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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贵阳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中共贵阳市委政法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贵阳市社会治理综合服务中心。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廖斌、陆婕、姚翌、郭庆文、谌翔、周高志、周美、欧嘉斌、周岚、盛钦、谢

江、李霜、肖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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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 公共服务热线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12345公共服务热线服务（简称：热线服务）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知识库、服

务内容和要求、服务管理、服务评价与改进。 

本标准适用于12345公共服务热线的服务与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33357  政府热线服务评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  

由政府设立的12345非紧急类公共服务热线呼叫系统。 

3.2   

服务机构 

12345公共服务热线服务的提供者，即实施12345公共服务热线服务的机构。 

3.3   

承办部门或单位 

办理12345公共服务热线服务受理事项的机构。 

3.4   

服务对象  

向12345公共服务热线咨询信息、反映诉求、提出意见建议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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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知识库  

服务机构对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承办部门或单位的职能职责、业务事项等政府政务公开与

公共服务的信息，进行搜集、整理，形成可存储、可维护、可查询的信息集合。 

3.6   

案件信息记录单  

记录服务对象基本信息、事项内容、办理情况、督办情况、回访结果等热线服务运行全过程的工作

流单。 

3.7   

三方通话 

12345公共服务热线服务人员、服务对象、事项涉及部门或单位工作人员，采取三方同时通话的方

式解答服务对象诉求的服务过程。 

3.8   

呼叫接通率 

接通的来电数量与来电总量占比。 

4 基本要求 

4.1 服务机构 

4.1.1 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1.2 应具有固定的服务场所，并设立醒目的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标识标牌。 

4.1.3 应配备满足服务需求的设施设备、人员。 

4.1.4 应建立相应的管理机制及制度。 

4.1.5 应与事项承担部门或单位建立整体运行的工作机制。 

4.2 服务场所 

4.2.1 应安全、整洁，照明、温湿度、噪音等应满足工作环境的要求。 

4.2.2 可根据工作需要划分为受理、办理、回访、培训、休息等工作区域，并设置心理调解室、减压

室、服务器机房等。 

4.2.3 热线服务座席设施宜满足以下要求： 

a) 单个座席工作面积不小于 3 m
2
； 

b) 座席前后的间距 0.5 m～1 m； 

c) 根据实际需求设置普通话座席、方言座席或外语座席。 

4.3 设施设备 

4.3.1 应配备人工坐席、语音呼叫应答一体机、操作控制台、指挥大屏、电脑、办公设备及档案存储

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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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应建立热线服务信息化系统，并满足以下要求： 

a) 实现交互式语音应答、电话录音、跟踪考核等功能； 

b) 包含案件信息记录单管理、案件流转、数据分析等功能； 

c) 支持语音、网络、多媒体等多种信息的接入； 

d) 配备必要的计算机网络设备、数据存储设备、网络安全设备、通讯设备、容灾备份设备、UPS

设备等； 

e) 具有可及时维护和更新的知识库。 

f) 系统安全应符合 GB/T 22239 的规定。 

4.4 人员 

4.4.1 管理人员 

管理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熟悉与热线服务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b) 熟练掌握热线服务流程及承办机构工作职能； 

c) 熟悉掌握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管理规定； 

d) 具备良好组织协调、沟通交流的能力。 

4.4.2 服务人员 

4.4.2.1  服务人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熟练掌握热线服务流程及承办部门或单位的工作职能； 

b) 能熟练使用知识库解答服务对象诉求； 

c) 能够辨别、理解服务对象的意图并准确记录服务信息； 

d) 熟练使用热线服务计算机办公软件，文字录入速度能够达到 60 字/min 以上； 

e) 具有较强的沟通、判断、理解和口头表达能力，能够使用规定的服务用语，见附录 A，语速与

服务对象的语速相匹配； 

f) 服务用语宜使用普通话，且达到普通话国家二级乙等水平，并能通晓当地方言。 

4.4.2.2  服务人员应经岗前培训，满足服务要求并考核合格方能上岗。应定期培训，提高工作技能。 

4.5 服务流程 

热线服务流程至少包括受理、处置、回访、结案、归档等。 

5 知识库  

5.1 要求 

5.1.1 应建立和完善知识库，并建立知识库的管理和维护机制。 

5.1.2 知识库内容应包括政府依法公开的政策法规，各承办部门或单位的工作职责、办事事项、社会

公共服务方面的各类知识，各类政府公告和公开信息等。 

5.1.3 知识库内容应准确、规范，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规定。 

5.1.4 知识库应具有信息存储、知识点共享、查询检索、维护更新、业务培训等功能。 

5.2 管理与维护  

5.2.1 知识库内容应经审核确认后方可录入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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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知识库内容应定期进行维护更新。 

