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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抽油烟机坏了，打12345；手
机掉窨井里了， 打12345……
12345市政府便民热线服务中
心在此推出2017年度“十大服务之
星”评选活动。 本报此次刊出市政府
便民热线服务中心的9名工作人员的
事迹，近期还将刊出各县区政府便民
热线服务中心的13名工作人员的风
采。 11月17日，淮海晚报微信公众号将
发起评选活动，由市民从这22位工作
人员之中选出“
十大服务之星”，期待
您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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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5，便民服务很贴心

“
十大服务之星”
评选活动启动

话务班长韩朋友：

信息科杨光：

话务员周蓝蓝：

接线员倪玉美：

一个电话，一份责任

做“热线”的守护者

用“四心”换“满意”

认可是前进的动力

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市政府便民
热线服务中心没有朝九晚五，没有节假日，
只要市民有诉求，电话的那头就有人接听、
处理。 作为受理科话务班长，即使在下班时
间，韩朋友也随时处于待命状态。
韩朋友记得，去年10月3日，国庆放假
期间，夜里11点左右，刚刚睡着的他被急促
的手机铃声叫醒， 来电显示：0517-12345，
他不敢有半点犹豫，赶紧接起了电话。 电话
那头，当天的值班组长焦急地说：“班长，市
民来电反映， 他们小区的住宅楼裂了很大
的缝隙，要倒下了。 从晚上6点多到现在已
经陆续有19名市民来电反映同样问题，整
栋楼的业主都在楼下，不敢回家休息，已交
办承办单位处理。 ”挂断电话，韩朋友立即
判定，这样的事件具有一定的危害性，很可
能造成市民财产损失，威胁人身安全。 他立
即向领导汇报， 并同领导一起赶往现场了
解情况。
从2014年到现在，三年多的时光飞逝，
类似的突发情况对他来说早已不足为奇。
日常工作中，作为一名话务班长，他比普通
话务员承担着更为重要的责任， 对政策法
规的理解更为透彻， 沟通的技巧也相对成
熟一些。 每当话务员接到一些无理诉求，甚
至指责的时候， 他总是主动让话务员将电
话转给他来接听。
由于话务员的工作压力很大， 而且必
须保持耐心、细心、热情的状态，受理科将
话务人员的心理疏导作为一个重要工作进
行统筹安排。 为此，他经常想法子开展户外
活动，组织大家夜游清江浦，让大家感受家
乡美，同时纾解工作压力。
“话务工作一方面承载着群众的希望
和求助， 另一方面代表着政府为群众排忧
解难，具体到一件件事情中，我们一定要以
群众满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韩朋友说。

“哎呀，我的电脑坏了”、“我的系统
无法登陆了”、“话务区电脑全部无法接
听了”……今年7月份的一天，12345话务
平台电脑全线崩溃， 话务人员因无法接
听市民来电焦急万分。 接到受理科的报
告后， 信息科立即组织人员进行逐一分
析， 全面排查。 经过近12小时紧张的抢
修，平台终于恢复了正常。 杨光，就是信
息科的成员之一，这次故障之后，他还认
真主动地记下了故障日志， 整理了排查
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遇到相同情
况的应急处理预案。
杨光到市政府便民热线服务中心信
息科工作的时间不算长， 但是他对这份
工作的责任和重要性却有着非常深刻的
体会。 每天8点多钟，他要赶到平台话务
区逐一排查接线过程中有无系统上的障
碍，电脑运行状况，以及平台的各路服务
器是否正常工作， 以确保平台的正常运
行。“平台的正常运作关系着百姓诉求渠
道的畅通， 而诉求渠道的畅通是政府工
作的重中之重。 ”杨光说。
杨光深知，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
多媒体渠道的受理将会成为政府受理群
众诉求的重要通道。 为了提升平台的全
媒体服务能力， 他通过学习并借鉴其他
城市网站、微信、APP等运行模式，对市政
府便民热线服务中心的网站、 微信公众
号、APP各项功能进行优化调整， 并利用
多种渠道推广宣传，增加关注度，让全媒
体服务渠道畅通无阻，真正实现全覆盖、
全方位、全媒体的各项功能。
“信息科工作比较杂，但每做好一件
事都能提升自己。 ”杨光说，“
保证市民每
一通电话都能打进来， 市民的每一个诉
求都能解决， 这就是作为一名信息科成
员的使命感和成就感。 ”

