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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交  〔2021〕  91 号

关于印发 《嘉峪关市 ⒓m8交通运输服务
监督电话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 :

为进一步提升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运行服务质量 ,

畅通交通运输投诉举报渠道,优化投诉举报处置机制,推动交通

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切 实做好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运

行管理工作,经 ⒛21年 6月 22日 专题协调会议研究,制订 《嘉

峪关市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管理办法》,现印发你们 ,

请认真贯彻执行。交通运输局 ⒛18年 6月 21日 印发的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实施管理办法》从即日起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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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服务礼仪规范

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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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峪关市 ⒓m8交通运输

服务监督电话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提升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以

下简称 12328电话 )运行服务质量,有序推进 12328电话坐席并

入 12345热 线
“
双号并行

”工作,畅通交通运输投诉举报渠道 ,

优化投诉举报处置机制,全面加强对 12328服务监督工作的组织

领导和统筹协调,推动交通运输服务高质量发展,切 实做好 12328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运行管理工作,保障 12328电话畅通高效

运行,结合我市交通运输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通过拨打 12328电话,就

嘉峪关市范围区域公路、水路、道路运输、城市客运、地方海事、

应急救援等交通运输领域的业务,进行投诉举报、信息咨询、提

出意见建议的均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12328服务监督电话工作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

(一 )统一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

(二 )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方便群众 ;

(三 )依法、及时、高效。

第四条 12328电话要做到有报必接、有问必答,违法必究 ,

事事有结果、件件有回音。

第二章 机构、职责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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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市交通运输局牵头成立嘉峪关市 12328交通运输服

务监督电话工作领导小组,加 强对 12328服务监督工作的组织领

导和统筹协调,明确相关单位职责,完善协调配合机制和相关工

作制度,提升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运行服务质量。

第六条 市交通运输局牵头设立 12328呼 叫中心,呼叫中心

设在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负 责受理全市范围内的 12328

电话业务,并按照规定配各相应工作人员,保障办公设施和工作

条件。

第七条 12328电话的受理范围是 :

(一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各类违法行为的举报、投诉和应急

处置;

(二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咨

询 ;

(三 )对全市交通运输系统及其工作人员的投诉、批评、意

见和建议 ;

(四 )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相关问题。

第八条 12328呼 叫中心工作人员的职责是 :

(一 )负 责对群众来电的接听、解答、登记和分类等工

作 ;

(二 )负 责宣传、解释交通运输有关法律、法规、政策以及

相关业务的办理流程等内容 ;

(三 )熟悉并掌握各项业务知识及接办流程,灵活处理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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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难问题 ;

(四 )服从领导的安排和指挥调度,发挥团队精神,按时完

成本职工作 ;

(五 )贯彻依靠群众、服务群众、方便群众的原则,为群众

提供亲切、专业、高效的服务 ;

(六 )努力学习政策、法律法规,不断提高服务群众的能力

和水平 ;

(七 )爱护办公系统及公共设施,保证工作场所整洁有序 ,

确保交通运输热线 24小 时畅通 ;

(八 )严格执行各项管理制度、服务规范和操作规程,认真

做好交接记录,及时做好数据小结和分类登记 ;

(九 )遇到重大问题和紧急信息及时按规定上报 ;

(十 )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相关工作。

第九条 12328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领导小组办公室职

责 :

(一 )转办督办。负责对受理的相关投诉、举报、建议等进

行分类转办、督办 ;

(二 )适 时跟踪。对转办督办业务进行跟踪,及时掌握办结

情况 ;

(三 )统计归类。负责定期对来电数量、内容进行统计分类 ,

并向相关单位进行通报反馈 ;

(四 )负 责处理领导交办的其它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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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受 理

第十条 12328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领导小组办公室应当

按照统一受理、即时答复、分类转办、适时跟踪、办结归档、抽

查回访的基本流程,开展 12328服务监督电话管理工作。

第十一条 12328呼 叫中心实行 7× 24小 时人工座席和自助

语音服务,并结合实际推行微信、手机、APP、 门户网站等多渠

道服务。按照全市推进 12328电话坐席并入 12345热线
“
双号并

行
”工作要求,做好涉及交通运输领域的系统对接、数据归集、

分派工单办理、驻场培训、知识库开放共享工作。

第十二条 12328呼 叫中心话务人员接听电话,要做到语言

文明、态度热情、受话耐心、记录详实、解答恰当,禁止使用电

话受理 J忌语。来电受理需如实填写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

话记录单》,准确据实记录来电时间、来电人姓名和联系方式、

来电内容等信息。

第十三条 话务人员应当根据来电内容,按 照以下情形处

理 :