5.2.3 应定期收集整理政策法规、政策公告、服务人员的使用意见等信息，更新知识库的内容。 

5.2.4 当服务对象咨询的问题未包括在知识库内时，应收集整理相应知识点，更新录入知识库。 

5.2.5 知识库内容的录入和更新宜在 2 个工作日内完成。 

5.2.6 应定期对服务人员进行知识库信息内容的培训，服务人员应及时掌握知识库的信息和内容。 

6 服务内容与要求  

6.1 受理 

6.1.1 受理内容 

受理内容如下：  

a) 政务信息及公共服务信息的咨询； 

b) 公共服务热线非紧急类求助事项； 

c) 政府管理和服务方面的投诉举报和建议； 

d) 其他应当受理的事项。 

6.1.2 受理要求  

6.1.2.1  热线服务宜采用每周 7 d，每天 24 h 的工作制度。 

6.1.2.2  电话受理时应在 15 s 之内接听，连续 24 h 内呼叫人工接通率应大于或等于 95%。 

6.1.2.3  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渠道受理时，案件信息可直接推送至热线服务信息化系统，响应时间

应不超过 3 min。 

6.1.2.4  可根据事项的专业性设立专业受理，如医保、公积金等。 

6.1.2.5  受理事项时，服务人员应： 

a) 耐心细致并有效引导服务对象表达诉求； 

b) 遇突发应急事件，及时上报管理人员。 

6.1.2.6  服务人员应准确记录案件信息记录单，案件信息记录单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 

a) 案件来源，包括热线电话、微信公众号、小程序等； 

b) 案件信息记录单编号和状态（系统自动生成）； 

c) 来电身份，如电话、性别、联系方式等； 

d) 案件信息描述，如诉求事项发生的时间、地点、过程、现状、服务对象的要求、是否保密等； 

e) 案件信息类别，包括应急、事务、咨询、建议、外部投诉、内部投诉等； 

f) 重要程度，包括一般、重要、非常重要、领导关注等。 

6.1.2.7  不应泄露服务对象信息。 

6.1.2.8  非应急案件宜在挂机后 30 min 内受理；应急类案件宜在挂机后 5 min 内受理。 

6.2 处置  

6.2.1 直接处置 

6.2.1.1  咨询类案件，根据热线服务知识库能即时答复的，服务人员应即时答复服务对象。 

6.2.1.2  服务人员的答复无法满足服务对象要求时，可在征求服务对象意见后，采取三方通话的方式

直接由相关部门或单位进行答复。 

6.2.1.3  答复完毕后，服务人员应准确记录案件处置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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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转交处置 

6.2.2.1  服务人员的答复无法满足服务对象要求或当场无法给予答复的咨询事项，应在 30 min 内将转

交至相关部门或单位处置，其应自收到案件之日起在规定时限内办结。 

6.2.2.2  应急类案件按应急类案件处置机制及规定时限，上报应急部门处置。应急类案件包括: 

a) 涉及区域性水、电、气、网等问题的案件； 

b) 自然灾害、地址灾害及引发的次生灾害的案件； 

c) 城市管理部件及公共安全的案件； 

d) 个人扬言将危及公共安全、人身财产安全等紧急案件。 

6.2.2.3  当事项情况复杂、涉及多个承办部门或单位时，可通过召开协调会、督办会等方式指挥协调

处置，或指定一个部门或单位牵头处置。 

6.2.2.4  对临近处置时限的案件，服务机构应对承办部门或单位进行提醒。当案件情况复杂时，承办

部门或单位可提出延期申请，每次延期的时限不超过处置期限，延期处置次数应不超过 2 次。 

6.2.2.5  服务机构应根据办理情况对案件作出办结，或要求承办部门或单位重新办理。 

6.3 督办 

6.3.1 服务机构对于下列事项应进行督办： 

a) 上级负责人批示或交办的事项； 

b) 服务对象多次集中投诉举报的热点、难点事项； 

c) 突发应急类案件； 

d) 超期未处置的案件； 

e) 承办部门或单位多次重办后服务对象仍不满意，经认定确属其原因的案件； 

f) 其他需要督办的案件。 

6.3.2 督办的方式包括电话、短信、书面通知、负责人约谈、现场督办、召开督办会议等。 

6.3.3 服务机构应采用下列形式进行督办： 

a) 日常督办：对受理事项中的常规案件、超期案件和缓办案件进行督办； 

b) 专项督办：根据不同时期的工作需要明确相应的承办部门或单位入驻服务机构开展受理事项的

督办工作，由入驻的承办部门或单位对其职能范围内的推诿扯皮、跨区域跨部门、权属不清等

事项进行督办； 

c) 应急督办：对受理事项中具有群体性、突发性、危害性的应急案件制定应急案件响应级别，分

级进行督办。 

6.3.4 督办应由专人负责。 

6.3.5 督办人员应在案件信息记录单内对督办情况做好记录。 

6.4 回访 

6.4.1 服务机构应面向服务对象，对承办部门或单位的办理流程、办理情况进行全部或抽样回访。 

6.4.2 回访的方式包括电话、短信、书面、微信、其他，可采用人工或智能方式。 

6.4.3 回访的内容包括案件处置情况及服务对象对办理过程的满意程度、办理结果的满意程度等。 

6.4.4 服务对象对处置过程和结果均不满意时，服务人员可根据案件情况转交承办部门或单位重新处

置。 

6.4.5 服务人员应做好回访记录，回访完成时间不宜超过 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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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结案  