“听民声、聚民智、解民忧”，当2016
年大学毕业的周蓝蓝第一次走进市政府
便民热线服务中心，得知12345的工作理
念时她就想到， 话务工作不仅仅是接电
话那么简单， 更重要的是能够全心全意
为百姓解决问题， 搭建起市民与政府沟
通的桥梁。
周蓝蓝说，话务员是一个具有挑战
性的工作，不仅在于工作强度大，更在
于如何更好地微笑服务。“这是我大学
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刚开始没什么经
验，也不太善于沟通，所以挺害怕接电
话的。 ”她说，记得接第一个电话时，市
民描述完问题后，她愣了半天说不出话
来。 随着业务的不断熟练，周蓝蓝如今
已经能够轻松地应对每一个电话。
“12345热线是一个受理、 办理、反
馈、办结的流程。 ”周蓝蓝介绍，她的工
作是接听来电，判定市民反映的问题是
否属于平台的受理范围后，记录工单进
行交办处理。 电话沟通过程中，需要谨
遵基本服务十字用语：“请、您好、谢谢、
对不起、再见。 ”礼貌用语之外，话务员
热情洋溢的态度和语气，能够为平台树
立良好的形象。
工作一年多来，周蓝蓝给自己做了
一番总结， 也是对自己一贯的要求，那
就是要做到“耐心、细心、用心、爱心”。
之所以能够做到这“四心”， 周蓝蓝认
为，学会换位思考非常重要。 今年9月6
日夜间，一位先生来电反映自己的手机
掉进了窨井里，非常着急。 虽然当时并
不是周蓝蓝的值班时间，但她辗转打了
很多电话， 才联系上住建局养护处，与
工作人员协调， 请他们帮忙拿出了手
机。 周蓝蓝说，每一个诉求的解决，她就
会有12345话务员独有的集体荣誉感。

今年4月，倪玉美正式加入12345热
线，成为一名普通的接线员。 最初她以
为工作内容就是“接接电话”，但是实际
工作中，她真正体会到了接线员工作的
不易，不仅忙碌是一种常态，有时候还
会被误解、被刁难……
倪玉美每天都会提前到岗，查看自
己是否有需要跟进的问题，做好接线前
的准备工作。 很多时候，一开始接听电
话后就会忘记时间，常常是一坐就是四
五个小时，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在
和市民沟通交流的时候，手还要不停地
打字记录市民反映的问题，做到“话毕
单成”，也就是一个电话接完之后，单子
也要写好，要将市民反映的问题都记录
下来。 一天接听和拨打电话能达到60多
个，工作结束时，她常常觉得口干舌燥、
无力说话。
不过对于她来说忙碌和辛苦其实
都不算什么，最让她感到委屈的是在接
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不理解。 特别是有
些不合理诉求无法解决，投诉的市民会
迁怒于接线员，说一些责备的话。 倪玉
美说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总是觉得心
里特别委屈，但是她都始终坚持用亲切
温和的语气和市民沟通，她这种积极的
心态也感染了身边的人。
工作结束后，倪玉美还会定期做一
些总结，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倪玉
美表示，看似简单的接线员工作，其实
其中牵涉了很广的知识面，因为遇到的
问题总是五花八门，所以这是一个不断
学习、不断拓宽知识面的过程。
倪玉美说， 每当帮助市民解决问
题，听到市民说“谢谢”的时候，她都很
开心， 市民的认可是她不断前进的动
力。

