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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ICMI组织中国呼叫中心高管参加全球ACCE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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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结25年成熟经验   品牌影响力誉满全球   以提升客户体验为宗旨

ICMI中国区——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向全球化延伸的标志——于2007年正式进驻中国市场，是国内本土领先的服务

供应商，只要客户管理专业人士（从一线座席到呼叫中心管理层）希望提升客户体验及联络中心各级员工的工作效率，ICMI

中国区都会为他们提供全方位专业资源。

ICMI中国区是国内呼叫中心行业的顶尖专业机构，旨在为本土业界提供会议、培训和咨询服务。业务精湛的ICMI中国区业务

团队囊括了业界资深人士、分析师和咨询师，他们设定目标，通过颇受推崇的专业化服务产品，不断推广以结果为本的运营理念。

创建于1985年的ICMI不断巩固其在联络中心行业首屈一指的地位，是最完善、最受推崇的专业机构。

关于ICMI中国区的更多详情，欢迎访问www.icmich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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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2010年是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进入中国的第四个年份。在过

去的三年里得益于中国政府及各界朋友的鼎立支持，ICMI在中国取

得了长足的发展。同时，也为国内呼叫中心领域的发展推波助澜。

经过四年的努力，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逐步完

善和增强了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充实发展了以ICMI培训、咨询以

及CCCS联络中心标准、ICMI标准为主的核心产品，并且拥有了一支

具备丰富运营经验和培训、咨询、认证实施能力的核心团队。

通过与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的良好

合作，在实施ICMI培训、咨询以及授权实施CCCS联络中心标准、参

与实施历届“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及最佳管理人”系列评选活动过程

中，深化了与呼叫中心从业人员及企业之间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关

系。借助ICMI在全球实施了二十余年的呼叫中心专业知识体系，和

国内各企业在呼叫中心领域的最佳实践，不断丰富和更新ICMI产品

知识体系，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服务与支持。

2010年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将围绕着“呼叫中心的基础运

营、服务转营销、企业传统渠道业务向呼叫中心的转移”三个维

度，专注于国内外客户关系管理领域的最佳实践，利用CCCS联络中

心标准及ICMI国际标准、ICMI顾问咨询工具以及ICMI的培训课程为

您提供更加殷实的呼叫中心专业服务和支持。

在2010年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将继续加强与各协会组织、咨

询机构、服务及产品供应商以及业内专家、学者的沟通与合作，凝

聚资源、共享资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中国呼叫中心领域的发

展而努力。

2010年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将继续加强与中国信息化推进

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的合作，配合专委会利用ICMI的知识

体系及行业内的最佳实践，持续完善CCCS联络中心标准，为行业发

展提供切实的拉动力。同时，也将继续支持专委会完成“2010年中

国最佳呼叫中心及最佳管理人”的评选工作，以及“全球最佳呼叫

中心”中国区的提名选拔工作，为行业发展树立学习的榜样、为与

国内同仁及国外同行间相互交流、学习建立积极高效的互动平台。

                               

            吕克勤 总裁  

                    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2010年3月

联系我们：

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

www.icmichina.cn

市场推广及会员活动     徐  靓

电话：021 - 62787488 * 8705

手机：15901877306

电邮：kevin.xu@u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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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中国区专业团队

吕克勤

UBM（中国区）副总裁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总裁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常务副主任

CCCS 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 主席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奥运观众呼叫中心 顾问、服务总监

1992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199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研究生班学习。

2000年任北京赛迪呼叫中心有限公司副总裁，组织实

施了摩托罗拉、泰克电子等外呼项目；GE医疗、方正科技

等座席外包项目;同期还负责实施了南方航空、海尔集团、

天津今晚报等单位呼叫中心的咨询、人员招聘和培训项

目。在职期间主要负责公司的业务拓展及项目实施工作。

在北京赛迪通呼叫中心有限公司工作期间得意于CCID良好

的工作环境和学习氛围，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实践，对呼叫

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体系进行了潜心的研究和实践，积累

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002年加入《CTI论坛》咨询机构任副总裁，成功组

织、举办了中国呼叫中心行业内第一个评选奖项，“第一

届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及最佳管理人系列评选奖项”,至2007

年连续组织实施了六届评奖活动。同年受原信息产业部及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委托，负责组织筹建中国呼叫中心产

业第一个协会组织“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

业委员会”，并出任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

2002年10月受原信息产业部科技司及中国信息化推进

联盟委托，参与组织制定中国第一部呼叫中心标准《CCCS

联络中心认证标准》，并负责CCCS联络中心标准的推广、

实施工作。先后组织实施了中国网通四省分公司、中国人

寿总部及五省分公司、海尔集团、招商银行、中信银行、

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宁波银行、

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一汽马自达、上海邮政、福建电

力、神州数码、天津今晚报业集团、上海市北自来水公司

等企业的CCCS标准的认证实施工作，其中中国人寿将CCCS

联络中心标准作为第三方考良全国34家省分公司呼叫中心

服务水平的唯一标准。

2007年吕克勤先生代表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

管理专业委员会受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

委托，筹建“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奥运

观众呼叫中心”，并出任奥运观众呼叫中心顾问、服务总

监、总值班室第一副主任。

在奥组委供职期间，吕克勤先生凭借在中国呼叫中心

行业服务多年积累的经验和良好的信誉，以及对行业内各

企业单位的深入了解，本着温家宝总理对奥运观众呼叫中

心工作“三服务、三满意”的要求。团结周围同事、凝聚

行业内优秀资源，在行业内招募了413名英语、粤语、闽南

语志愿者，同时从各人员选派单位选调11名服务事业部副

总经理以上职务的管理人员，组成奥运观众呼叫中心的管

理团队。在奥运观众呼叫中心为赛事观众、广大人民群众

及国际社会提供优质的多语言服务。

北京奥运会开幕之前吕先生组织制定了《奥运观众

呼叫中心服务手册》、《奥运观众呼叫中心培训教材汇

编》、《奥运观众呼叫中心服务流程及与各场馆联动流

程》、《奥运观众呼叫中心应急预案》等运行方案。为奥

运观众呼叫中心在短时间内形成服务能力并保持长期稳定

奠定了基础。

奥运观众呼叫中心的成功运行实现了中国呼叫中心

领域前所未有的大融合，是中国呼叫中心产业发展的里程

碑。奥运观众呼叫中心得到了赛事观众、广大人民群众及

国际社会的积极评价，做到了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服

务、三满意”的要求，并得到了奥组委和北京市委、市政

府领导的高度赞扬。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会、北京市团

市委、北京志愿者工作办公室授予吕克勤先生“北京奥运

会、残奥会观众呼叫中心杰出贡献奖”，及“奥运会、残

奥会志愿者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在评奖词里第二十九届

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对吕克勤先生在奥运期间的工作

表现作出如下评价：

“吕克勤先生作为负责人，参与了北京奥组委观众

呼叫中心的规划、筹备、运行及管理等各项工作。在工作

中，能够持之以恒，勤勉敬业，以专业的知识和技能、卓

越的管理能力，为“有特色、高质量”的北京奥运会做出

了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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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中国区专业团队

侯晓军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执行总经理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侯晓军先生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本科，毕

业后作为首批创业员工之一加入上海微创软件，该企业是

由美国微软公司和上海市政府联合投资成立的国内著名IT服

务外包企业。在微创软件工作期间，他负责微软在北美地

区客户的技术支持及客户服务管理工作，借此工作机会熟

悉了国际离岸外包业务的运作模式，高标准运营流程以及

服务规范。

2003-2004年，他还直接参与了COPC国际客户联络中

心运营绩效标准在微创软件的内部评审资料准备和答辩工

作，为该企业作为国内第一家外包呼叫中心成功通过COPC

标准做出重要贡献。2004年2月，由于对微软北美区的客

户服务做出的杰出贡献，他被授予“微软国际质量贡献

奖”，为此收到微软公司邀请赴美国西雅图总部访问微软

北美技术支持中心并做业务交流。

2005年至2009年，侯晓军先生任职于著名日本服务外

包企业Telemarketing Japan在华分支机构—益峰客户关系管

理有限公司，担任运营部总经理职务。在这段时间里，他

参与建立并管理过许多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服务中心和

营销中心项目，其中包括丰田、日产、尼康、索尼、贝乐

生、AIG、Dell、通用汽车、宝马等等国际知名品牌，对于

跨国企业如何在当地建立专业、高效、灵活的客户联络部

门有深刻认识和体会。

期间，他在电话营销项目运营方面也树立了他独特的

见解，对数据库甄别、CRM模型建立、电话脚本设计、电销

运营现场管理、质量监控、绩效分析及提高方面形成了自

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他所负责的电话销售项目也以超额的

投入回报比而著称。通过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他将各

种国内外知名呼叫中心标准因地制宜地运用到呼叫中心项

目运营管理中去，他所管理的呼叫中心规模在他任职间均

有十几倍的扩大。

他还编纂过适用于外包型呼叫中心的《呼叫中心现场

运营及设备管理规范》，《呼叫中心内部服务水平标准》

等企业规范，迄今仍被许多相关企业所使用。2007年，他

还受邀访问过位于日本和东南亚的外包呼叫中心和BPO中

心。借这些机会他将许多国外呼叫中心建设和运营方面的

优秀经验引入国内，分享给中国的呼叫中心业界同仁。

2009年至今，侯晓军先生担任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

中国区执行总经理的职务。期间他接手负责中国第一部呼

叫中心标准《CCCS联络中心认证标准》在国内各大中型

呼叫中心的实施和审核的工作。凭借他对国内外各种联络

中心运营绩效标准和质量体系的理解，以丰富的运营实践

经验为基础，修订和优化了该标准，同时还在认证过程中

融入了其他同类优秀标准的特点。先后组织实施了交通银

行，农业银行信用卡中心，四川电信，深圳电力，海通证

券等各单位的CCCS标准的认证实施工作。通过认证后的企

业纷纷表示对他以及他领导的ICMI中国区认证项目实施团队

的工作表示相当认可，该认证项目的实施对提高各单位呼

叫中心的运营管理水平有着显著的帮助。

此外，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还成立了一支以

他为核心的咨询专家队伍，为上海大众汽车、南方电网等

企业的呼叫中心实施了运营管理体系标准设立、运营业绩

提升、内部流程设计及审核、外包供应商招投标管理、呼

叫中心迁移等课题的咨询项目。近期，他作为中国受邀全

程参与了由美国ICMI总部发起编纂的《ICMI全球客户联络中

心管理标准》(ICMI CMO Standards)的起草和定稿工作，目

前该标准将在2010年向全球同步发布并在各个国家的呼叫

中心进行推广和实施。借这些机会他将许多国外呼叫中心

建设和运营方面的优秀经验引入国内，分享给中国的呼叫

中心业界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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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中国区专业团队

