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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服务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服务测评活动的相关术语和定义、测评原则、测评要求、测评

指标、测评程序、结果应用和测评保障。 

本文件适用于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管理机构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服务各环节的测评活动。对公

共事业服务热线运行服务的测评活动可参照本文件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government service convenience hotline  

由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设立的为组织或个人提供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的呼叫系统。 

3.2   

运行服务  runtime service  

依托政务服务便民热线（3.1），通过电话、微信及网站等方式提供的服务。 

3.3   

测评  evaluation  

针对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服务情况所进行的采集资料数据、综合测算与分析的过程。 

3.4   

测评对象  evaluation object 

苏州市行政区域内的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4  测评原则 

4.1  公正性 

测评过程应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应受各方面的干扰和影响，保证测评结果公平公正。 

4.2  有效性 

应制定科学的测评方案并有效实施，真实反映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的整体运行情况和服务水平。 

4.3  可靠性 

测评数据应真实、完整、准确。测评结果应客观、准确地反映测评活动情况，无差错、可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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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安全性 

测评活动应采取相应的保密措施，防止测评对象的数据、信息丢失或泄露。 

4.5  规范性 

应严格按照测评方案实施测评活动，符合测评方案的要求，避免错误，减少误差。 

5  测评要求 

5.1  测评机构 

5.1.1  测评活动应委托第三方机构。 

5.1.2  选择第三方机构时，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a） 具有相关资质的，独立的第三方测评服务机构； 

b） 具有 2次及以上同类项目测评工作经验； 

c） 经营活动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d） 开展工作的人员应符合 5.2的要求，人员配置应能满足测评活动的需要。 

5.2  测评人员 

测评人员应至少满足以下条件： 

a） 具备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 

b） 具备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廉洁奉公的基本素质； 

c） 具有保密意识并坚守保密原则； 

d） 熟悉政务服务和便民服务的相关业务和工作特点； 

e） 接受项目培训并通过考核； 

f） 普通话标准，对本地方言有一定的听说能力，理解能力强，具有一定的沟通能力。 

5.3  测评频次 

每年开展 1次～2次测评活动。 

6  测评指标 

6.1  指标体系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运行服务的测评应围绕服务响应、服务规范、服务效果、服务保障四个方面来构

建指标体系。 

指标体系由三级构成，一级指标为服务响应、服务规范、服务效果、服务保障。二级指标按需设置，

一般不超过一级指标的 5倍，三级指标按需设置，一般不超过二级指标的 5倍。完整的指标体系及解读

见附录 A给出的示例。 

6.2  测评要素 

6.2.1  服务响应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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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热线交互界面情况； 

b） 人工响应的效率。 

6.2.2  服务规范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服务人员语言表达、沟通技巧的规范性； 

b） 服务人员确定来电需求、解决问题的能力； 

c） 服务人员接听全程的服务礼仪。 

6.2.3  服务效果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服务结果的时效性； 

b） 服务结果的有效性； 

c） 服务对象的满意度。 

6.2.4  服务保障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a） 办公场所建设情况； 

b） 日常运营制度； 

c） 硬件保障能力； 

d） 知识库建设情况； 

e） 服务人员培训情况； 

f） 服务对象回访情况； 

g） 风险控制能力。 

7  测评程序 

7.1  明确目标 

实施测评前，应明确测评要达到的目的和解决的问题，并将其作为制定测评方案的依据。 

7.2  确定指标 

测评机构应根据测评目的、测评对象实际情况在服务响应、服务规范、服务效果、服务保障四个方

面中确定合适的测评指标。指标的分值可按照任务目标进行动态调整，调整情况宜在指标下方及测评报

告中予以说明。 

7.3  制定方案 

7.3.1  实施测评前，应制定周密的测评方案，以保证测评结果的准确性。测评方案应包括测评样本及

样本量、测评样卷、培训计划、实施计划等事项。 

7.3.2  确定测评活动采样的时间区间，根据采样区间确定测评样本和样本量。 

7.3.3  测评样卷根据测评目的和测评指标制定。 

7.3.4  培训计划包括测评人员的培训安排和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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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5  实施计划包括实施测评的时间、步骤、数据采集方法等事项。 