(一 )对于来电反映的问题情况清楚、政策明确,能够现场

答复的,可采取直接答复的形式处理,并在记录单上写明答复处

理情况 ;

(二 )对来电投诉需要立即处理的,坐席人员根据 《12328

监督电话处置工作联络人员名单》直接电话告知业务对应联络

人。对拒接电话的,坐席人员做好拨打记录后直接拨打给该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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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管领导安排处置。对不能准确判断投诉内容的具体对应部门

或需要协调处置的电话告知执法队监督科进行协调安排。《处置

工单》随后正常处理;

(三 )对依法应当通过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途径解

决或者已经进入上述程序的,应 当告知当事人依照有关法律、法

规规定向有关单位提出;

(四 )对涉及突发事件和有群体性事件倾向的举报事项,应

当立即受理并及时向有关负责人报告;

(五 )对于其他属于受理范围的事项,又不能当即答复的,

应当及时受理,并根据电话内容进行审核分类,在 3个工作日内

予以转办。

第四章 办理 回复

第十四条 各相关单位应当依照本办法规定接收并办理

12328电话转办业务。

第十五条 12328呼叫中心转办的事项,按照
“
谁主管、谁

负责、谁答复、谁反馈
”
的原则,由 转办机构通过传真方式发送

《12328服务监督电话处置工单》,承办单位在时限内办结完毕

后及时将工单通过传真反馈转办机构;不属于职责范围内的,应

当在 2个工作日内退回,并说明理由。

第十六条 12328电话业务办理工作实行限时办结制:

(一 )对于信∫息咨询类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在接到转办事项

之日起 1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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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对于意见建议类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在接到转办事项

之日起 3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 ;

(三 )对于投诉举报类事项,承办单位应当在接到转办事项

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反馈办理结果 ;

(四 )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承办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

后,可 以延长办理期限:

(一 )情形复杂,涉及多方主体的;

(二 )调查取证困难的;

(三 )需要专业鉴定的;

(四 )其他需要延长办理期限的情形。

对于延长办理期限的,承办单位应当提前反馈 12328呼 叫

中心,告知来电人并说明理由。

第十八条 12328电话转办处理工作实行逐件回复制。承办

单位接单后可及时与来电人联系了解情况,处理完毕后将处理结

果反馈给来电人。回复内容主要包括转办事项的处理情况、处理

依据、来电人是否满意等内容。无法与来电人取得联系的在工单

办理结果内说明。

第十九条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领导小组办公室要

对未回复办理意见的转办事项进行跟踪;对于回复办理期限届满

仍未办结的,应 当提醒承办单位,并报请相关领导协调处理。

第五章 统计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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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条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领导小组办公室应

当从投诉举报、信息咨询、意见建议三个方面,对 12328电话业

务的数量、增幅变化以及即时答复率、限时办结率、抽查回访率、

群众满意率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并深度挖掘各业务领域的难

点、焦点和热点问题,形成 12328电话统计分析报告,按季度向

相关单位进行通报。

第二十一条 12328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领导小组办公室

按照周小结、月通报、季研判的方式进行汇总通报。每日当班坐

席人员对当日数据进行统计。转办部门于次月 10个工作日内对

上月情况进行汇总通报。每季度结束后 10个工作日内对上季度

情况进行分析研判并报送分析报告。

第二十二条 对于当日受理的重大紧急事项或者 12328电话

反映出的行业难点、焦点和热点问题要及时上报有关领导和相关

部门。

第六章 监督考核

第二十三条 12328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定期或不定期对承办单位反馈的办理结果进行抽查回访,听

取来电人对承办单位工作效率、回复情况、处理结果和满意程度

的评价意见,并按程序将评价意见予以登记。

第二十四条 12328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工作领导小组对

局属各承办单位实行计分考核,考核指标为按时完成率和满意

率,考核结果将作为承办单位的年终考核依据;其他相关部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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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满意度将在年度通报中予以通报。

第二十五条 对于违反本办法,对 12328服务监督电话业务

办理不力、拒接单、推诿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将

依法依规予以处理并通报。

第七章 附 贝刂

第二十六条 通过网站、微信、微博、短信、移动客户端

(APP)、 电子邮件、传真等其他渠道,转 由12328呼 叫中心受

理的投诉举报、信∫急咨询、意见建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运输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文件下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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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1⒛⒛ 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服务礼仪规范

-,语音规范

(一 )优质语音月艮务的要求

1,咬字清晰:发音标准,字正腔圆,没有乡音或杂音;

2.音量恰当:说话音量既不能太响,也不能太轻,以来电人

感知度为准;

3,音色甜美:声音要富有磁性和吸引力,让人喜欢听;