范军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认证评测总监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CCCS 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认证评测中心 运营总监

中国国内较早获得美国COPC注册协调员认证资格的

管理人员，并对国外呼叫中心领域的相关标准，如COPC 、SCP、

HDI，以及ISO质量认证等都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施经

验。自1998年进入呼叫中心领域从业至今，拥有多年呼

叫中心项目运营管理经验，以及呼叫中心咨询项目实施经

验。擅长领域包括电信与金融行业Call Center运营规划、流

程重组、人力资源管理等。在进行呼叫中心运营管理咨询

服务的过程中，主要贡献是组织编写针对电信行业的《呼

叫中心战略规划手册》、《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手册》和

《呼叫中心电话对话指南》。

现致力于中国国内呼叫中心运营管理规范化体系研究

与推广工作，为《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主笔人之

一，主要负责各行业呼叫中心运营管理规范化建设咨询及

认证项目的实施。自2004年先后主持了中国人寿（江苏、

四川、深圳）、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神州数码、天津今

晚报、上海市北自来水、海尔集团等单位呼叫中心的认证

评审项目。近三年来主导实施的项目所涉及的客户包括：

· 重庆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呼叫中心

·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95595运管及投诉受理中心

· 福州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 厦门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兴业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 中信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

·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管理总部95536电话理财中心

· 宁波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 深圳发展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

· 深圳平安银行信用卡事业部客户服务部

·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郑州自来水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 泉州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 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 中国电信呼叫外包服务中心（成都）

· 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

·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 河南郑州供电公司电力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 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 海南电网公司咨询项目

· 海通证券客户服务中心

此外，全程参与了《中国移动集团客服中心运营管理

规范》，《南方电网95598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标准》，以及

《北京市呼叫中心行业服务质量与运营管理规范》的编纂

工作。

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在进入呼叫中心领域发展

前，曾于1994 - 1997年，在新西兰奥克兰市从事国际贸易，

并就读过新西兰梅西大学的MBA课程。回国后，在进入呼叫

中心领域从业期间，还曾担任过北京金融城网络有限公司

运营部经理（中国建行北京分行呼叫中心）和北大青鸟科

联信息中心经理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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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懿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培训总监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专家委员

CCCS 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认证中心 评测专家

上海大众呼叫中心招投标管理项目 项目总监

杨懿女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自2002年进入呼叫中

心领域从业至今，拥有多年呼叫中心项目运营管理经验，

以及呼叫中心咨询项目实施经验。擅长领域包括电信与金

融行业客户联络中心整体评估、业务量预测、服务水平恢

复、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辅导、高峰期劳动力资源管理、

劳动力资源管理训练营、预算管理与优化、战略规划、运

营规划、流程重组、人力资源管理等

她曾经先后任职于国内著名的服务外包企业--电讯盈

科PCCW、贝塔斯曼Arvato Services、800 TeleServices，担

任过项目管理及运营部门培训经理等职务。在过去8年中，

她参与运营管理及培训管理过许多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

服务中心和营销中心项目，其中包括Talk da talk English洋

腔洋调美语、昂立国际英语、美国联合航空、宝马、克莱

斯勒、雅培奶粉、摩托罗拉、UPS、淘宝、5757订餐小秘

书、交通银行、NEC、英国签证、皇家太阳、AXA保险、

SmarkKid幼儿英语、Prisla内衣、Costa邮轮、多普达、罗

技科技、富士施乐、银联、索尼Viao/AV等国际国内知名品

牌，对于跨国企业如何在当地建立专业、高效、灵活的客

户联络部门有深刻认识和体会。近年针对上海大众汽车外

包供应商选择评估及过渡方案咨询服务、以及外包供应商

移交监管及后期运营监管咨询服务的顺利实施，充分借鉴

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统筹客户的实际情况，将各种国

内外知名呼叫中心标准因地制宜地运用到呼叫中心项目运

营管理中去，以达到服务运营降本增效，服务经验与知识

进一步延续，服务品质进一步提升，最终实现平稳过渡的

目的，受到客户的一致好评。

客服中心中高级管理培训课程体系的编撰者及执笔人

之一，负责中高级管理培训项目及咨询项目。熟悉并了解

国内外包括COPC、ISO质量认证等在内的主要呼叫中心标准

体系并且都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施经验。先后参与南

方电网、深圳电力等国家级项目初审终审认证材料编撰并

对其提出针对性的建议；运用调研、访谈、实施、反馈循

环培训执行流程方式方法，在培训实施过程中，使用大量

生动易懂的案例，事先结合参训人员的实际情况，提出有

针对性的改进意见，实战和理论相结合的培训风格赢得了

客户的一致好评。

在过去几年中，她受邀考察过位于马来西亚和印度的

外包呼叫中心和BPO中心。借这些机会她将许多国外呼叫中

心建设和运营方面的优秀经验引入国内，分享给中国的呼

叫中心业界同仁。

擅长的课程包括：呼叫中心电话沟通技巧、难缠客户

的处理、（Inbound/Outbound）基础销售、（Inbound/

Outbound）交叉/升级销售、客户关系管理、质量监控和

反馈辅导、业务量预测与排班、呼叫中心现场运营管理、

人员管理、绩效衡量与分析等培训课程，独树一帜，秉承

ICMI国际客户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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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建中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评审顾问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认证评测中心 专家委员

祁建中先生毕业于北京交通大学，2003年加入呼叫

中心运营外包知名企业——九五太维，曾任职于微软（中

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及反馈中心，有着多年的培训、运

营和管理经验。参与了所担任的呼叫中心项目从初建到成

功的实施以及优化的过程，在确定相应的运营标准、规

范、相应体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从2005年开始，祁建中先生先后为多家企业提供咨

询培训服务，为众多企业搭建呼叫中心做出卓越贡献，其

中包括：国泰君安、招商证券、太平洋保险、苏州电力、

吉利汽车、南汽名爵、佳能等企业。在帮助企业搭建呼叫

中心的同时，祁建中先生也致力与提升、完善国内呼叫中

心运营管理体系，将国外优秀呼叫中心经验引入国内，与

国内文化相结合，提升国内呼叫中心行业竞争力。对此主

要涉及领域包含客户满意度管理、运营绩效管理、流程管

理、人员管理、质量管理、培训管理等，通过这些咨询、

培训项目的顺利执行，获得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人

寿财产险、微软、一汽丰田、北京现代、雷克萨斯、天津

电力、天津广电等企业的好评。

企业感言：通过咨询、培训项目获得的不仅仅是知

识，更多的是经验，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的经验，可以让

我们更加自信，更迅速成为一流呼叫中心的经验。

董颖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咨询总监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CCCS 标准委员会认证评测中心 专家委员

毕业于对外经贸大学，1997年进入中国第一家外包呼

叫中心-九五资讯有限公司；2000年进入赛迪呼叫中心有

限公司，任职于运营管理部部门经理、太公网运营部总监

等外包呼叫中心；主要为惠普、摩托罗拉、佳能、美国通

用医疗、爱普生、奥迪等跨国公司提供外包服务。2004年

后，分别在卓越网（亚玛逊中国）担任客户服务部总监、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电话销售服务中心副总经理等职，主要

负责呼叫中心的组织与规划、运营管理、流程设计、质量

控制、人员管理及绩效管理等。

迄今已有11年的运营管理经验，所带领的运营团队多

次获得CCCS、CCMW等颁布的年度最佳呼叫中心、行业最佳

标杆企业奖等，本人也获得2007年度最佳管理人奖。并参

与编写呼叫中心职业鉴定指导手册《呼叫中心客户服务坐

席员》。

同时兼任资深咨询顾问，曾主持多个大型客户服务中

心的运营管理咨询培训项目，并执行多项管理人员培训课

程。行业涉及电信、邮局、保险、银行、汽车、IT等。主要

提供顾问咨询与培训的企业，有：丰田汽车、EPSON、富

士胶片、网通 、铁通、南方航空公司、新华人寿、富国基

金、深圳青海证券、3721网站、诺和诺德、11185、天津农

业银行等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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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莉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培训和发展专家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认证评测中心 专家委员

梁莉女士毕业于广西师范大学，之后长期从事人员培

训工作，有十多年的培训工作经验。2003年开始从事呼叫

中心运营管理、培训等工作，在过去的7年里，她参与培训

并管理过许多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的服务中心和营销中心

项目，其中包括SONY、Microsoft、Toshiba、Fujitsu、新华

保险、OMRON、eBay、Easybuy(易优百)等等国际知名品

牌，对于呼叫中心人员递进式培训有深刻认识和体会。参

予咨询（人员组建）项目还包括：广州电力、深圳电力、

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呼叫中心)等。

通过长期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她将各大知名呼

叫中心的运营标准因地制宜地运用到（呼叫中心）培训中

去，并在培训过程中，使用大量的鲜活案例、通俗易懂的

语言，结合参训人员的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意

见，独特的内嵌式培训风格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擅长的课程包括：（呼叫中心）人员招聘、呼叫中心

电话沟通技巧、难缠客户的处理、（Inbound/Outbound）

基础销售、（Inbound/Outbound）交叉/升级销售、电话脚

本设计、质量监控、业务量预测与排班、呼叫中心现场运

营管理、绩效分析及提高等，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

课程。

王亦兵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业务发展经理

自2000年进入客户服务领域从业至今，拥有多年项目

运营管理经验，以及咨询项目实施经验。擅长领域包括电

信与金融行业呼叫中心运营规划、流程重组、人力资源管

理等。在进行呼叫中心运营管理咨询服务的过程中，参与

组织编写针对电信等行业的《呼叫中心战略规划手册》、

《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手册》和《呼叫中心电话对话指

南》。

现致力于推广呼叫中心标准化营运管理规范的工作，

主要负责市场拓展与项目实施管理工作，并参与标准体系

的修订与升级工作，先后参与中国联通集团公司客户服务

管理系统运营管理体系建立的咨询工作；中国联通客户服

务管理培训；辽宁联通客户服务管理体系评估；北京联通

客户服务现场管理；HP金牌服务经销商营销与服务技巧培

训；DELL电话销售中心与技术支持中心工作人员工作技巧

培训等项目，熟悉客户服务、市场销售、渠道管理等领域

相关的咨询培训服务内容。在近几年的工作中，积累了丰

富的项目运营及项目管理经验。

王亦兵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主修工业企业管理，并

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项目管理研究生。在此之前，曾

先后服务于远卓管理顾问公司，从事呼叫中心领域的咨询

管理工作；太维资讯有限公司、95资讯有限公司咨询事业

部，事业发展部从事业务拓展及咨询培训工作；思特奇计

算机系统公司从事市场销售工作；中国建设银行从事会计

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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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小娟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业务发展经理