7.4  采集数据 

7.4.1  外部数据抓取 

7.4.1.1  拦截访问 

测评人员选择合适的地点随机拦截人员，根据访问脚本收集信息。 

7.4.1.2  电话回访 

测评机构筛选一定的样本，回拨服务对象电话，了解问题解决情况，征询满意度。 

7.4.1.3  神秘人拨测 

测评机构通过拨打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进行暗访，观测服务代表的表现。 

7.4.1.4  驻点监听 

通过测评对象的后台选取大量不同类型的样本，发现平台运行存在的问题。 

7.4.2  内部数据收集 

测评机构在测评对象的服务现场获取原始数据，作为相关数据分析的依据。 

7.5  数据处理 

7.5.1  应对外部采集的数据进行清洗和质量评估，质量评估一般包括数据完整性、准确性、一致性、

有效性等方面。 

7.5.2  应对内部采集的数据进行查阅、核对、分析、研究，保证数据真实准确。数据处理方式应包括： 

a） 数据真实完整的，应留存数据收集的关键环节和关键过程的证据资料； 

b） 数据存在问题的，应调查核实，并留存相应的证据资料。 

7.5.3  当数据采集有误时，应进行多次采集或补充采集。 

7.6  计算分数 

将分析后的数据与测评指标相对应，得出各项指标的分值并相加得出测评分数。 

7.7  形成报告 

7.7.1  测评机构应根据测评分数对测评对象进行汇总分析，多维度对比，得出真实、准确的测评结论，

对存在的问题提出纠正和预防措施，形成最终的测评报告。 

7.7.2  测评报告中宜使用图形、表格等表现形式，直观地反映测评分数和结论。 

7.7.3  测评机构应对每次测评暴露的特殊问题进行针对性的专题分析，并写入测评报告。 

8  结果应用 

8.1  绩效考核 

测评结果应纳入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的年度绩效考评。对测评结果优秀的单位，予以通报表扬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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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鼓励。 

8.2  持续改进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应根据测评结果，找出问题，对照整改，进一步优化服务，持续提高服务质

量。 

9  测评保障 

9.1  过程管理 

委托方应对测评活动的全过程实施有效的管理工作，建立过程管理的制度、措施、计划和监理机制，

保证测评活动的有效实施。测评过程中如有投诉等特殊情况，应及时调查、处理并反馈。 

9.2  证件管理 

测评活动所需证件，应由委托方统一制作，编号管理，有明确的使用范围和时限，测评活动实施完

毕应及时归还委托方。 

9.3  保密管理 

测评活动关联方在开展测评活动前应签署保密协议，履行保密义务，防止测评过程中的数据和信息

丢失或泄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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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测评指标体系 

表 A.1给出了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测评指标体系的示例。 

表 A.1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测评指标体系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服务 

响应 

（20） 

界面 

友好 

（5） 

全时工作制 拨通情况-24 小时工作制（SM) 2 达标得 2 分，不达标不得分 
拨测时，存在连续 5 分钟无人工接听，记为“不达标”，

该样本为无效样本。 

无商业广告 拨通情况-无商业广告(SM） 2 达标得 2 分，不达标不得分  

无多重交互应答 拨通情况-无交互应答（SM）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市平台统一部署的和经市平台备案同意的除外 

人工 

响应 

（15） 

呼叫接通率 接通量/（呼入总量-黑名单）×100%（NB） 3 

连续样本期内接通率大于等于 95%得 3

分，95%以下至 90%得 2 分，90%以下至

85%得 1 分，小于 85%不得分 

抽取连续七天的数据，从需求侧考核热线平台的热线

接通能力的指标 

平台接通率 接通量/（座席呼入总量+队列中放弃量)×100%（NB） 3 

连续样本期内接通率大于等于 95%得 3

分，95%以下至 90%得 2 分，90%以下至

85%得 1 分，小于 85%不得分 

抽取连续七天的数据，从供给侧考核热线平台运行过

程中热线接通能力的指标 

座席接通率 接通量/座席呼入总量（转人工座席量）×100%（NB） 2 

连续样本期内接通率大于等于 98%得 2

分，98%以下至 95%得 1 分，小于 95%不

得分 

抽取连续七天的数据，从供给侧考核热线服务代表在

服务过程中热线接通能力的指标 

弃呼率 队列中放弃量/（来电总量-黑名单）×100%（NB） 2 

连续样本期内弃呼率小于等于 10%得 2

分，10%以上至 15%得 1 分，大于 15%不

得分 

抽取连续七天的数据，呼叫平台中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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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平均等待时长 