4,语调柔和:说话时语气语调要柔和,恰当把握轻重缓急、

抑扬顿挫;

5.语速适中:语速适中应该让来电人听清楚你在说什么;

0,感情亲切:态度亲切,多 从来电人角度考虑问题让来电人

感受到你是在真诚为他服务;

7.心境平和:无论来电人的态度怎样,我们始终要控制好情

绪,保持平和的心态。

(二 )发声技巧

1.吸气要领:吸到肺底——两肋打开——腹壁站定;

2.呼气要领:稳劲——持久——及时补换。

(三 )吐字归音

字头摆得准,字腹响度大,字尾收到家。

1,字头有力:字头发音要运用气息,出 字准确有力,声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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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部位准确 ;

2.字腹饱满:气息流畅地通过各个发音部位,主要元音发音

清晰有力,明 亮充实,圆润饱满,口 腔开合适度 ;

3.字尾归音:归音要鲜明干净,不拖泥带水,也不能音不到

位。发音时,口 腔由开到闭,肌肉由紧到松,声音由强到弱。

(四 )语速要求

一般情况下保持中速,每分钟 15ll180个 字,尽量匹配来电

人的语速和情绪,并根据谈话内容进行调整。

(五 )语气要求

自信、温和、坦诚、共情、友好、热情。无论什么时候接电

话,摘起话筒的时候请微笑,因 为对方能感觉到 !

你想表达的内容有 67%是通过语气传递给对方,来电人总是

从你的语气中了解你的信心和态度。

如果你讲话不耐烦,来电人一定以为你对他不真诚,会感觉

到受歧视;如果你的声音听上去很累,来电人会认为你不真诚;

如果你总是显得自以为是,夸夸其谈,来电人会没有安全感;如

果你的语气过于强硬,且缺少聆听,来电人会非常反感;如果你

用愉快的口气说话,来电人一定备受鼓舞,并愿意交流;如果你

的语气是诚恳、自信且带着激情,来电人会容易接受你。

二,话务规范

(一 )接话过程中始终微笑服务,并保持良好的服务态度;

(二 )应 吐字清晰、语速平缓、语音适中,使用普通话,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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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沟通能力;

(三 )语言礼貌周到清晰,严 禁拖腔、语气生硬、态度烦躁、

顶撞,更不得与来电人发生争吵;

(四 )说话音量视对方需要进行适当调整,语音悦耳、语速

适中;

(五 )细心地运用倾听和沟通的技巧,从而明确来电人的要

求;

(六 )听 电话时必须具有良好态度,电话一旦接入,应 即由

坐改为中坐,腰部挺起,收腹提气,保持语气平稳;

(七 )通话时应善于倾听,耐心、细致、诚恳地对待来电人 ;

(八 )禁讲服务忌语。不要任意加语气词 (啊、啦、呀⋯⋯

等 );

(九 )在提问的时候,尽量多用询问的方式和多说
“
请

”
字;

(十 )具有较好的业务知识,全面耐心地回答来电人问题;

(十一 )较强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详细、准确及迅速地

处理来电人的咨询和投诉。

三。服务语言规范

(一 )首语

您好,这里是嘉峪关市 12328交通服务监督热线客服人员,

请问有什么能帮助您的⋯⋯

(二 )中 间穿插语

1,在 听不清客人所说的话时,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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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不好意思,我没有听清楚,请您重复一遍好吗?

②对不起,我没有听清楚,麻烦您声音大一点好吗?

③引导:请问您的意思是⋯⋯,对吗?

④由于来电人使用方言听不懂时:很抱歉,我没有听明白,

您可以用普通话再讲一遍吗 (麻烦您说慢一点好吗 )?

⑤若仍听不清所讲内容,可 以说:对不起,Ⅹ 先生/女 士,

我没听懂您的意思,我马上请我的同事来为您解答好吗?

2.解答后来电人无反应的:

x先生/女士,请 问我解释清楚了吗?

x先 生/女士,您 可以听见我的声音吗?

3.来电人表示听不懂或不理解时:

对不起,可能是我没说清楚,请允许我再说一遍好吗?

4.接通后无声音的:

第一步:应该保持微笑: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

第二步:无回音,间 隔 3秒继续提示来电人:您好,您 的电

话已接通,请讲?

第三步:如果仍听不到来电人的回应,则 耐心地说:对不起 ,

听不到您的声音,请您换一部话机再拨,谢谢,再见。

5.来 电人打错电话时:对不起,您所反映的问题不在我们的

受理范围内,您 可以拨打++艹 部门服务热线,反映 (咨询 )这个

问题,您看可以吗?