王小娟2003年毕业于扬州大学市场营销专业。毕业后进

入IT业界领先的中企动力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商务

销售。凭借自己超强的学习和沟通能力，于2005年因突出的

工作业绩，被提拔为销售经理兼任新员工培训，传授销售和

产品推介的技巧和方法。同年带领团队实现300%销售业绩，

并获得职业经理人证书。致力于为金融、电子、医疗、服

装、印刷出版等诸多领域的客户提供专属解决方案。

此后供职于上海维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任大客户部

经理，积累了丰富而独到的销售管理经验。2009年11月，正

式加入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任业务发展经理。

长达七年之久的专业销售历练，使王小娟掌握了丰富

而广博的沟通技巧和极强的抗高压能力，并屡获曾经合作

过的客户的一致好评。她以敏锐的视角挖掘各行业客户的

实际需求，以积极向上的工作心态，为客户度身定制专业

的客户服务和解决方案、实施良好的客户关系管理，进而

提升品牌的客户满意度。

龚泓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业务发展经理

龚泓现任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业务发展经

理，负责推动ICMI 全系列产品及服务(涵盖评测认证，咨询，

培训，会展等)在整个大中华区的市场销售业务，增进ICMI品

牌在该地区的渠道合作关系。他还负责拓展ICMI产品服务解

决方案，确保其与大中华区的客户以及市场需求相一致。

在加入ICMI之前，龚泓曾在数家跨国公司担任销售经

理职务，能在多种类型企业中完成高效的工作业绩。之前

在MILLERHEIMEN和Telerate的经历中，他为中国企业用户建

立了许多与销售服务相关的有益联系，覆盖了金融(银行，

证券，保险)、电信网络、政府机构、零售及制造等各行

业。他不仅稔熟产品服务营销方面，而且在企业与机构的

服务渠道、销售和客户服务策略以及呼叫中心建设咨询等

方面有丰富经验，曾主导及参与了海通证券、农业银行信

用卡中心等项目的建立和实施。

龚泓毕业于电子科技大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同济大学

在职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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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d Cleveland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创办之初的合伙人、前任总裁和 CEO

bcleveland@icmi.com

Brent Haferkamp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高级咨询顾

bhaferkamp@think-services.com 

Brad Cleveland被公认为全球客户服务与联络中心领域

首屈一指的权威专家之一。身为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

创办之初的合伙人、前任总裁和CEO。Brad引领该品牌不断

向前拓展，跃身为全球业界领先品牌。ICMI现已成为联合商

业媒体集团（伦敦：UBM.L）旗下一员。

Brad的专家足迹遍布全美45个州和全球超过60个国

家，他的客户涵盖了当今全球领先的服务提供商Apple、

USAA、惠普、美国运通等；以及来自美国、澳洲、加拿大、

英国、德国等国的政府部门。

此外，他还在《金融时报》、《华盛顿日报》等主

流刊物上撰文探讨客户服务，并做客NPR的《All Things 

Considered》等各大电视节目。同时，您也可在航空公司的

机舱内聆听到他的真知灼见。

Brad现任ICMI资深咨询师，是屡获业界好评的作家与备受

青睐的主讲嘉宾。目前他的研究课题主要围绕客户服务前景。

Brent Haferkamp任职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的

高级咨询顾问，为各类企业提供专业的战略与技术咨询。

2008年，Brent实施了多项呼叫中心评估项目及两项中期

“行政人员工资接替（主管）”项目。

在加入ICMI之前，Brent先是在一家国际大型呼叫中心

外包服务企业担任劳动力经理一职，在给定时间内为多达

20个项目提供支持。此后又任职一家大型客运企业的高级

经理，负责管理呼叫中心人员配置和技术运营。该中心运

营模式为全天候、年中无休，每年来电量超过2400万。

Brent毕业于圣路易斯大学Parks学院，并荣获航空科学

学位。他曾是美国空军飞行员和“沙漠盾牌/沙漠风暴”行

动的退伍士兵。在忙碌工作的闲暇时间，他还用Visual Basic

语言编写并开发呼叫中心工具，在与呼叫中心相关的各大

网络论坛上都有他活跃的身影。

担纲ICMI全球品牌总监的Tara负责管理国际客户管理学

院（ICMI）战略性品牌和商业拓展。ICMI是为联络中心专业

人士（从一线座席到呼叫中心管理层）提供全方位资源的业

界领先的全球供应商。ICMI团队业务娴熟而精湛，囊括了业

界资深人士、分析师和咨询师，为客户提供培训、咨询、展

会和管理资源等领先服务。他们在Tara的率领下，以团队无

与伦比的专业性，精益求精，实施业务目标，并不断推广以

实施效果为核心的呼叫中心运营理念。

Tara C. Gibb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全球品牌总监

tgibb@think-servi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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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san Langwell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 高级咨询顾问

slangwell@think-services.com

Rose Polchin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高级咨询顾问

rpolchin@think-services.com 

身为高级咨询顾问的Susan将其20余年呼叫中心运营经

验与ICMI共同分享。她的资深背景包括国内外咨询项目和多

年呼叫中心领导角色。在此过程中Susan累积了呼叫中心管

理和运营方面相当丰富的项目阅历和实践经验。

在加入 ICMI之前，她曾在各行各业均有涉足，专业

提供战略指导和有效的解决方案，从而有助于实现经营目

标。在她的职涯中，她为一家从事国际管理的咨询类公司

设置高层职位，该公司主要从事的是呼叫中心优化与行为

分析。她自己创办客户关怀与培训咨询公司，并在T. Rowe 
Price共同基金和Ralston Purina等企业的呼叫中心运营设置了

运营管理职位。

Susan的强项包括呼叫中心战略开发、培训和升级、运

营和企业策划、项目设计与管理、人员绩效与成长以及客

户关系方法等。

Susan毕业于德拉华大学，目前居住在美国中西部。

Rose担任ICMI高级咨询顾问。她在呼叫中心的从业经

历超过20年，包括五年独立顾问和在金融服务及医疗保健

行业长达15年的呼叫中心领导职位。在其任职全美最大医

疗保健实验室服务之一的客户服务战略高级主管期间，她

在企业上下多站点式联络中心网络的共有理念、使命、战

略和流程的建立和实施过程中都显示出强大的领导力。她

的工作成绩包括业务标准化和有效提升：电话处理流程、

关键绩效指标、质量和指导标准、技术、招聘引才实践、

培训项目，及将联络中心建立成为企业的战略资产。

Rose始终致力于卓越的客户服务，负责全部四个ICMI
研讨会、多个网络研讨会并与客户合作实施核心项目。客

户及研讨会的参会者均她赞不绝口，包括她充沛的精力、

广博的学术知识以及为员工个人和联络中心的会议/超越目

标提供积极协助，同时她还为客户企业及其客户创造价值。

Rose是国际客户服务协会和美国培训和发展协会的

会员。无论在美国本土、加拿大，还是欧洲、澳洲及新西

兰，她都是业界各类研讨会和大型会议上广受青睐的主讲

人，同时Rose还会定期针对某些行业关键话题在《呼叫中心

管理评论》及其它业内刊物上发表撰文。Rose在罗格斯大学

主修管理学，毕业时获得Summa Cum Laude荣誉生称号，

并取得威廉帕特森大学工商管理学学位。此外，她还完成

了康奈尔大学以客户为导向市场营销专业的研究生课程的学习。



2010年1季刊  |  13

团队介绍 北美专业团队

Linda Riggs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 培训和认证主管

lriggs@think-services.com

Jean Bave-kerwin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ICMI） 高级咨询顾问

jbave-kerwin@think-services.com 

Linda Riggs是ICMI培训和认证主管。她在各种规模的联

络及技术支持中心地管理、培训、拓展和教案设计等方面

积累了20余年丰富经验。

她曾在银行、金融、保险、互联网、医疗、军事、新

闻、零售、旅游和公共事业等企业的联络中心供职。

凭借其在授课方面的卓越能力，不论听课学员在联络

中心的从业经验或职位高低如何，Linda充沛的工作热情影

响着她的学员们，同时也提升了课堂内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

Linda拥有学士学位，并且还是美国海军退役军人。她

也是美国培训和发展协会会员与DISC行为风格的认证培训

师。她已为业内刊物撰写了多篇文章，并且经常出席各类

行业大会，担纲演讲嘉宾。

咨询师兼培训师Jean Bave Kerwin在客户服务管理、

领导力开发、项目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均有丰富经

验。身为高层管理人员的她负责监控六家呼叫中心的业务

运行，并管理其生产与运营实施。她专业从事那些政治敏

感性极高的大型复杂项目的实施，绩效卓绝。作为全球最

大型企业之一内部专属的联络中心培训师，她与其它联络

中心领导人共同协作，协助他们实施全新的中心、流程与

衡量体系。

Jean在战略发展、流程提升和领导力拓展等方面经验

丰富。她对员工对体系使用效果以及基于企业行为的衡量

体系的反馈特别感兴趣。她自己创立的JBK咨询公司与非盈

利政府部门和教育机构合作紧密，旨在提升他们的客户服

务流程。

Jean是经ICMI认可的合伙人、CIAC-已认证的呼叫中

心管理咨询师和COPC-已认证的六西格码黄带证书持有

人。她是纽约州立呼叫中心管理人协会的常任总裁、国际

客户服务协会首都地区分会的前任总裁，也是Consulting 
Alliance的前任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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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ri Bocklund

战略联络（Strategic Contact）咨询公司总裁

lbocklund@think-services.com 

Bob Furniss

Touchpoint Associates,Inc. 咨询公司总裁

bfurniss@think-services.com

Lori Bocklund是战略联络（Strategic Contact）咨询公

司总裁。该公司致力于协助企业优化客户联络技术与运营

方面的战略价值。Strategic Contact协助企业顺利开发和实

施与其经营目标相一致的项目，包括VoIP迁移计划、评估外

包和技术战略。Strategic Contact与ICMI紧密合作，实施各类

咨询类项目和技术培训。

Lori是业界公认的在联络中心战略、技术和运营方面

的领导者。19年从业经历中，她有13年都是身兼咨询师一

职，已在系统、应用软件和运营环境等方面都拥有极其丰

富的经验。Lori与客户密切合作，为其提供咨询方案，并在

她参与演讲的每一场研讨会中将这些案例实践与大家分享。

Lori是行业活动中活跃的演讲者，常为各类呼叫中心专

业刊物撰写技术和运营方面的专业文章。Lori为来自美国、

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南非和爱尔兰等地的数千位呼叫

中心专业从业人员开设研讨会和培训课程。Lori《呼叫中心

技术揭密》（由ICMI发行）的合著者。参加Lori培训课程的

学员高度评价她的工作热情、充沛的精力与诙谐幽默。她

擅于结合娴熟的技术和行业知识，加上本身出色的沟通能

力，使眼下日渐复杂的技术环境变得浅显易懂。

Lori拥有南达科他州立大学电子工程学士学位，以及乔

治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

身为Touchpoint Associates,Inc.咨询公司总裁的Bob 
Furniss与各类企业紧密合作，以期通过激发员工的最佳绩

效，显著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和利润。25年前的Bob曾是一

名普通座席人员，多年的实践经验使他对呼叫中心行业建立

了透彻的了解。他也为部分美国知名企业提供领导力与服务

的相关咨询，包括联邦快递、Corporate Express、德保罗、

达美航空、Hanley Wood等。

Bob是美国演讲家协会会员和众多行业大会（如ACCE、
呼叫中心演示大会、ICCM和CRM解决方案大会）的特邀演讲

嘉宾。他最为拿手的演讲话题是如何培养高效关系领导者。

Touchpoint咨询项目的实施目标是建立长期、可持续

的效果。这些项目有效协助企业建立可行的战略部署，从而

提升员工素养并实施以客户为核心的有效流程。Bob与长期

伙伴和同事Scott Thomas共同编著的新书《Ideas At Work—
Powerful Ideas to Transform Your Contact Center》已跃身为呼