（含受理响应时

限） 

∑接通量等待时长(秒)/接通量（SM、NB） 3 

小于等于 30″得 3 分，30″以上至 35″

得 2 分，35″以上至 50″得 1分，大于

50″不得分 

按人工接听样本测评时长计算，神秘人拨测实际情况

得分占比 70%，系统数据抓取（抽取连续七天的数据）

得分占比 30%，系统数据无法抓取，则该 30%不得分（不

含移车类数据） 

受理响应时限 ∑接通量震铃时长(秒)/接通量（SM、NB） 2 
小于等于 10″得 2 分，10″以上至 15″

得 1 分，大于 15″不得分 

神秘人拨测实际情况得分占比 70%，系统数据抓取（抽

取连续七天的数据）得分占比 30%，系统数据无法抓取，

则该 30%不得分（不含移车类数据） 

服务 

规范 

（30） 

语言 

表达 

（10） 

使用敬语 
沟通技巧-是否在交流过程中必要的使用敬语（SM、

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通话过程中，称呼“您”，不能称呼“你”；在询问

服务对象时加“请问”；在要求服务对象配合做什么

事时，使用“请”；通话结束时，使用“感谢您的来

电，祝您生活愉快！”，以上一处未做到，记录为“否”。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使用服务禁语（如使用直接“否”定、拒绝、反问；

使用模棱两可、过于绝对、有歧义等表述不当的语言； 

2．通话中与服务对象闲聊或做与工作无关的事宜； 

3．口头语、语气助词过多，语言表述过于口语化，不

够专业规范。 

使用普通话 接待中期礼仪-使用普通话（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通话过程中应使用普通话交流，但在服务对象使用方

言（或外语）或要求使用方言（或外语）交流的情况

下，服务代表可使用方言（或外语），但需做到首句

使用普通话，未做到，记录为“否”。 

该情况均记录为“否”：服务代表普通话不标准，有

明显地方口音，导致服务对象理解困难的。 

语速适中，清晰报 接待中期礼仪-语速适中，清晰报读（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通话过程中应保持语速适中，音量正常，不可出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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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读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速忽快忽慢，声音忽大忽小、断断续续的情况。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通话中表现出急于结束通话的语气，存在催挂嫌疑； 

2．语速过快过慢、时快时慢；语气生硬、平淡、不耐

烦；声音不够热情，态度冷淡，亲切感不足；整通电

话不流畅，过于机械化。 

不随意插话、耐心

倾听 
沟通技巧-不随意插话,耐心倾听（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如遇到特殊情况需要打断服务对象的讲话时，做到主

动致歉，推荐话术，如“先生/女生，对不起，打断一

下…”未做到，记录为“否”；若服务对象反映的是

无理诉求，如一直在自说自话、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恐吓服务代表要投诉等，此种情况下服务代表的随意

插话，不纳入计分考核范围。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服务代表未及时用“是”“好的”等用语回应服务

对象，表示正在倾听； 

2．服务代表未认真倾听或因倾听记录内容不正确，导

致服务对象重复回答； 

3．通话中 3次以上出现冷场或单次冷场时间超过 5秒； 

4．服务代表虽有致歉，但短时间内多次打断服务对象，

存在抢话、同步说话等表现； 

5．服务态度恶劣，与服务对象争辩甚至争吵；在录音

中辱骂服务对象。 

回访规范清晰 沟通技巧-回访规范清晰（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外呼时未自报身份和工号，或所报内容不清楚（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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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有 IVR 语音通报，此项可不扣分）； 