预审员沈玥：

质检员王燕：

话务员范丹：

话务员谷丽丽：

回访组组长孟莹：

服务市民
奉献自己

工作严肃
生活暖心

幕后英雄
默默奉献

心系市民
服务市民

做好细节
坚持不懈

沈玥是12345热线的一名预
审员， 自2012年进入中心工作以
来，她已经在这里工作了五年。 五
年时间， 她从前台的普通接线员
到回访员再到预审员， 她一步一
个脚印，尽心尽责，努力做好每项
工作。
预审员的主要工作职责就是
将话务员提交的工单进行审核并
派发到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以
便相关部门及时处理问题。 每天
不仅要处理市平台200到300个左
右的工单，还有部分来自省12345
平台的工单，所以工作量非常大。
每天工作期间她没有一刻懈怠，
在两台电脑之间不停转换， 力争
当天的工单当天派发完毕， 绝不
拖到第二天。 沈玥介绍，预审员的
工作需要了解各个政府部门的职
责分工，以便于将工单合理派发，
全市有几十乃至上百个政府职能
部门， 她需要和这些部门的工作
人员有效地沟通。 面对繁重的工
作，她总是一丝不苟，事无巨细，
力争每位市民反映的问题都能得
到有效的回应。
12345热线每天都 会 接 到 各
种投诉、咨询，问题非常庞杂，时
有难以解决的问题， 所以这就需
要预审员用自己的智慧来解决问
题。 有一次市民反映每天都有大
量机动车停放在中国南北地理分
界线标志园南侧， 希望相关部门
能够对此进行管理， 因为考虑到
该处为淮安地标性位置， 车辆在
此停放确实影响到城市形象，但
因车辆的停放地点不属于道路范
畴，交警无法直接处理。 经过再三
考虑，沈玥决定与市住建局沟通，
请住建局在四周设立护栏或者石
墩，以此来阻止车辆在此停放，这
个方法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
沈玥说， 作为一名12345热线
工作人员，不仅基本功要扎实，同
时面对很多难解的问题时还要学
会用巧妙的方法来解决问题。 她
说，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努力方便市民、服务市民。

五年前12345热线刚由市长热
线转型升级而来，王燕在那时就加
入了12345热线， 是属于最早的一
批话务员，期间她经历了热线的成
长与发展壮大， 热线对于她来说，
就是第二个家， 她总是用心呵护，
同事对她来说就是兄弟姐妹，大家
相互扶持，共同成长。
在热线中心工作的五年，王燕
曾经在各个岗位上历练过，包括接
线员、回访员、预审员。 现在她是一
名经验丰富的质检员，每天对话务
人员的录音和工单进行“质量检
查”。 凭借自己丰富的经验，她努力
引导每一个话务员更好地完成工
作。 对于发现的共性问题，通过案
例分析会、录音点评会、质检分析
会等形式对话务员进行辅导。 她是
一个严肃的质检员，对待话务员考
核，始终秉持着公平、公正的原则。
对于热线中心的58名话务员
来说， 王燕还是一个暖心的大姐
姐，性格开朗，乐于助人，特别是对
新入职的话务员总是非常关照。 她
能够将复杂的知识简单化，专业的
知识实用化，让新人迅速积累业务
知识，快速融入到新的环境中。 由
于话务员常常碰到一些投诉、抱怨
等情况，负面情绪难以避免，她总
是尽力帮助大家排解心理压力。 令
她印象深刻的是，在新进人员中有
一个河南姑娘， 各方面都很优秀，
但是语言成了最大的障碍。 有一天
一位市民打电话反映问题，由于没
有听懂方言， 盱眙市民责备她，姑
娘感到很委屈，电话结束后，她偷
偷躲在角落里哭泣。 王燕观察到姑
娘的情绪变化， 鼓励并安慰她，业
余时间，还花了很多时间用方言和
她交流，帮她提高业务能力。
王燕说，不管是接线员、回访
员、预审员还是质检员，每个岗位
都很重要，也都很辛苦，但是她说，
这是一个付出就会有收获的工作，
每当听到市民说下水道通了，施工
停了，路通了，问题解决了，王燕都
会会心一笑，所有辛苦付出也就都
值得了。

在12345热线话务中心的墙
上写着这样一段话：“虽默默无
闻，但联系千家万户。”“这段话让
我深深地感受到政府热线每一位
话务员的职责。 ”12345热线话务
中心话务组组长范丹感慨道，作
为一名话务员， 必须牢记话务员
职责， 以热心和微笑去面对每一
位市民的来电。
2013年，23岁的范丹第一次
走进12345热线话务中心。“刚开
始我以为12345和10086差不多，
只需要进行业务解答就可以了。”
范丹笑着说，“没想到和想象中的
完全不同。入职四年，范丹学会从
电话中判断来电反映问题的市民
的情绪， 并且能够用不同的语言
去安抚激动的市民，“要站在市民
的立场去思考问题，想市民所想，
急市民所急。 ”
话务员的工作很辛苦，24小
时的工作性质意味着经常性的夜
班，“一个月大概有六到七个夜
班， 从晚上9点上到第二天早上8
点， 不过有时我们下班时间是无
法确定的。”范丹告诉记者，去年4
月1日夜班临近下班时，市民高女
士来电求助。 她家人患有动脉夹
层， 正乘坐救护车从二院转往南
京, 高女士途中改变主意， 希望
12345协调让120将其家人送往北
京医治。由于担心患者的情况，范
丹立即联系多个部门寻找解决方
案，“
我从120指挥中心得知，患者
的病情不适合长途转运至北京。
经过协调， 高女士最终听从专业
意见将家人送往南京治疗”。
自从走上这个岗位， 范丹陪
伴家人的时间少了很多。“
女儿幼
儿园举办的亲子活动， 我已经缺
席很多次了。 ”谈起3岁的女儿，范
丹感到既愧疚又自豪，“她从没有
责怪过我， 反而还会安慰我说，
‘
没关系的，我知道妈妈是要去帮
助更多的人’。 ”作为一名有着责
任心， 并且舍小家顾大家的话务
员妈妈， 范丹以热情又温暖的服
务态度帮助每一位来电市民。