叫中心领域的最畅销书籍。

在Bob创办Touchpoint之前，他曾是联络中心iXL/Scient
咨询团队的领导人、ALLTEL的联络中心解决方案团队的高级

咨询师，并指导BellSouth Mobility的区域客服联络中心的运

营（业界权威的ACCE—呼叫中心卓越大奖）。另外，他还为

各类行业刊物撰文——包括《呼叫中心杂志》、《客户互动

解决方案杂志》、《CRM采购方》、《1对1杂志》和《CRM
杂志》。



2010年1季刊  |  15

团队介绍 北美专业团队

Rebecca Gibson

Learning Currents培训公司的创立者

rgibson@think-services.com

Ann Gray

业界领先的咨询师和Gray and Associates的创办人

agray@think-services.com

Rebecca Gibson是经 ICMI认可的合伙人和Learning 
Currents培训公司的创立者。身为“人员管理”专家的她不

惜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潜心研究各类授课研讨会和咨询

项目，与管理者们沟通他们的能力，以期对座席人员的工

作态度与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监控、指导与反馈、座席激

励和专项培训，这些仅仅只是Rebecca大量生动案例中的冰

山一角。在她看来，任何行业的企业内，呼叫中心始终都

是最振奋人心的部门，而客户和座席之间的直接互动则是

呼叫中心内最闪亮的环节。

在美国一间大型外包商任职期间，Rebecca为来自制

药、保险、医疗、金融服务和高科技等领域的客户，提

供最佳实践招聘战略、以结果为驱动的质量监控、指导

项目、高影响力座席动机和激励计划。她在人力资源和

招聘、课程编制与培训、项目管理等方面拥有数年从业经

验，使她对那些令呼叫中心主管们棘手的难题和相关最理

想的人员管理战略都能提出全方位、独到见解。

Rebecca是经呼叫中心产业顾问委员会（CIAC）认证的

高级咨询师，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培训系统开发硕士学位。

被公认为业界专家的Ann Gray是领先的咨询师和Gray 
and Associates的创办人，这是一家专业从事客户体验策划与

实施的咨询公司。Gray and Associates旨在协助企业确定并提

供专业的客户体验战略，始终持续而有效地履行品牌承诺。

公司的客户从来自财富100强的大型企业到刚刚起步的小型

创业公司，涉足的行业包括保险、金融、技术和消费类产品。

Ann是恪尽职守的联络中心咨询师、演讲人和研讨会主

脑。她对每一个项目都表现出极高的工作热情，丰富的行业

经验、广博而专业的知识和丰沛的精力。在过去的14年中，

她致力于从事联络中心的战略策划、运营管理和最优绩效研

究。她也曾在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南非工作过。

Ann是经ICMI认可的合伙人。她拥有达拉斯浸会大学工

商管理学BAS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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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ura Grimes

Harrington Consulting Group Inc 首席执行官

lgrimes@think-services.com

Gina Szabo

Szabo Marketing International 营销公司总裁

gszabo@think-services.com

Laura是Harrington Consulting Group Inc的首席执行官。

她是一位拥有20余年丰富经验的资深咨询师，所涉及的方面

包括经营策划、项目管理、流量工程和资源管理等。

Laura以其在服务和制造业运营生动而新颖的专业背

景，与高成长性领先企业共同协作。她为那些面临全球化呼

叫中心多项技能管理难题的企业全球多家提供独到的运营解

决方案，包括场地选择和环境设计。她擅于制定客户关系战

略，并将这些战略转化为实际运营计划。

Laura经常在各类行业大会上担纲演讲嘉宾，她对客户

服务的热情不灭，不断探索能有效获得客户忠诚度和留住客

户的新方法，这些都无不感染着到场的专业听众。同时，她

还亲临各大学府开展专项讲座，并在众多业内刊物上发表己

见，阐述呼叫中心管理中的方方面面，如战略发展、资源配

置、员工激励和预估话务量与排班。

Laura是呼叫中心产业顾问委员会（CIAC）认证的呼叫

中心管理咨询师。她是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Gina Szabo是经ICMI认可的合伙人和Szabo Marketing 
International营销公司总裁。该公司致力于建立和提升呼叫中

心全球运营。她已积累了20余年先进的客户联络管理、培训

和咨询方面的相关实践经验，专业足迹遍布北美、英国、欧

洲、新西兰和澳洲。

致力于提升联络中心运营绩效的Gina，始终专注于建立

和实施企业改革、人员拓展项目和业务流程提升，以期实现

高效而一流的客户联络运营。她在各种规模企业所累积的实

践经验，使其对联络中心各项事宜都了如指掌，包括招聘、

培训、员工和市场运营管理、销售与服务、监控、培训指

导、沟通、奖金激励计划以及报表体系。

Gina恪尽职守，用她极高的专业热情，力求使她所有的

客户获得最佳收效。她凭借自然而专业的个人气质和杰出的

沟通技巧，为客户答疑解惑。



客户联络中心标准体系（CCCS）介绍

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Customer Contact Center Standard for Operation Performance,"CCCS-OP"）诞生于2003

年，在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的组织和倡导下，由CCCS客户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负责策划和制定的行

业性推荐标准。CCCS客户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由呼叫中心领域内具有代表性的客户服务提供商、运营商组成，是CCCS标准

制定和修订的专业性组织。CCCS客户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成员同心协力，站在行业发展的最前沿，致力于创建客户服务及呼

叫中心行业运营管理标准，提高呼叫中心行业运营绩效。

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于2003年6月正式推出后就得到了各行业企业的及时与积极地响应，先后有中国人寿、中国

网通、招商银行、海尔集团、上海大众、一汽-大众、神州数码、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上海邮政、天津今晚报、上海

自来水、宇达电通等在各自行业客户服务和呼叫中心运营中处于领先地位的企业通过CCCS标准体系认证，并且获得了已通过

认证企业的高度评价和首肯。2006年12月，CCCS客户联络中心标准体系被纳入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呼叫中心运营管理知识

体系当中，并规划在未来的5年内逐步升级为ICMI全球客户联络中心绩效体系及人员资格认证标准。截止2009年底，通过CCCS

标准体系认证的客户服务中心共61家。此外，近500名中、高级呼叫中心管理人员接受了CCCS标准体系的专业认证培训。

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的开发立足于中国国内呼叫中心运营管理现状，同时结合了国外先进的相关标准和理念。它

的诞生，为我国各行业呼叫中心进行标准化、规范化运营，以及运营绩效认证提供了依据。它作为中国呼叫中心行业性推荐

标准以外，同时还是一套以“客户为中心”的运营绩效管理工具，它在促进中国各行业提高自身客户服务运营绩效，增强企

业竞争力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其中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改善企业呼叫中心的运营绩效，增强运营能力；

 加强同业交流与信息共享，尤其是呼叫中心领域“最佳实践经验（Best Practices）”的共享；

 该标准还可作为一种管理工具，为各行业呼叫中心，在绩效管理、组织与运营规划等方面提供指导。同时，为呼叫中

 心管理人员提供知识更新的机会。

支持机构

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具有以下明确的定位和特征：

定位

针对国内自建型呼叫中心运营管理现状而设计，立足于提升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水平，改善运营绩效，对各行业呼叫中心

的运营管理及发展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特征

1. 各行业呼叫中心的普遍适用性

2. 全方位涵盖呼叫中心所需的驱动因素和实现因素

3. 运营管理过程与运营绩效结果并重；

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是由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网通、中国联通、海尔
集团、联想集团、摩托罗拉、微软等30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经国家信息产业部中
国信息化推进联盟正式批准成立的专业组织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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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价值与理念 

“CCCS－OP”的制定基于以下一系列相关的核心价值与理念：

    

以上核心价值观及理念具体体现在“CCCS－OP”的七项评审范畴中，并形成了该标准的主体框架。这七项评审范畴分别为：定位与方向、

客户、策略、绩效、人员、运营和流程7个维度评测。请参阅以下图示，以明确各部分关系及其完整评审体系。作为一种完整的客户联络中心运

营绩效评审体系，该主体框架包含以下基本要素：

 

 

     为什么要进行CCCS认证评测？
     提供有效的绩效衡量方法，以衡量呼叫中心相关业务绩效

 提供证明客户联络中心具备实现绩效目标能力的综合指导原则

    提供绩效改善建议，并有助于达成更好的经营/运营效果

    提供一种系统化的手段，使其在提高绩效的整个过程中，确保对标准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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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

        以“客户为中心”的战略

        知识管理与更新

        重视员工利益

        关注未来发展

      改革与创新

        基于事实的管理

        社会责任感

        注重效果与价值的提升

        系统化把握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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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领导力

leadership

2.0
战略与规划

Strategy&Planning

评估主项

DOOR

评估细项

CATEGORIES

1.0领导力

Leadership

1.01 战略定位Strategic Alignment

1.02 各利益相关方关系定位Key Stakeholder Alignment

1.03 执行力Execution

1.04 团队协作Teamwork

1.05 价值认同与宣贯Contact Center Promotion

1.06 信息传递与沟通Distribution of Information

2.0战略与规
划

Strategy
& Planning

2.01 愿景与使命Vision and Mission

2.02 目标Goals and Objectives

2.03 运营计划Operational Plan

3.0人员管理

Employee 
Management

3.01 岗位职责描述Job Descriptions

3.02 培训规划Training Plans

3.03 职业发展Career Development

3.04 绩效评估Performance Appraisals

3.05 招聘计划Recruiting/Hiring Plan

3.06 薪酬福利Compensation

3.07 员工认可Recognition

4.0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4.01 工作环境Physical Environment / Ergonomics