2．外呼时未说明致电原因； 

3．外呼时未征得服务对象同意或回应即开始回访； 

4．在服务对象因不满情绪而表示不愿意接受回访时，

应适度进行解释或劝导； 

5．使用倾向性明显的提问方式，诱导服务对象提供答

案，影响接续、回访的客观性、公正性。 

问题 

确定 

（8） 

询问需求 接待前期礼仪-初次询问需求（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推荐话术，如：“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未做到，

记录为“否”。 

快速找准问题 解决能力-快速找准问题（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服务代表需具备相关业务知识能力，做到快速识别出

服务对象的诉求，未做到，记录为“否”。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服务对象表达意思十分清楚，服务代表不能第一时

间正确理解服务对象诉求； 

2．对知识库中已有准确答案的，服务代表查找超过 60

秒； 

3．对于热点问题，服务代表未能第一时间查找知识库

寻求答案。 

主动询问问题细节 沟通技巧-主动询问问题细节（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如服务对象咨询市民卡办理，需做到主动询问相关信

息，具体询问话术，参照题库。视实际业务类型为准，

虽有解答，但是经测评人员追问后，才能回答出问题

细节部分，记录为“否”；若追问后，表示知识库就

显示这些，则记录为“是”，但在“知识库建设-内容

的全面性、完整性、准确性”需要结合实际予以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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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当服务对象表达意思含糊不清或多种含义时，服务

代表未能主动引导服务对象进行有效沟通，不能利用

合适提问有效获取需要了解的信息； 

2．服务代表未能在通话过程中掌握主动权，不能归纳

性总结服务对象反映的复杂问题； 

3．业务解答不全面，不能主动说明相关注意事项。 

工单填写规范 服务能力-工单记录（NB）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未按《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标准化服务

工单填写规范》填写工单； 

2．工单记录有错别字，未正确使用标点符号； 

3．未正确选择服务对象信息； 

4．未按通话内容正确选择服务工单类型和诉求内容归

口； 

5．工单记录内容条理不清，有歧义，缺乏客观性； 

6．工单记录与服务对象表述存在重大偏差，违背服务

对象本意且影响工单处理。 

解决 

能力 

（6） 

不推诿 解决态度-不推诿（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在受理范围内，坚持“首接负责制”，服务代表未查

询相关知识库直接表示“不知道”，或直接表示不在

热线处理范围内，或提供的是非官方解决途径，如直

接找“物业”“施工单位”，均记录为“否”。 

对情绪不稳定的客

户进行安抚 

沟通技巧-是否针对情绪不稳定的客户进行安抚

（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通话过程中，遇到服务对象情绪不稳定时，服务代表

需做到及时安抚，推荐使用话术如：“给您带来困扰/

不便了，您先不要着急!，未做到，记录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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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以下情况也记录为“否”： 

服务代表对各种可能存在敏感问题的事件缺乏敏感度

（如群体事件、紧急事件及新闻媒体曝光事件等）。 

清楚说明处理方法 解决能力-清楚说明处理方法（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当服务代表直接表示不清楚解决方法，或虽有说明解

决方法，但不确定提供的方法是否准确，均记录为

“否”。 

以下情况均记录为“否”： 

1．服务代表不能向服务对象清晰、完整地表达自己的

意图； 

2．服务代表表述内容产生歧义，易造成服务对象误解； 

3．服务代表使用服务对象无法理解的专业词汇，当服

务对象不理解时，未能使用通俗语言进行解释； 

4．服务对象咨询的诉求有明确答复脚本的，服务代表

未在线解答而转办工单； 

5．对服务对象的诉求超出服务代表服务能力时，未能

进行解释或未提供解决诉求的办法。 

服务 

礼仪 

（6） 

礼貌问好、称呼对

方 
接待前期礼仪-礼貌问好/称呼对方（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电话接通时，做到礼貌问好、称呼对方，如：您好!请

讲，未做到，记录为“否”。 

该情况记录为“否”：电话接通后未及时报问候语或

问候语不完整。 

查资料前后致歉 接待中期礼仪-查询资料前后礼貌致歉（SM、JT） 1 大于等于 95%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查询资料前做到主动致歉，如“这个问题我帮您查询