谷丽丽是12345热线的第
一批话务员。“我是2012年走上
这个岗位的。”谷丽丽笑着告诉
记者， 刚进来的时候她们有个
为期半个月的培训， 因为表现
优秀， 她被选中送往南京进行
相关学习。“当时我的孩子才7
个月大，还没断奶。”考虑再三，
谷丽丽选择了给孩子断奶，前
往南京进行培训学习。
谷丽丽感慨道，12345是一
座桥梁， 更是一个承诺，“要成
为一名合格的话务员不是件容
易的事情。 作为政府热线的话
务员，接听电话要热心、聆听意
见要诚心、了解情况要细心、排
忧解难要真心、 处理问题不偏
心，必须时刻做到心系群众、方
便群众、服务群众。 ”
2017年5月18日中午，谷丽
丽接听到一位南京市民的来
电。“
这位市民反映自己与妻子
离异， 孩子跟随妻子回淮安生
活。 ”谷丽丽告诉记者，由于来
电市民与前妻在淮安没有房
产， 便打算将孩子户口迁入住
在开发区的外婆家， 但是该套
房屋产权是归孩子外婆所有
的， 所以孩子上学成了问题，
“
他们希望12345能够帮忙协调
孩子就读深圳路小学。 ”
怕耽误孩子上学， 谷丽丽
立即联系了开发区社会事业局
教育处， 了解到户口迁入属于
空挂户现象， 要由社会事业局
在全区范围内统筹安排入学。
“随后我将这一情况反馈给来
电市民， 他表示孩子户籍原本
是在淮安的， 只是他们在南京
购房后将户口迁出了。”来电市
民又咨询了入学要求和户籍登
记办理时间， 谷丽丽意义耐心
解答， 同时帮其再次联系社会
事业局进行咨询。
“
认真接听每一通电话，努
力做到话毕单成。”谷丽丽这样
要求着自己。

“每天不需要做多么大的事，
只要坚持把工作上的每一个细节
做好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这是
12345热线回访组组长孟莹一直秉
持的观念。
2012年平台刚建成，孟莹就在
受理中心工作了，5年中她和12345
热线共同成长。“从刚开始的一无
所知到现在的得心应手，从一个普
通的一线话务员开始， 到预审岗、
回访岗，对于受理中心的每一个流
程我都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孟莹
说，她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打
开电脑，通过系统查看“我的待办”
中有多少未签收的回访工单，然后
根据工单量来分配和安排一天的
回访工作。“一般是在150到180个
左右，并且这些都是当天必须完成
的。 ”
孟莹告诉记者，有一位市民经
常来电反映投诉相关通信公司流
量超标却没有短信提醒，“我们交
办给该公司很多遍了，该公司也给
我们回复表示，已经和用户协商将
超出的费用全额退回了。 我们在回
访中也确认了市民收到退款，但是
这位市民仍然对移动公司没有短
信提醒表示不认可，并多次来电反
映投诉。 ”尽管如此，孟莹没有丝毫
不耐烦， 依然向来电市民耐心解
释，这是属于该通信公司的内部操
作流程，她们会将市民的意见进行
记录，向该公司进行反馈，然后等
待该公司的后续优化。
“这是本职工作， 不管电话多
难回，我们都要以饱满的热情和市
民对话，用足够的耐心去化解市民
的情绪。 ”孟莹这样说道。
■ 淮海晚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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