4.02 客户管理系统Customer Management Systems

4.03 技术应用与能力Enabling Technologies

4.04 知识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

4.05 系统整合Integrated Systems

4.06 管理报表Reporting

4.07 技术系统支持System Support

5.0流程与程
序

Processes &
Procedures

5.01 财务管理Financial Management

5.02 客户满意度管理Customer Satisfaction Management

5.03 变革管理Change Management

5.04 流程管理与持续改进Process Management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5.05 服务连续性管理Service Continuity Management

5.06 质量监控与辅导Quality Monitoring/Coaching

5.07 业务量预测Forecasting

5.08 人员排班Scheduling

5.09 实时管理Real-Time Management

5.10 路由选择Contact Routing

5.11 数据保密与安全Data Privacy & Security

6.0 员工维系
管理

Employee 
Engagement

6.01 员工敬业度衡量流程Employee Engagement 
Measurement Process

6.02 员工流失Employee Attrition

7.0 客户体验
管理CEM

7.01 客户满意度调研Customer Satisfaction—Surveys

7.02 客户反馈信息管理Customer Feedback

8.0 运营绩效

结果

Performance 
Results

8.01 服务水平与响应速度Service Level/Response Time

8.02 质量衡量指标Quality Scores

8.03 客户满意度衡量指标Customer Satisfaction Scores

8.04 成本指标Cost per Contact

3.0
人员管理
Employee 

Management

4.0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5.0
流程与程序
Processes &
Procedures

6.0
员工维系管理

Employee
Engagement

7.0
客户体验
管理CEM

8.0
运营绩效结果
Performance

Results

    ICMI全球联络中心运营标准体系
    ICMI Global Contact Centers Site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ICMI利用其在全球客户联络中心领域的中立性、权威性及相关资源

优势，整合来自全球各行业客户联络中心领域的权威专家成立了ICMI全球

联络中心标准体系认证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向全球各行业客户联络中心

推出了一套联络中心运营标准体系，即：ICMI Global Contact Centers Site 

Certification Standards（简称：ICMI-GCSC标准体系）。

    核心价值与理念

         A - 创造客户驱动的卓越绩效（Customer-Driven Excellence）

         B - 领导力（Visionary Leadership）

         C - 知识管理与更新（Knowledge Management & Learning）

         D - 重视员工与合作伙伴（Valuing Employees & Partners）

         E - 基于数据与事实的管理（Management By Fact）

         F - 系统观（Systems Perspective）

         G - 注重效果与价值的提升（Focus On Results & Creating Value）

         H - 持续改进（Continuous Improvement）

    主体框架与结构

ICMI-GCSC标准体系作为全球客户联络中心整体运营绩效评估工具，

该主体框架包含8项基本评估主项（如以下图示）。

ICMI-GCSC标准体系认证将通过对被评估机构在运营管理方面的系统

评估来实现，具体评估细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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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体进度

第

1

周

第

2

周

第

3

周

第

4

周

第

5

周

第

6

周

第

7

周

第

8

周

第

9

周

第

10

周

被评估机构认可的进度表

步骤1：数据与信息资料的收集

启动，确认所需数据与信息资料

所需数据与信息资料的汇总

所需数据与信息资料提交，初始评

估会议准备

现场考察、数据与信息资料确认

第

11

周

第

12

周

第

13

周

第

14

周

第

15

周

第

16

周

第

17

周

第

18

周

第

19

周

第

20

周

步骤2：初始评估

对所有收集到的数据、信息资料进

行分析与评估，准备撰写初始评估

报告

步骤3：初始评估汇报

初始评估报告的提交

初始评估现场汇报与交流研讨

第

21

周

第

22

周

第

23

周

第

24

周

第

25

周

第

26

周

第

27

周

第

28

周

第

29

周

第

30

周

步骤4：中期改进检查

中期考察内容提交

中期现场考察与二次评估

步骤5：最终评估与认证

最终评估数据与信息资料提交

第

31

周

第

32

周

第

33

周

第

34

周

第

35

周

第

36

周

最终评估

认证证书颁发

愿景

使命

价值

客户体验标准

企业主体需求

完善运营战略

实施方案

项目细项与预算 

客户体验规划与执行

目标

提升认知
传导价值

培训
激励
发展
演变

寻求
可行性情

报

推进
行动

员工
维系管理

历史绩效

客户需求

SWOT 分析

客户管理

当前
运营战略

差异分析

起 始 计划

评估
执
行

结 束 结果

行
动

    ICMI-GCSC标准体系认证流程

    客户联络中心的客户体验规划与执行图示

    ICMI-GCSC标准体系认证项目实施具体划分为

    以下五个步骤：

    步骤一：数据与信息资料的收集

    步骤二：初始评估

    步骤三：初始评估汇报

    步骤四：中期改进检查

    步骤五：最终评估与认证

    ICMI-GCSC标准体系评估的必要性

    通过全面、系统地评估，使运营成果与投资回报最大化

    与世界一流呼叫中心的运营水平接轨

    针对不同类型的呼叫中心，全方位评估运营

    根据平衡计分方法确定是否达到更高标准

    寻求更高绩效表现

    确保未来高绩效持续保持

    ICMI-GCSC标准体系认证项目进程

ICMI-GCSC标准体系认证项目的标准实施时间为九个月，如下表所

示。当然，评估与被评估机构将根据项目目标与可用时间确定最终的项目

实施计划与进度。

备注：

项目范围与时间进度变化应该严格管理。为此，评估机构要求关于

项目范围与时间进度的所有分歧都应通过正规的变化控制程序进行书面规

定。评估机构将负责向被评估机构定期提供项目进展情况报告，这样将有

助于确保项目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地完成。

 

Linda Riggs, 
Director of Training and Certification

This is to certify                                    call center

ha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ICMI Global Contact Centers Site Certification Standards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Certificate Number :                                           Awarded 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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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 呼叫中心概况及发

展简介

呼叫中心技术应用 呼叫中心语音服务的

语言表达及声音美化

授课时长 3小时 3小时 12小时

课程内容 ·呼叫中心的作用

·企业选择呼叫中

   心的优势

·呼叫中心从业人

   员如何正确看待

   自身的角色、在

   企业中的作用

·呼叫中心构成

   的关键应用技术

·呼叫中心硬件软件

   的认知

·呼叫中心计算操作

   技能

训练指导语调中语速、

音量、音调的运用

预期效果 了解呼叫中心的构造

及在企业中的作用

了解多媒体互动的呼

叫中心

正确使用客户服务语气

课程名称 客户服务基本技能 客户服务技巧 客户服务电话处理

流程及技巧

授课时长 12小时 12小时 6小时

课程内容 ·客户服务的基本技

   能技巧要求

·如何应用并养成良

   好的通话习惯

如何在客户服务过程中

做到有效的电话沟通，

包括如何倾听、沟通、

引导等应用技巧

·呼入、呼出电话的

   业务介绍

·不同的处理技巧

预期效果 正确使用服务礼仪并

培养良好的沟通习惯

·灵活掌握沟通技巧

·提高自身人际交往

   的沟通能力

·了解工作流程

·构建有序工作框架

课程名称 特殊客户有效处理技

巧

投诉电话的处理

技巧

客户服务中的谈判

授课时长 6小时 6小时 3小时

课程内容 ·针对不同类型的电话  

   进行处理的相应技能

·如何轻松面对不同类

   型客户的需求

针对用户心理类型，

如何使用一些工具来

处理投诉

·面对客户服务投诉

   的对策与决策

·如何达到客户满意

   与公司利益的平衡

预期效果 有效控制客户需求 转变投诉用户激烈的

情绪

谈判模型与谈判要决

    服务代表培训

第一阶段：《呼叫中心基础》，课时共计18小时

第二阶段：《客户服务基本技能》，课时共计30小时

第三阶段：《高效的客户服务技能》，课时共计15小时

   中级管理培训

《高效呼叫中心管理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培训课时：12小时

课程对象：呼叫中心运营经理及现场运营管理人员

发现最佳呼叫中心的秘密，并运用到自己的呼叫中心运营管理中！业

界评价最高的培训课程

课程目标：

    创建一个有计划的文化氛围

    持续稳定的达成服务水平目标

    准确预测业务量

    制定精准的排班计划

    实时管理客户队列

    跟组织与同事沟通呼叫中心独特的运营环境

    设定正确的绩效目标

    改善质量和效率

    赢得高级管理层的支持与认可

《呼叫中心绩效衡量与分析》
培训课时：12小时

课程对象：企业及呼叫中心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呼叫中心运营主管、经

理、总监及总经理等

课程目标：

参加此项ICMI二天的课程，理解这些绩效指标，并决定哪些指标适

合于你的呼叫中心。你将得到解答以上问题的答案，以及更多的知识与信

息。抛开简单的基准对比，了解如何为你独一无二的呼叫中心设定正确的

目标。

这门培训课程将会重点从多个角度讲解以下方面的关键绩效指标：

    质量指标

    易接通性指标

    效率指标

    成本绩效

    战略影响

通过学习可以拥有对你正在衡量的最重要的指标的信心，运用相互关

联的指标解释当前结果决定如何衡量一线座席的个人绩效，评估所有客户

沟通联络渠道的服务有效性。能够了解多项呼叫中心关键衡量指标的内在

关系，知道在对绩效结果进行衡量后如何采取行动，探索绩效衡量如何帮

助你找到问题根源

《呼叫中心质量监控与反馈辅导》
培训课时：12小时

课程对象：呼叫中心运营组长、主管（针对监控、培训主管）、经理、总

监及总经理等

课程目标 ：

通过一天的培训了解呼叫中心语音与非语音业务质量监控的意义与如

何实施反馈辅导；通过练习、讨论以及课堂演示掌握如何在呼叫中心实施

全面的质量管理；通过课堂学习引申出寻找质量缺陷的途径，去追求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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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课程认证证书（样张） 高级课程认证证书（样张）

兹证明，

                           已成功完成为期2天的ICMI呼叫中心领导力与战略培训课程。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has completed a two-day ICMI training course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Certi�cate Number :                                                                               Awarded On :          

Harry Fan 
Certi�cation Director 

Dustin Hou
Managing Dire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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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I Advanced Certificate

呼叫中心领导力与战略
Strategy and Leadership

兹证明，

                           已成功完成为期2天的ICMI高效呼叫中心管理的基本技能与知识培训课程。

This is to certify that 
                                    has completed a two-day ICMI Essential Skills and Knowledge.