6.5.1 直接办理的事项，办理结束即可结案。 

6.5.2 转交办理的事项，承办部门或单位回复服务对象并按要求上报，并由服务人员回访服务对象方

可结案。 

6.5.3 服务人员应做好结案记录，结案完成时间不宜超过 5 d。 

6.6 归档 

6.6.1 应对已办结的事项进行整理、归档。 

6.6.2 档案应全面完整、目录清晰、方便查阅。 

7 服务管理 

7.1 质量控制 

7.1.1 服务机构应建立和完善服务内控制度，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和监控。 

7.1.2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服务态度、工作效率、处置过程、处置结果等。 

7.1.3 评价的方法主要包括但不限于电话回访、向服务对象发放调查问卷、网上调查、记录或录音抽

查、媒体与第三方机构监督、其他。 

7.2 管理制度 

7.2.1 应建立工作岗位管理、人员培训、风险控制、投诉处置、设备及信息系统运维管理、档案管理、

服务信息保密等制度。 

7.2.2 应建立应急管理措施制度，包括预防措施、预测预警、应急响应、处置与恢复重建等内容。 

7.2.3 应建立各类案件处置制度，规定各类案件的处置时限。 

7.3 信息安全 

7.3.1 服务人员应签订服务保密协议，防止服务信息、服务对象信息、个人隐私等泄漏。 

7.3.2 信息化系统应明确不同层级人员使用权限，防止非授权人员的使用。 

7.4 存储和档案 

7.4.1 服务对象和服务信息应存储专用服务器并备份保存，保存期限宜长期。 

7.4.2 服务档案保存期限应长期。 

7.4.3 服务信息存储和档案保管应专人负责，保管场所与环境应满足要求，并应防止损坏、遗失、泄

漏。 

7.5 分析和报告 

7.5.1 常规报告  

7.5.1.1  服务机构应安排专人对受理、办理等信息进行统计、汇总。 

7.5.1.2  数据统计与分析应体现周期性变化，并能与历史同期数据进行对比。 

7.5.1.3  统计、分析结果应以报告的形式定期向政府及相关部门报送。 

7.5.1.4  报告内容应注重时效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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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2 专题报告 

7.5.2.1  服务机构应对服务对象反映较为集中的事项、意见、建议等信息进行汇总分析，定期形成专

题报告报送政府及相关部门。 

7.5.2.2  专题报告内容应具有针对性，能发现规律、研究趋势，必要时可提出意见和建议，为政府决

策提供参考。 

8 服务评价与改进 

8.1 评价 

热线服务评价应符合GB/T 33357的要求。 

8.2 改进 

8.2.1 服务机构应根据服务评价结果，对照服务对象的需求，制定改进计划和方案并组织实施。 

8.2.2 服务机构应建立服务改善工作机制，提高服务人员的服务意识、服务质量、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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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12345 公共服务热线服务用语 

12345公共服务热线服务用语推荐如下： 

——接起电话时：“您好，很高心为您服务！”；节假日（除清明节）接起电话时：“节日好，很 

    高心为您服务！”； 

——应答服务对象问题时：“先生/女士，您好，关于……”； 

——帮助服务对象查询信息时：“先生/女士，请稍等/请您稍等，正在为您查询。”； 

——查询信息后：“先生/女士，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您所咨询的问题结果是……”； 

——当服务对象查询反映事项办结情况前：“先生/女士，请稍等，现在帮您查询办理结果。”； 

——当为服务对象查询信息结束后：“您好，先生/女士，很抱歉让进久等了，您所咨询的问题结 

    果是这样的……”； 

——当服务对象查询反映事项正在办理中：“先生/女士，您反映的问题目前正由**部门处理中， 

    请您耐心等待。”； 

——向服务对象查询核实电话号码时：“先生/女士，请问回复您**********（电话号码）这个电 

    话吗？”； 

——咨询服务对象是否需要保密时：“先生/女士，请问您的信息需要保密吗？”； 

——当服务对象咨询回复时间时：“先生/女士，你好，职能部门将在**工作日内回复您，请您耐 

    心等待”； 

——安抚服务对象时：“先生/女士，您的心情我非常理解，请您不要着急。”； 

——服务对象提出建议时：“先生/女士，您提的建议非常好，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向服务对象核实诉求信息时：“先生/女士，您所反映的问题我已记录完毕，现向您核实一下， 

    是***这样吗？”； 

——受理结束时：“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回访服务对象时：“您好，先生/女士，打扰您了，我是*****热线的工作人员，对您反映的问 

    题做一下回访。”； 

——回访结束时：“请问您还需要其他的帮助吗？……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配合，欢迎再次 

    拨打****热线，再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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