一下，请稍等”；查询资料后做到再次致歉，如“不

好意思，让您久等了”“感谢您的耐心等待”；以上

一处未做到，记录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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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该情况记录为“否”：请服务对象等待后未礼貌致歉，

对于服务对象的感谢无回应。 

再次询问需求 接待后期礼仪-再次询问需求（SM、JT） 1 大于等于 95%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解答结束时，做到再次询问需求，推荐话术如：请问

您还有其他诉求吗？未做到，记录为“否”。 

礼貌告别 
接待后期礼仪-礼貌告别（SM、JT） 

接待后期礼仪-致谢（SM、JT）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结束通话时，可使用人性化的结束语，推荐话术如“感

谢您的来电，再见”“欢迎您再次拨打‘12345’，再

见”“祝您生活愉快，再见”，未做到，记录为“否”。 

服务 

效果 

（30） 

时效

性 

（10） 

按时转出率 
（应按时转出工单数量-未按时转出监察点数）/应

按时转出工单数量（NB）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随机抽取 100 件以上有效工单，应按时转出工单数量=

工单总量-在线答复量；无法获取不得分 

按时答复率 
（应按时答复的工单总量-回访超时监察点数）/应

按时答复工单总量×100%（NB）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随机抽取 100 件以上有效工单，无法获取不得分 

按时办结率 
（应按时办结工单数量-未按时办结监察点数）/应

按时办结工单数量×100%（NB） 
3 

大于等于 98%得 3 分，98%以下至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

不得分 

随机抽取 100 件以上有效工单，无法获取不得分 

平均处理时长 ∑派单处办时长(分)/派单量（NB） 3 

下降 20%以上（含）得 3 分，下降 10%

以上（含）不足 20%得 2 分，下降 5%以

上（含）不足 10%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按类别随机抽取相同数量工单，总量大于等于 100 件。

与“分类派单办结时限累计值/派单量”的值进行比较，

无法获取不得分 

有效

性 

（10） 

首呼解决率 首呼在线答复量/工单总量×100%（NB） 2 
大于等于 50%得 2 分，50%以下至 35%得

1 分，小于 35%不得分 
即在线办结率。不含移车类诉求。无法获取不得分 

服务差错率 工单出现处理差错点总量/工单总量×100%（NB） 2 
小于等于 1%得 2 分，大于 1%小于 2%得 1

分，大于等于 2%不得分 

不含移车类诉求。根据工单流转节点记录分析填列，

无法获取不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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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问题解决率 
（完全解决量+基本解决量）/（回访总量-未反馈）

×100%（NB） 
5 

大于等于 90%得 5 分，90%以下至 88%得

4 分，88%以下至 87%得 3 分，87%以下至

86%得 2 分，86%以下至 85%得 1 分，小

于 85%不得分 

不含移车类诉求。在市平台抽取连续 3 个月各平台汇

聚的数据，到各地抽查复核，如差错率超过 10%，则本

项不得分。无法获取或无法复核的，不得分。 

服务投诉率 有责投诉率=有责投诉量/服务总量（NB） 1 小于等于 0.01%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查看投诉认定规范和投诉认定单（台账），无法获取

不得分 

满意

度 

（10） 

工单办理态度满意

度 

服务对象对办理单位办理态度的满意度指标（NB） 

（非常满意量×5+满意量×4+基本满意量×3）/（实

际回访总量×4）×100%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不得分 

按市平台汇聚的数据，到现场抽查复核后得出，如差

错率超过 10%，则本项不得分 

工单办理结果满意

度 

服务对象对办理单位办理结果的满意度指标（NB） 

（非常满意量×5+满意量×4+基本满意量×3）/（实

际回访总量×4）×100% 

3 

大于等于 95%得 3 分，95%以下至 92%得

2 分，92%以下至 90%得 1 分，小于 90%

不得分 

按市平台汇聚的数据，到现场抽查复核后得出，如差

错率超过 10%，则本项不得分 

实测满意度 

监测员对本次咨询过程的总体满意程度进行打分

(SM) 

市民对于本次咨询过程的总体满意程度进行打分

(HF、LJ、JT) 