Certi�cate Number :                                                                               Awarded On :          

Harry Fan 
Certi�cation Director 

Dustin Hou
Managing Director 

Copyright©
 2009 do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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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 Right Reserved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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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I Intermediate Certificate

高效呼叫中心管理的基本技能与知识
Essential Skills and Knowledge

质量的工作目标。

质量监控的实施 

    质量监控的出发点和真正作用 

    质量监控与品质管理 

    质量监控细则的制定 

    质量监控细则确立原则 

    致命错误和非致命错误的含义 

    寻找优质的服务标准，确定关键环节，制定 质量监控 实施细则 

    质量监控成绩的计算 

    案例分析：如何制定致命和非致命错误细则 

质量监控校准 

    质量监控校准的作用 

    校准的方法和实施 

    校准分析和改进 

    质量监控人员培训与提升 

    质量监控样本及方法 

    监控样本要求 

《呼叫中心业务量预测与排班》
培训课时：12小时

课程对象：企业及呼叫中心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呼叫中心业务量预测与排

班主管、呼叫中心运营经理、总监及总经理等

课程目标 ：  

该课程是一个两天的现场培训与研讨项目，该项目的设计目的是可以

迅速而有效地训练一支业务量预测与排班管理团队，并使他们从我们提供

的相关工具中受益。此项目将采取课堂培训与相关数据分析演练相结合的

方式，深刻阐述呼叫中心人力资源管理的概念与实践。此项课程可以按照

客户需求进行定制，并增加在劳动力资源规划方面的最佳实践案例分享。

我们的咨询顾问也将亲临训练营，与训练营的成员见面，收集各方面信

息，并确定在培训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领域，这都是使参与者得到最大

受益的安排。

   高级管理培训

《呼叫中心领导力与战略》
培训课时：12小时

课程对象：企业及呼叫中心运营经理、总监及总经理等

    内容概要：

一、当今社会经济环境中的服务工作

    1. 建立一个共享的愿景

           建立一个共享的愿景和使命

           定义客户及企业的期望

           建立和沟通客户联络中心的战略价值

    2. 建立服务支撑策略

           建立一个全面综合的客户接触策略

           管理关键利益者的期望

           确保人员、流程和技术的相互支持与协调一致

二、把愿景变成现实

    1. 培养技能、知识和领导者          3. 建立高效支撑的技术系统

           组织架构的设计原理                 技术支撑策略

           绩效指标和标准                     确定技术需求

           衡量和管理员工满意度               建立技术需求说明

           跨部门沟通策略                     与IT部门通力协作

    2. 实施运营计划和流程              4. 进行必要的投资

           运营绩效衡量指标                   制定高效的预算流程

           绩效报表                           建立适当的ROI模型

           运营管理 

                                 

                                  

三、持续创新

                创新与协调

           预期并满足不断变化的客户需求

           持续改进的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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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的客户联络中心咨询服务将针对客户所面临的

真正挑战，提供以结果为导向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关注焦点是向客户提供

必要的资源和信息以使成果最大化，为客户在咨询方面的投入带来回报。

    咨询服务领域涵盖：

· 客户联络中心机构认证

· 客户联络中心整体评估

· 业务量预测

· 服务水平恢复

· 以结果为导向的绩效辅导

· 高峰期劳动力资源管理

· 劳动力资源管理训练营

· 质量管理与关联因素

· 流程重组

· 战略规划

· 预算管理与优化

· 小型客户联络中心――

· 运营与规划评估

    您来决定吧！

无论您选择我们提供的任何一项咨询服务，还是需要让我们帮助解决

您所面临的特殊问题，我们都能够帮助您达成所期望的目标，并保证取得

切实成果。您的满意就是我们的终极目标。

我们所提供的客户联络中心领域咨询服务能够通过以下方面的工作，

帮助您的客户联络中心达成卓越绩效：

优化业务量预测、人员预测与排班，以确保服务水平指

标的稳定表现，及最有效的人力资源利用。

实施质量提升方案，以进一步提升客户满意度，并保持

该指标处于较高水平。

帮助您确定对客户联络中心技术的应用。

促进整个组织机构层面的沟通，将高绩效目标与日常运

营管理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对员工绩效辅导实践进行专业评估，以确定员工绩效提

升的空间与方法。

分析工作流程，提高客户联络中心，乃至整个组织机构

的运营效率。

    为什么选择我们？

当今，在客户联络中心领域有许许多多不同的咨询机构按照不同的方

式和模型实施运作各种项目，其中一些项目之所以非常成功，是因为向客

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和改进方法，但其中也有不成功的案例。我们

可以非常自豪的说，ICMI的客户一贯给予我们非常高的评价。我们认为，

ICMI的独到之处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ICMI从事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管理咨询超过20年。我们积聚了当今全球

最先进的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管理知识体系、基准与实践。因此，我们非常

了解如何为各行业客户联络中心提供他们急需的东西，为他们的发展提供

指导，以帮助各行业客户联络中心达成运营目标。

针对每个项目任务我们都量身定制具体的实施方法与步骤。我们认

为，每个客户联络中心都拥有他们独特的运营特征。因此，我们都会针对

每个独立客户的需求定制我们的服务。

ICMI项目实施的关注焦点在于相关管理技巧、管理知识与管理能力的

转移和传递。我们保证带给客户的不仅仅是咨询与评估报告，同时还有必

要的内部辅导以使客户不断地达成所设定的目标。

我们始终对帮助每一个客户联络中心进行运营管理的提升与改进充

满热情！无论是现场咨询与评估，还是以电话、网络或文字等方式，我们

的服务热情始终如一。我们的顾问团队都是业内经验丰富的专家，他们会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针对客户方面所有利益各方提供具有价值的建议与方

法。

当许多咨询顾问关注于成本本身时，ICMI的方法是确保您的客户联

络中心为企业的贡献价值再上一个“台阶”，提高运营效率、优化运营成

本，创造更加卓越的运营业绩。

在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管理咨询领域中，与其他咨询机构相比，ICMI
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不但拥有大规模呼入型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管理独创理

论，而且拥有广泛的资源和工具，并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向客户提供相关建

议。我们的目标是对客户做出长期承诺，不但能够和我们的客户一起圆满

完成现有项目，而且还能够使我们的客户持续地提升，共同走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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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erence & expo

 ACCE US ( Annual Call Center Conference & Expo US )
    ACCE China ( Annual Call Center Conference & Expo China )

    中国国际呼叫中心与客户关系管理大会

    大会规模：

自2000年成功举办以来，中国国际呼叫中心与客户关系管理大会

（ACCE China）已成为亚太地区最大规模的客户服务、客户联络中心、客

户关系管理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盛会，每一届均汇集了来自全亚洲乃至世界

范围内的权威专家学者、专业IT厂商以及金融、电信、制造、消费品等行

业的领袖及专业人士，专业观众人数累计超过5.5万人次。

    大会优势：

       注重学习分享             贴近管理实践

       活动内容丰富             专业媒体支持

       强大的数据库

    年度奖项：

将颁发“年度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及CRM系列奖项”。

    主题演讲：

由一线呼叫中心管理人士带来的创新理念与经验分享。

    经验交流：

将为你提供与其他管理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机会。

    专家讲座：

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举办呼叫中心和CRM培训讲座。

    实地参观：

将组织参观多家呼叫中心。独一无二的机会，让您了解同行业呼叫中心的

运营状况，获得第一手资讯信息。

    展览大厅：

展示最新的呼叫中心、CRM、CTI技术产品，最新的厂商解决方案及其在

多个行业中的成功应用案例。

    
   

ACCE最大特色在于它是一个知识交互（Knowledge Exchange）的

大会，是全球呼叫中心业界人士相聚的欢乐场所。

ACCE是唯一能够聚集全球呼叫中心行业管理者和具有渊博学识的业

界专家的会议。

    ACCE大会为您提供如下的机会：

  · 可以参加7种不同主题的管理讲座分会场；

  · 加入到独一无二的由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呼叫中心管理者组成的

     大家庭里来！

  · 聆听由ICMI评选出来的全球最佳呼叫中心经验介绍！

  · 参加呼叫中心技术峰会；

  · 参观呼叫中心技术设备展览；

  · 了解最新的产品发布信息；

  · 学习更多的语音和IVR技术解决方案

    谁应该参加？

       呼叫中心                  客户服务

       客户关系管理              帮助中心

       销售与营销                电话营销/销售

       现场技术支持              渠道支持

       商业智能                  客户数据整合

       企业服务                  IT/电信

       招聘/培训                 劳动力管理

       六西格玛

    “我真的非常欣赏ACCE大会的内容和演讲嘉宾。”
                                                                                           John Baker

                                                           IT主管，Quest Diagnostics公司

    “ACCE大会对我很有启发，将帮助我提升职业生涯。”
                                                                                        Anne Reimer

                                             Washington Mutual，呼叫中心客服代表

    “呼叫中心大会非常引人关注，能够学到很多东西。”
                                                                                           Ivan Ashby

                                                                    主管，Wellpoint健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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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案例介绍

客户联络中心标准体系系列管理培训自2003年9月推出

以来，受到了各行业客户服务、呼叫中心及其它相关人员的

充分认可和积极参与。截至目前，已有近600名来自各个行

业的呼叫中心管理人员参加了不同层次的培训。

客户联络中心标准体系系列管理培训相继在上海、青

岛、深圳及广州举办多期。担任CCCS标准体系培训的讲师，

均由来自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认证

培训中心注册讲师担当。他们丰富的实际运营管理经验，以

及对呼叫中心行业整体发展的透彻理解，得到了学员们的尊重

和一致好评。

在每期培训完的反馈意见表中，学员们都会表达出同一

个感受，“虽然以前也听过各种各样的培训课程，但大多较

为分散和凌乱，对呼叫中心管理没有一个整体上的、系统化

的认识。而CCCS标准体系系列管理培训课程则依照客户联络

中心标准体系（CCCS），第一次将客户服务及呼叫中心运营

管理所涉及的知识和内容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归纳和分类，

形成了现有的、条理明晰的课程体系，具有极强的系统性和

实际指导意义。它让管理人员了解到哪些课程属于管理者必

须了解和掌握的基础课程，哪些课程属于选修和提高课程。

此外，自2007年初ICMI中国区成立至今还举办过若干次

ICMI呼叫中心管理培训公开课。管理课程内容涉及以下几个部

分：

  客户联络中心领导力与业务管理

 （Contact CenterLeadership  & Business Management） 

  客户关系管理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 

  运营管理 （Operation Management） 

  人员管理 （People Management）

  质量监控与反馈辅导（Call Monitoring & Coaching）

  业务量预测与排班（Forecasting & Scheduling）

客户对ICMI培训的评价：

“此次培训交流比较轻松自如，能对电话中心的基本知识得到全

面了解，参加此次培训学到的知识都具有工作实践指导性，培训

前在工作中的困惑得到了系统性的理论化的解释，对未来工作很

有帮助”。

                     ---电话中心副总经理 周凤伟先生

“移动行业坐席规模庞大，业务量预测与人员排班等问题是移动

客服中心管理者所重点关注的问题。此次培训对整个呼叫中心的

运营管理有了更清晰、明确的思路，在业务量预测方面的方法、

考虑的因素有了更深的理解”。

                                    ---浙江移动 王颖女士

“通过参加此次培训，更清晰的理解和定义各个层级的绩效指

标，进行了结合数据用于实际管理的案例分享，很有收获。”