6.在接入电话对方未明确表明所需时,请回答:您好!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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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需要什么帮助吗?

7.须要来电方在线等待,请告知:您好!正在为您查询,请

稍等⋯

8,在对方在线等待后,请说:您好!感谢您的耐心等待¨

9,核对来电人反映内容:我再与您核对一下好吗?请 问您说

的是料料,对吗?

10.来 电内容与 12328相关部门有关,但我方无法处理:

①可转接的部门:您好!您所反映的问题属于料 (部 门 )

受理范围,我们将直接为您转接至糨 (部 门),请稍后⋯

②不可转接的部门:您好!不好意思,您所反映的问题 ,

我们无法及时为您解决,请您致电艹艹(部 门)反映这个问题,可

以吗? (告知联系电话号码 )

注:若来电人不愿意自行联系相关部门,并要求我方处理 ,

可回复:很抱歉,您 咨询的问题目前无法给您准确的解答,需要

询问相关业务部门,我们可以将您反映的问题转交相关部门,15

个工作日内由该部门给您回复,可 以吗?

11.若是对方对我们的工作提出意见或建议,请等他叙述完

整,懂得倾听是一种非常有礼貌的表现,并能够起到一定的情绪

缓和作用。

①回复说:您好!非 常感谢您的提醒,因为有了您的关注 ,

我们的工作才能做得更好。我会把您反映的问题做完整记录的,

我们也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多加注意的,请 问您还有其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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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吗?

②结束时请致谢:好的,非 常感谢您的提醒,我们以后一

定会注意的,感谢您此次来电 !

12.对方对某部门提出建议或表扬 :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 XX部 门工作的支持,您 的表扬/建议内容

我已记下了,我们会转达给 ⅩⅩ部门,您看可以吗?

13.投诉举报:很抱歉, (给您造成不便了/给您添麻烦了/

耽误您时间了),您反映的问题我已记下了,我们会转达给 XⅩ

部门处理,15个工作日内会给您回复的,您看可以吗?” 得到

确认后
“
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以便回复。

14.来 电人一直重复描述问题时,不 肯挂机:您 好,您 的问

题我已清楚,并且记录下来了,我们会转达给++艹部门,他们会

与您联系的,现在还有许多来电在等待接听,请您理解。

15.反映人对 15个工作日的回复有异议的:

您好,只 要有了结果就会马上与您联系的,15个工作日只

是我们制定工作流程的最长时限。

16.来 电人语言粗鲁、谩骂时:

首先提醒:您好,请您文明用语,您若继续谩骂,我方将挂

机。

若来电人继续谩骂时:对不起,我方将挂机,欢迎您情绪冷

静后再次来电,再见。

(三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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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询问有没有其他需求:请 问还有什么需要我为您服务

的?

在对方确认无新需求后:感谢您的来电,再见。

(四 )回拨时

1,首先自报家门:您好 !我是嘉峪关市 12328交通服务热线

的客服人员,请 问您现在听电话方便吗?您于料月米艹日向我们反

映的关于 XX的 事情已有了结果。

2.准确向来电人传达工单上的办理结果,询 问是否有未尽事

宜,确保来电人问题得到有效回复,对服务感到满意:以上是对

您反映事项的回复,请 问您对处理的结果满意吗?

3.最后让来电人先挂机以示尊重:好的,非常抱歉,耽误您

时间了,再见。

(五 )月艮务禁语

1.“喂
”、 “

啊
”、 “

什么丨”

2.你 的电话怎么回事?怎 么那么吵! (怎 么没声音的 )

3.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 (刚才不是说过了嘛 )

4.谁说的?谁告诉你的?别人怎么知道 ?

5.你怎么还没明白?你听懂没啊?

6.你可以挂电话了呀 !

7.我怎么知道。

8,这个又不归我们管的。

9.怎 么现在才说,刚才怎么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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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你不懂就不要乱说。

11.这是政府规定的,又不是我规定的。

12.规定就这样的,不行就是不行 !

13,我什么态度?我就这样 !

14.你可以投诉我啊,你找我们领导好了!

15.这个明明是你自己弄错了。

16,等会儿 !

17.我有什么办法 !

18.电脑记录就是这样的。

19.叫 你旁边的人别说话 !

20,快点 !

21.我不会骗你的!我骗你干嘛 !

22.我们就是这样的。

23,我们领导不在 (我们领导很忙的 )。

24.绝对不可能的。

25.不知道 !

26.这个是艹艹艹部门的错,我没有办法的。

桫送 市纪委监委,市囱宙雄 ,省厅执法鞴 ,省蛳 中心,市踟勤局。

嘉峪关市交通运输局办公室         zO21年 7月 7日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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