（非常满意量×5+满意量×4+基本满意量×3）/（实

际回访总量×4）×100% 

5 

大于等于 99%得 5 分，99%以下至 98%得

4 分，98%以下至 97%得 3 分，97%以下至

96%得 2 分，96%以下至 95%得 1 分，小

于 95%不得分 

单样本根据最终的体验进行打分，分值越高，满意度

越高；作为每个区域（条线）和全市满意度分值，则

是按照电话回访、实地拦截、神秘人拨测、驻点监听

四种执行方式简单算术平均法算出平均得分，计入满

意度分值。 

服务 

保障 

（20） 

平台 

支撑 

（2） 

设备运营稳定、平

台操作便捷 

电脑、设备的运行速率，稳定性能；操作界面的实

用性、便捷性(NB) 
2 

设备运营稳定得 1 分，平台操作便捷得

1 分 

入驻现场查看电脑设备和平台操作，以及询问服务代

表获取 

办公

场所

是否在显著位置设

立热线标识 
门楣标识(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江苏 12345 在线”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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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建设 

（2） 
是否有固定场所 场地所有权(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入驻现场确认 

日常

运营

制度 

（1） 

热线服务规范章程 服务章程及实际操作情况(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入驻现场查看档案台账及询问服务代表获取 

知识

库 

建设 

（5） 

知识库内容的更新

情况 
知识库-内容是否滞后，陈旧 (SM、NB) 2 达标得 2 分，不达标不得分 

查看市平台总知识库相关区域是否及时更新资料、各

地自建知识库更新情况 

是否自建知识库 知识库-自建知识库(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自建本区域知识库，并与市平台知识库对接；5 区平台

完全使用市平台知识库有效 

内容的全面性、完

整性、准确性 
知识库-内容的全面性、完整性、可信度(SM、NB) 2 达标得 2 分，不达标不得分 

根据题库问题，从其他区域、市本级和其他城市 12345

政府热线，以及网络、其他电话热线等渠道整理的答

案进行核对，如服务代表解答错误，视作不合格，记

录为“否”；或者服务代表使用“我觉得、我认为”

之类的话语，记录为“否” 

服务

人员

培训

（4） 

有无服务人员提升

培训 

在职提升培训，每季度不少于 1 次集中培训，全年

不少于 4 次（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入驻现场抽查台账资料 

服务代表能力考核 每年至少对服务代表进行一次能力考核或评级（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入驻现场抽查台账资料 

内训师队伍建设 
有健全的“内训师”人员队伍，规范的管理使用机

制（NB） 
2 

在职“内训师”人数占在职服务代表总

人数比为大于等于 5%得 2 分，5%以下至

3%得 1 分，否则不得分；在职内训师总

数小于 3 人不得分 

在市平台获取各地“12345”平台“内训师”名册，入

驻现场核对是否在职；抽查台账资料（国家有关部门

颁发的培训师资资格证书有效；有从内部服务代表中

选拔并实际从事内训师工作台账资料的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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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测评方法 

建议

分值 
评分标准 指标解读 

回访 

（4） 

回访内容包含对办

理过程及办理结果

的满意度 

回访数据抽查(NB、JT) 1 大于等于 95%得 1 分，否则不得分 
入驻现场抽查回访数据工单，抽听回访录音。无法获

取不得分。 

回访率 回访率=回访工单总量/应回访工单总量×100%(NB) 2 
大于等于 95%得 2 分，95%以下至 80%得

1 分，小于 80%不得分 

应回访工单总量=发单总量（不含抢修类、表扬类、其

他类及服务对象明确提出无需回访的、市平台规定无

需回访的工单）。备注：挪车、叫车不计入工单总量。 

风险 

控制 

（2） 

风险控制章程 风险控制章程及实际操作情况(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入驻现场查看风险控制章程及实际操作情况 

数据灾难备份 数据灾难备份抽查(NB) 1 达标得 1 分，不达标不得分 

入驻现场查看数据灾难备份，灾难备份部门应为各中

心或政府信息化职能部门，通过政府统一采购，存放

在电信、移动、联通平台中有效。 

注：NB 表示内部数据收集，JT表示驻点监听，SM 表示神秘人拨测，HF 表示回访，LJ 表示拦截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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