                  ---太平人寿全国后援中心总经理 甘萍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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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电网咨询案例
所属行业：电力行业95598呼叫中心

公司背景：南方电网95598呼叫中心是承担其所属电网

所辖各省（自治区）、市、县供电企业全天候供电客户服务

机构，集咨询查询、业务受理、投诉举报、故障报修、服

务调度及质量监督为一体，为广大客户提供方便、快速、专

业的供电服务。95598呼叫中心是电网客户服务体系重要一

环。专业化的供电服务保障及信息沟通是提升客户体验，提

高客户满意度，建立供电企业专业化客户服务品牌以及营造

和谐供用电关系的重要一步。

关键实现目标：

  此项目主要目的在于实行规范运作，倡导精细管理，提高

  运营水平，树立专业形象，促进学习成长，提升综合素

  质，科学规划决策，实现远景目标。

  本项目为实现呼叫中心运营管理的信息化、专业化、标准

  化、精细化，将其打造成为电力行业国际一流服务品牌服务。

  本项目贯彻落实电网“企业效益为重、社会效益优先”的

  经营理念，通过认真履行95598呼叫中心的责任和义务。

  在其高效运作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和谐、客户满意、企业

  发展、员工成长的目标。

  本项目明确了呼叫中心的未来发展方向，提出了运营管理

  标准要求，对未来3-5年的运营管理工作予以指导和规范。

  本项目是呼叫中心星级评定管理的参考依据。同时，也是

  各级95598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持续改善与提升，管理人才

  培养的主要指导手册。

  本项目要求呼叫中心的系统不仅能够实现业务功能，同时

  提供运营管理的支撑，以提高运营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诊断所得的客户最棘手的问题：

1、呼叫中心的未来战略规划；

2、呼叫中心体系的专业化、标准话、科学化和精细化

3、来话量的量化统计与规律模型的建立

4、运营绩效管理体系的完善

5、人员绩效管理的提升

ICMI的专属解决方案：

依托ICMI客户管理运营标准计划，达成核心业务目标。

包含 ：

―  提高联络中心的财务业绩

―  建立并维持客户忠诚度和终身客户价值

―  使流程及最佳实践协作标准化

―  提升员工参与度和满意度

―  提高业务理解力和分析

最佳实践与实施效果：

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运营标准，完善的管理运营

体系，科学的实践方法。具体实践部分内容：

1. 业务量的测算

1.1 使用适合的业务量预测工具，保证预测的准确性；

1.2 能正确理解和完全掌握各种时段的来话量规律模型；

1.3 安排专门的人员负责，并能够完全胜任业务量预测的工

作，该人员都能熟悉并完全掌握系统的预测方法以及进行实

际的手工计算预测，并可熟练使用相应的预测工具，完成准

确预测任务；

1.0
领导力

leadership

2.0
战略与规划

Strategy&Planning

3.0
人员管理
Employee 

Management

4.0
基础设施

Infrastructure

5.0
流程与程序
Processes &
Procedures

6.0
员工维系管理

Employee
Engagement

7.0
客户体验
管理CEM

8.0
运营绩效结果
Performance

Results

愿景

使命

价值

客户体验标准

企业主体需求

完善运营战略

实施方案

项目细项与预算 

目标

提升认知
传导价值

培训
激励
发展
演变

寻求
可行性情

报

推进
行动

员工
维系管理

历史绩效

客户需求

SWOT 分析

客户管理

当前
运营战略

差异分析

起 始 计划

评估

执
行

结 束 结果

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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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对于中小型呼叫中心（规模小于100坐席），业务量预测

误差为正负10%以内。

注：话务量模型图例如下：日模型与周模型

2. 中继线的测算：

3. 星级评定工具，从8个层面对人员绩效进行综合评定：

3.1 业务职能

3.2 人员管理

3.3 现场管理

3.4 质量管理

3.5 设备管理

3.6 客户关系管理

3.7 绩效管理

3.8 关键绩效结果

 平均通话时长 

阻塞率 

后续处理时长 

服务水平 80%

电话 30秒接起  

时均呼叫量 

计算结果： “所

需中继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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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行信用卡中心认证案例

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是国内第一家通过中国信息化推进

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认证的五星级客户服务中心。

该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服务部连续三年被中国信息化

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授予“年度中国最佳呼叫

中心”称号。该银行信用卡中心秉承 “因您而变”的服务

理念，坚持“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利益高于一切”的经营原

则，建立了集电话服务热线、传真、电子邮件、短信服务以

及国际互联网等客户沟通渠道于一体的多功能客户服务中

心，为所信用卡用户提供365×24×7全年无休的优质客户服务。

经过长达8个月时间的准备和严格的认证审核，由CCCS

客户联络中心标准体系认证评审顾问组从领导能力、战略规

划与部署、客户价值、绩效衡量与分析、现场管理、人员管

理、流程管理、运营绩效结果等八个范畴对信用卡中心客户

服务部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审核，涉及五大类上百项详细的

运营绩效指标，历经初审评估、现场初审、初审评估报告提

交与确认、标准试运行、绩效全面提升、最终评审等阶段，

最终审核确认该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服务部完全符合并超越

CCCS客户联络中心标准体系的各项指标和要求，由中国信息

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批准该中心通过五

星级认证，授予“CCCS标准体系五星级客户服务中心”认证

证书。

最佳实践

高层领导支持：

招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内称“客户服务中心”）总

经理由该银行信用卡中心总经理室的常务副总经理兼任，并

聘请境外信用卡行业的资深管理人员作为本客户服务中心的

高级顾问，直接参与客户服务中心的运营与规划工作。

该银行信用卡中心秉持的就是“以客户为中心，客户利

益高于一切”的经营理念，而客户服务中心作为与客户直接

接触并提供服务的对外信息沟通及反馈窗口，在信用卡中心

自然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领导力量的配备上就足以显

示信用卡中心领导层对客户服务中心的重视。另外总经理室

将信用卡中心品质监督职能直接赋予客户服务中心品质确保

室，以客户服务感受为基准，参与信用卡中心各部门业务项

目运营品质监督及成效评估，保证产品功能及服务最大限度

满足客户实际需求。

面对国内信用卡市场异常激烈的竞争，高层领导们深

知在产品本身功能及促销活动等方面差异已越来越小，而能

够使公司保持长盛不衰的核心武器除了高科技，就是——服

务，只有优质的服务，才能赢得客户满意度与忠诚度，从而

创造市场口碑，吸引新客户，开拓新的市场领域，高品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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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评价：

“通过认证评测项目加强了排班管理，强化业务量预测功

能，提高了排班的准确性，合理安排高峰期的上班人次；

同时合理利用低峰期人力资源进行临时调休、进行呼出，

或培训等，提高了全体员工的生产率；合理调整监控比

例，提高监听人员的效率，并实施了相应的劳动竞赛等。”

                           

                           ---该银行信用卡中心客户服务部副总经理

服务作为纽带才能赋予信用卡产品更强的生命力，因此，信

用卡中心领导层对客户服务中心及其他部门的一贯要求就是

坚持“因您而变”这一以客户为导向的服务理念，争创一流

的客户服务中心与一流的信用卡中心。

信用卡中心的领导核心——总经理室一直是各部门重要

运营方向和策略的决策部门，为各个部门的成功运营提供支

持，当然也包括客户服务中心。其中，总经理作为客户服务

中心的领军人物，同时又是信用卡中心的常务副总，这使其

能够站在更高的管理高度，审视客户服务中心的工作，指明

客服的工作方向，并切实支持客服工作的开展。

定位与方向

此客户服务中心一直将“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作

为团队的核心价值观，并坚持实践着“成为全中国、全亚洲

乃至全世界同行业最佳客户服务中心之一”的远景目标，同

时随着自身的发展，不断实现及调整着近远期的业务目标并

做出相应的战略部署。

作为客户服务中心的领导层，有责任与义务为团队指明

准确而清晰的方向，而这个引领的过程必须是有条理、有规

划的。目前，客户服务中心的领导层主要有总经理及各室经

理构成，并有一线基层的组长及二线的业务骨干作为管理层

收集了解实际业务运作情况的主要渠道。在核心价值观的制

定上主要是在公司整体的经营理念基础上加以提炼，并结合

自身发展，比较同业情况提出团队的远景目标。而在近远期

发展目标及相应战略规划方面，则是相对动态的一个过程。

一般客户服务中心的管理层对客户服务中心的业务都会定期

进行阶段性的总结，从各种业务管理报表，各室业务情况报

告、基层组长及二线组的业务总结等资料中分析部门整体情

况，同时也需考虑其他各部门的发展规划，内外结合后产出

近远期目标及相应战略，或者对已有的近远期目标及相应战

略进行调整。一般年末进行的信用卡中心各部门年度总结会

议上，会以次年度预算报告的形式向总经理室及其他部门领

导汇报第二年的工作规划。汇总各部门意见，并经总经理室

审核通过后该规划即可执行。

作为信用卡中心的一个部门，在对自身进行定位与规划

的时候，一定要站在信用卡中心、甚至集团公司的高度，并

结合各个部门的运营情况来进行。如“以客户为中心，强调

个性化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就是对 “因您而变”服务理念的

提炼与强调；如阶段目标中所涉及的绩效考核制度的改革，

即是在信用卡中心对原有考核制度进行整体调整的背景下，

结合客服自身情况所准备的实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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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寿95519认证案例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人寿95519电话服务中心通过《客户联络中心运营

