设置与管理、资金支持、
提供工作便利等方面，对邮政普遍
服务支持措施作出了具体规定。
同时，对服务规范、寄递安全等方
面进行了细化、补充。

公益路上的绿衣使者

自 9 月 28 日起，上海市静安区邮政分公司所属支局的投递员
们为曹家渡街道“公益伙伴月”活动投送“康健驿站”公益明信片

（秋季版）。静安区分公司在做好邮政日常服务的基础上，还积极参
与街道的公益活动。双方经过几次策划与沟通，最终使曹家渡街道
首次以明信片的形式对这一公益活动进行了有效的宣传推广，由支
局派出投递员免费对制作的 25000 枚明信片在街道范围居民小区
内进行全覆盖投送。居民们持明信片可以到街道所属任何一个“康
健驿站”参加健康微课堂的学习以及健康检测等。

� □本报记者  鲍怡冰  摄影报道

不变的承诺 
□赵崇凯   裴效华

57 岁的曹军是山西省岢岚县邮政分公司宋家沟乡道段上一名
普通的投递员。他自 1983 年进入邮政系统后，从事过营业员、投递
员等工作，一直兢兢业业、踏实肯干。30 余载的工作生涯中，他始
终坚持“人民邮政为人民”的承诺与初心，在投递道段上坚持热心、
用心、真心的服务理念，将心血与汗水奉献给了乡邮工作，将青春年
华奉献给了他所热爱的邮政事业。

一辆摩托车、一个大邮包、一本笔记本，这就是曹军外出投递时
的全部家当。不论骄阳酷暑，还是冰雪寒冬，他这抹邮政绿始终闪
耀在岢岚县宋家沟乡阡陌交错的村落中。

自打穿上这身工作服，曹军就一直担负着为宋家沟乡 36 个村
的村民投递党报党刊和揽投普通信件的任务。他随身携带的笔记
本已经不知换了多少本，里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孤寡老人常备药品
的购买周期、村民购买化肥的数量、村委会相关负责人的联系方式
以及自己在工作中的心得体会。每天来往于城乡之间，曹军已然成
为村民的好帮手，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谁家需要什么生活日
用品，如果村子里买不到，一定会让曹军从县城捎带过来，而曹军但
凡能捎带的也都会顺路给村民送到家里去。

作为乡村投递员，30 多年来曹军风雨无阻，见证了宋家沟由一
个穷山坳变为美丽乡村、老百姓日子由苦变甜。

“村里以前那烂包光景苦得很啊，家家户户种的那几亩口粮地，
刚够糊嘴，日子过得紧巴巴，村里那条沙土路就是通往外界的唯一
途径。天气好时，尘土飞扬，遇上雨雪天气，只能望路兴叹了。我有
无数次都是推着满载邮件报刊的车子在泥泞湿滑的路上深一脚浅
一脚地走着，生怕邮件有个啥闪失。现在的宋家沟村容大改，宽敞
整洁的街道、错落有致的庭院，作为一名投递员，看着乡亲们的日子
过得有滋有味，内心由衷地高兴。同时我更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干
好，将党报党刊、信件、包裹及时准确地投递到户，为乡亲们提供更
加优质的服务。”曹军一边整理信件一边讲着这些年的感受。

“现如今像老曹这样一辈子认认真真干好一件事情的人不多
了。甭管逢年过节还是风霜雨雪，固定的时间、固定的地点，最新的
党报党刊一定会整齐地摆放在那里，从未出现过差错。印象最深的
是有一年冬天，下了一整夜的雪，由于村委会地处半山腰，因此上山
的路特别不好走。当大家都以为曹军当天不上山了，没想到他将摩
托车寄存到山下的老乡家中，背着邮包徒步爬上了山。这样的工作
态度实在难得！”牛碾沟村党支部书记金堂回忆道。

一封信一颗心，一份报一片情。曹军将“客户至上”的理念融
入工作中，以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践行着承诺，将邮政普遍服务
落实在道段上的每一个角落。

提升服务质量从工单抓起
编辑同志：

近期，多地邮政企业为全面提升客户体验，开展平常邮件质量
大提升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以工单为抓手，从提升员工对工单的
认识、减少或防止工单的产生、有效处理工单工作等方面提升工单
处理能力，促进平常邮件服务质量大提升。

工单是邮政管理薄弱、处理能力欠缺、服务水平不足的最典型、
最突出的表现，要想提升平常邮件服务质量，首先要改变对工单的
认识。要分析工单产生的原因，牢记“有工单产生的可能性而没有
及时防止是失职，有工单出现而没有及时有效处理是渎职”的工作
要求，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将工单处理工作作为问题整改和责任
问责对待，从而进一步提升管理水平和客户服务能力。

经检查发现，大部分工单的产生是因为联系不到客户而积压、
转接点人员不在岗导致客户拿不到邮件、途中邮件破损等所致。因
此，营业、投递人员要有预见性，如电话打不通联系不上客户，可按
地址进行寻找，若查无此人，要及时退回邮件。对于转接点人员不
在岗现象，若经常发生，则要汇报上级进行整顿或重选转接点。总
之，要按规定时限、规定动作进行投递，并且要积极及时跟客户沟
通，尽量获取客户理解，防止工单的产生。

经认真梳理工单产生所暴露的问题后，我们要制定整改计划，
规定整改时限，强化监督检查，严格履职考核，增强责任心。在整改
过程中，加强环节管控，规范作业行为，强化现场检查监督，增强工
单处理能力，确保邮件及时、准确、安全投递。� □读者  何央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