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 

YD/T2823-2015 

呼叫中心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 

（CCSO 标准） 
 

评 审 指 南 
 

 

 

 

 

 

 

 

 

 

 

 

2015 年 9 月 10 日 

 

  



 

目  录 
 

一、呼叫中心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评审背景 ............................................... 3 

二、CCSO 标准评审流程 ...................................................................................... 3 

三、CCSO 标准评审原则 ...................................................................................... 5 

 

附件 1：CCSO 标准评审细则概要 ........................................................................ 7 

附件 2：CCSO 评审企业提交的文档资料列表 ..................................................... 9 

附件 3：CCSO 评审企业提交的绩效指标数据列表 .............................................11 

 

  



 

一、《呼叫中心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评审背景 

《呼叫中心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通信行业标准编号 :YD/T 

2823-2015），已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由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颁布，2015 年 7 月 1 日正式执

行。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作为该标准的起草单位，为了更快推进呼叫中心

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CCSO 标准）的普及，引导国内呼叫中心市场良性发展，

提升呼叫中心企业管理水平，改善运营绩效，就 CCSO 标准的评审流程、评审细则概要、评

审所需文档资料、评审绩效指标数据等作出如下说明。以期与更多合作伙伴一起，共同推进

我国呼叫中心领域第一个部颁行业标准的应用，推动中国呼叫中心产业健康发展。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评定中心专家委员会，是审核批准企业是否通过

CCSO 标准的最终评审机构。深圳市聚信标普咨询有限公司负责评审材料的组织、CCSO 标准

注册评审员和协调员的邀请与培训、CCSO标准官方网站www.chinaccso.org.cn的运营和CCSO

标准注册合作伙伴推广等工作。通过评审的企业，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呼叫中心服务

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评审通过证书。经培训考试通过的 CCSO 注册协调员或注册评审员，

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 CCSO 注册协调员或 CCSO 注册评审员证书。 

CCSO 标准规定了呼叫中心服务运营者在服务质量及运营管理方面的基本要求和操作办

法，既适用于经营性呼叫中心，也适用于各类机构的客户服务中心、客户关怀中心、技术支

持中心、联络中心等形式的自建呼叫中心。该标准可用于指导呼叫中心的建设、运营和维护

管理，以及对呼叫中心服务质量的评估管理。 

二、CCSO 标准评审流程 

如图所示，CCSO 标准评审分为四个步骤： 



 

 

第一步：企业评审资料的准备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将在 CCSO 标准官方网站 www.chinaccso.org.cn

公布 CCSO 标准原文、CCSO 标准解读文件、评审细则概要，CCSO 标准评审流程，其中评审

内容涉及呼叫中心规划及发展方向、人员管理、现场管理、流程管理、绩效管理、客户价值

与满意度、技术管理、网络与信息安全、客户权益保护等 9 类 224 个评审条目，详见附件 1：

CCSO 标准评审细则概要。参加评审企业可以选派企业内员工，参加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

值服务专业委员会组织的 CCSO 标准注册协调员培训，培训结业后，通过考试的人员会成为

CCSO 标准注册协调员，并由其准备相关评审资料。或者企业可以委托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

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授权批准的 CCSO 标准推广合作机构，由其协助完成评审资料准备。 

 

第二步：企业提交评审资料 

评审企业在 CCSO 标准官方网站 www.chinaccso.org.cn 上进行注册，并提交评审企业主

体信息，CCSO 标准协调员协助企业在网站上提交评审资料，相关评审资料清单详见附件 2：

CCSO 评审企业提交的文档资料列表，附件 3：CCSO 评审企业提交的绩效指标数据列表。提

交资料后，企业支付相关评审费用。 

  



 

第三步：进行企业评审 

收到企业评审资料后，受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委托，深圳市聚信标普

咨询有限公司组织 CCSO 标准注册评审员对企业提交的资料进行书面审核和现场审核。书面

审核是指评审员对企业提交的评审资料进行审核，将企业评审资料分解到呼叫中心规划及发

展方向、人员管理、现场管理、流程管理、绩效管理、客户价值与满意度、技术管理、网络

与信息安全、客户权益保护 9 类 224 个评审条目中，以此评估目前企业呼叫中心整体运营现

状。现场审核是指，相关评审人员将赴企业现场，通过数据提取、现场试算、人员访谈、现

场确认的方式，确定企业提交评审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CCSO 标准注册评审员不负责提

交呼叫中心改进建议，也不会评价企业呼叫中心运营状况，只负责以报告的形式客观反映出

参与评审企业呼叫中心运营实际情况，并确保企业提交评审资料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第四步：获得评审结果 

CCSO 标准注册评审员完成评审后，向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评定中心

专家委员会提交评审报告，专家委员会定期组织专家进行审核。对于通过 CCSO 标准的企业，

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颁发《呼叫中心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评审通过证书。对于没有通

过 CCSO 标准的企业，发送未通过评审通知。未通过评审企业自收到未通过评审通知之日起

一年内有 1 次提交复审申请的机会。 

三、CCSO 标准评审原则  

《呼叫中心服务质量和运营管理规范》是我国呼叫中心领域第一个部颁行业标准，中国

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将秉承公正、公开、客观、透明的原则，与行业内合作伙

伴一起积极推广该标准的普及。所有评审要求文件、评审细则概要、评审流程及评审结果，

都将在 CCSO 标准官方网站 www.chinaccso.org.cn 上进行公示。评审企业可以在 CCSO 标准官

方网站上查询通过考试的 CCSO 注册协调员或注册评审员名单；也可以查询中国通信企业协

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授权批准的 CCSO 标准推广合作机构名单；已通过 CCSO 标准企业名

单以及本企业评审进展情况。 

对于呼叫中心行业从业者，凡是参加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组织的



 

CCSO 标准注册协调员培训，培训结业后，通过考试者都可以成为 CCSO 标准注册协调员。

所有 CCSO 标准注册评审员，都由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评定中心专家委员

会，根据考试成绩和从业履历从 CCSO 标准注册协调员中择优聘请。CCSO 标准注册评审员

不可以对自己所服务的企业进行评审。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 

中国通信企业协会增值服务专业委员会评定中心专家委员会 

2015 年 9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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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CCSO 标准评审细则概要 

评审类别 评审细则 

评审总计 9 个评审类别，274 个评审条目 

一、规划及发展方向 

呼叫中心战略指导方针 

业务内容设计和部署 

年度经营计划 

企业高层领导支持 

面向客户提供完善的沟通渠道 

呼叫中心文化建设 

呼叫中心的社会责任 

本条目共 35 个评审条目 

二、人员管理 

组织架构 

关键支持岗位 

人员招聘 

培训课程结构 

培训实施 

人员薪酬 

人员激励 

员工满意度 

工作环境 

绩效指标数据 

本条目共 63 个评审条目 

三、现场管理 

业务量预测 

座席排班 

现场控制 

现场应急 

现场知识库 

质量标准 

质量监控 

绩效指标数据 

本条目共 51 个评审条目 

四、流程管理 

流程的制订 

流程的控制 

流程的改进 

本条目共 18 个评审条目 

五、绩效管理 绩效指标结构 



 

绩效分解 

绩效评估和考核 

本条目共 20 个评审条目 

六、客户价值与满意度 

客户满意度 

客户投诉 

客户价值挖掘 

本条目共 23 个评审条目 

七、技术管理 

系统基本功能 

系统性能 

系统可靠性 

系统维护 

系统文档 

绩效指标数据 

本条目共 35 个评审条目 

八、网络与信息安全 

服务器和网络安全 

座席电脑安全 

信息保密 

本条目共 15 个评审条目 

九、客户权益保护 
服务的明确提示、变更和终止要求 

禁止侵害客户权益的行为 

本条目共 14 个评审条目 

 

  



 

附件 2：CCSO 评审企业提交的文档资料列表 

文档名称 

评审总计提交 45 个文档资料 

整体发展规划方案 

服务目录 

新增业务上线管理办法 

年度经营计划 

定期经营分析报告（一年内连续三份） 

对外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组织架构说明书 

招聘管理办法 

招聘计划书（一年内任选一份） 

新员工培养计划书（一年内任选一份） 

课程结构说明书 

常规培训计划书（一年内任选一份） 

薪酬管理办法 

激励管理办法 

员工满意度调查计划书（一年内任选一份） 

员工满意度调查报告（一年内任选一份） 

业务量预测模型说明书 

座席排班管理办法 

座席排班拟合模型说明书 

座席班表（一年内任选一份） 

现场管理办法 

现场应急预案说明书 

知识库结构说明书 

知识库定期检讨会议纪要（一年内任选一份） 

质量标准说明书 

质量标准定期检讨会议纪要（一年内任选一份） 

质检管理办法 

关键业务流程说明书 

流程研讨会议纪要（一年内任选一份） 

涉及流程改进的运营分析会议纪要（一年内任选一份） 

流程改进项目实施总结报告（一年内任选一份） 

绩效指标池说明书 

整体绩效定期检讨会议纪要（一年内任选一份） 

绩效考核管理办法 

客户满意度调查报告（一年内任选一份） 



 

客户满意度调查计划书（一年内任选一份） 

客户投诉管理办法 

客户投诉处理分析报告（一年内最近三份） 

客户差异化服务管理办法 

系统功能说明书 

系统性能说明书 

系统可靠性说明书 

系统维护管理办法 

系统信息安全管理办法 

客户权益保护管理办法 

 

  



 

附件 3：CCSO 评审企业提交的绩效指标数据列表 

指标名称 

评审总计提交 15 个绩效指标数据 

员工晋升率 

员工流失率 

座席招聘达成率 

新座席保留率 

员工人均培训时长 

员工激励覆盖率 

业务量预测准确率 

业务处理占用率 

实时业务服务水平 

非实时业务及时处理率 

现场上下线遵时率 

质检覆盖率 

质检关键错误发生率 

系统故障数 

系统缺陷及时解决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