绩效标准》（CCCS-OP）认证，成为国内保险业首家通过认

证的呼叫中心。

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CCCS-OP）在对国际呼叫

中心先进管理经验和衡量标准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

中国呼叫中心产业发展及运营管理的实际情况而开发的一套

先进的呼叫中心运营管理体系与标准。认证评审从呼叫中

心的领导能力、战略规划到客户价值、人员管理、现场管

理、流程管理及绩效衡量与结果，共计八个范畴。中国人寿

95519电话服务中心历经初审评估、绩效全面提升、终审评

估三个阶段全面而严格的审核，最终被授予“五星级客户服

务中心”称号。

中国人寿95519电话服务中心自2001年组建以来，凭借

良好的品质、优良的管理、领先的技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

和极具凝聚力的文化建设得到广大客户认可，2004年4月，

获得了由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和

2004中国呼叫中心运营与客户关系管理大会组委会联合授予

的“2004中国最佳呼叫中心”荣誉称号。

此次获得“客户联络中心运营绩效标准”认证，标志

着中国人寿95519电话服务中心在专业化、精细化管理方面

又前进了一步，对于提高95519电话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能

力，进而提高公司的服务水平将发挥重要作用。

实施范围：

截止2010年1月已通过CCCS标准体系认证的中国人寿的

呼叫中心有：中国人寿总公司客户服务管理部、中国人寿四

川省95519电话服务中心、中国人寿江苏省95519电话服务中

心、中国人寿深圳市95519电话服务中心、中国人寿广西省

95519电话服务中心、中国人寿浙江省95519电话服务中心、

中国人寿福建省95519电话服务中心、中国人寿广东省95519

电话服务中心、中国人寿陕西省95519电话服务中心、中国

人寿山东省95519电话服务中心、中国人寿河南省95519电话

服务中心

最佳实践：

1、人员培养：

订单式人才培养计划: 结合当地人才市场的情况，和院

校开展合作，解决了电话中心的人员需求，减轻了岗前培训

压力。

2、内部沟通保障：

3、员工心理健康辅导（EAP）

职业辅导与心理辅导：通过要求在职每位员工对于自己

岗位都要涉及规划，帮助员工制定职业生涯设计，进行员工

心理辅导（EAP）等创新实践，稳定运营团队且提升员工的

企业活动参与度。

实践内容1：

电话中心运用国际经典人格评估工具16PF对电话中心员工进

行了测试，并将他们的测试成绩与工作业绩等相结合，建立

了基于浙江95519客服代表的人格特质胜任模型。在招聘新

人时通过这一胜任模型来评估侯选人的心理素质方面的胜任

程度，以招聘合适的员工。

实践内容2：

组织了“负性情绪管理”讲座，通过传授理论知识与相关技

能，让员工及时查觉并调整自己的不良情绪，不把不良的情

绪带到为客户服务的过程中去。

实践内容3：

1、心理危机干预  

2、人格障碍导致的人际关系问题

实施效果：

员工心理辅导计划开展最初一年，客户服务中心人员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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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率下降为3%，特别是资深的骨干员工均能安心工作，客服管理中心领导与电话中心员工普遍觉得通过一年的调整，员工们

对自身情绪调节、挫折耐受与团队协作上有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情绪波动较大的伙伴们在辅导后有了稳定的进步，在团队中

与他人相处更融洽了。

客户评价：

“通过CCCS－OP标准认证实施，全面提升了中国人寿客户服务中心的运营管理水平，并向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客

户服务中心迈进。”

                                                                                                                                  ---中国人寿服务事业部总经理  杨红

“CCCS体系既是一个衡量标准，也是一套完整的管理工具。……  我们的呼叫中心在领导能力、战略规划和运营管

理水平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步，提高了团队凝聚力和管理层面的管理能力，并结合实践经验，通过对关键性指标

（KPI）关联分析、调控、提升了自身的绩效运营结果，使呼叫中心步入了精细化管理之路。例如：通过对话务量

进行有效预测，人员细化时段排班，以及人员的有效的辅导与培训，不但保证了所设定的服务水平的达成，有效地

控制了放弃率，同时将生产率提高了21%，并使呼叫中心员工绩效得到了明显的提高。”

                                                                                             ---中国人寿四川省分公司95519电话服务中心经理  黄华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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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通过CCCS标准体系
认证的机构名录
（排名不分先后）

2004年:
1.     中国网通（控股）有限公司总部呼叫中心
2.     中国网通（上海）呼叫中心
3.     中国网通（福州）呼叫中心
4.     中国网通（广州）呼叫中心
5.     中国网通（深圳）呼叫中心
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总部客户服务部
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8.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9.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10.    天津今晚报公众服务中心
11.    上海市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2005年：
1.     招商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部
2.     海尔集团顾客服务经验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3.     苏州宇达电通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4.     一汽-大众客户服务中心
5.     青岛市市政公用局12319服务热线
6.     中国光大银行95595客户服务中心
7.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8.     桂林自来水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     北京神州数码有限公司通本客户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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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
1.     江苏苏州供电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西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3.     上海邮政11185客户服务中心
4.     上海大众客户服务中心
5.     中国农业银行上海市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6.     一汽马自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2007年：
1.     重庆市电力公司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2.     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3.     首都信息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呼叫中心
4.     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5.     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95595运管及投诉受理中心
6.     福州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7.     厦门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8.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9.     中国农业银行江苏省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2008年：
1.      兴业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2.      中信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3.      中信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
4.      广东电网公司广州供电局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管理总部95536电话理财中心
6.      宁波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7.      深圳发展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
8.      深圳平安银行信用卡事业部客户服务部
9.     天津广播电视网络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10.   郑州自来水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11.   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12.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13.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福建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14.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15.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16.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1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95519电话中心

2009年：
1.     中国农业银行浙江省分行客户服务中心
2.     泉州电业局客户服务中心
3.     民安保险（中国）有限公司客户服务中心
4.     中国电信呼叫外包服务中心（成都）
5.     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客户服务中心
6.     交通银行客户服务中心
7.     河南郑州供电公司电力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8.     广东电网公司深圳供电局客户服务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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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介绍 北美专业团队

评选意义
   

    “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及最佳管理人系列评选奖项”是于2002年由中国信息化推进联

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发起举办，是国内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

领域第一个评选奖项。

    “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及最佳管理人系列评选奖项”是中国呼叫中心领域一个专注于

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业务领域的专业性评选活动，九年来始终按照专委会成立之初

工业与信息化部娄勤俭副部长提出的三项要求展开工作：

       1. 创办国内呼叫中心领域的评选活动，树立行业内学习的典范；

       2. 制定行业标准，从业务上导正发展方向，积极总结、引领行业发展方向；

     3. 促进国内同行间以及同国外同行间的交流，相互借鉴学习，使中国呼叫中心        

          及客户关系管理领域作到积极有效发展。

    “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及最佳管理人系列评选奖项”在评选过程中利用“CCCS联络中

心标准”为评选的工具，结合“ICMI国际客户管理学院”在全球实施呼叫中心咨询、培

训业务的经验和知识体系；成立以国内外专家为核心的专业评选团队，以积累多年的专

业能力和综合国内外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领域的最佳实践经验为依托，科学有序的

将2009-2010年度中国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领域的最佳实践和最佳团队以及最佳个

人呈现给业内同仁，树立行业内相互学习与借鉴的榜样。

     2009-2010年度是彰显中国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领域发展成果最为绚丽的一个

年度。中国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领域以从应用和研究传统的呼叫中心“运营管理”

层面，积极有效的延展到“服务转营销”和将“传统渠道业务向呼叫中心转移”两个重

要渠道上来，丰富了呼叫中心的内涵和功能。在运营管理层面也从单纯的追求指标管理

转为以客户满意度为衡量呼叫中心服务水平的标准。

    因此，在2009-2010年度评选活动中增加了“最佳服务营销团队”和“最佳传统渠

道业务向呼叫中心转移应用”两项代表中国呼叫中心最高发展水平的奖项。   

    同时还将借此机会评选出“中国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50强企业”，并将从中推

选出三家企业代表中国呼叫中心行业，参选在美国举办了25年具有悠久历史的“2010-

2011年度全球最佳呼叫中心”的评选。

 奖项设置

 核心奖项
    2009-2010年度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奖 
  
 团队奖（2009-2010年度）
    最佳服务营销团队奖
    最佳传统渠道业务向呼叫中心转移应用奖
    中国最佳外包呼叫中心奖 
    中国最佳外包客户服务奖

 个人奖（2009-2010年度）
    中国呼叫中心终身成就奖 
    中国客户服务领袖奖
    中国客户服务杰出贡献奖 
    中国呼叫中心最佳管理人奖 
    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代表奖 

 技术奖（2009-2010年度）
    中国最佳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奖
    中国最佳客户关系管理（CRM）解决方案奖
    中国呼叫中心最佳技术应用奖
   

 主办单位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支持单位

  CCCS联络中心标准委员会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

 承办单位

  2010中国呼叫中心国际高峰论坛暨展览会

  ICMI 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区）

评选标准

    本年度自建型呼叫中心企业评选将以200座席为界，分为200座席以上、200座席以下 

     两个单元进行评选。两个单元获奖单位总数原则上不超过10个单位；

―  

    本年度外包型呼叫中心企业评选将以200座席为界，分为200座席以上、200座席以下 

     两个单元进行评选。两个单元获奖单位原则上不超过10个单位；

    参选“2009-2010年度中国最佳呼叫中心管理人奖”和“2009-2010年度中国最佳呼 

     叫中心客户服务代表奖”的企业仅限申报一名候选人;

评选时间安排

1)  2010年4月1日开始报名，4月20日截至报名；

2)  2010年4月21日至5月15日进行资料评审；

3)  2010年5月16日至6月20日进行现场评审；

4) 2010年6月25日至6月28日就资料评审结果和现场评审结果 

   召开专家评审委员会会议，决定最终评选结果；

5) 2010年8月8日在“2010中国呼叫中心国际高峰论坛暨展览

   会”上举行颁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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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奖项评选标准
2009-2010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奖

参加评选的候选企业，在过去的一年中，其业绩应符合以下条件：

1)  显著改进并提升了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水平； 

2)  显著提升客户体验与满意度水平； 

3)  显著增加由呼叫中心功能及内涵直接或间接为企业带来的利润； 

4)  良好的客户满意度及员工满意度。 

此外，候选企业的呼叫中心还应在流程规划、质量监控、人员管

理、技术应用、成本控制等主要方面具备以下条件：

1)  具备符合本企业发展实际的呼叫中心战略规划； 

2)  具备必要的质量监控手段与策略； 

3)  能够充分利用现有设备资源，最优化地应用技术； 

4)  在人员的招聘、培训、激励、保持等方面有较为完善的体系； 

5)  具备有效的成本控制措施； 

6)  设计合理的工作场地和环境； 

7)  具有较为全面的性能指标测试体系，以获得持续性的改进和提高。 

2009-2010中国最佳呼叫中心管理人奖

参加评选的候选管理人，在过去的一年中，其业绩能符合以下条件：

1)  在提升呼叫中心运营管理水平方面做出显著的业绩； 

2) 显著提升客户体验与满意度水平，有效地促进了呼叫中心在企  

    业中的功能与作用。 

此外，管理人奖候选人还应在领导才能、呼叫中心运营经验和人员

管理等主要方面具备以下条件：

1)  具备强烈的客户服务意识； 

2)  掌握呼叫中心及客户服务的丰富知识及运营管理技能； 

3)  负责或参与制定了本企业的呼叫中心及客户服务战略； 

4) 良好的呼叫中心管理能力，熟练掌握呼叫中心技术平台对服务 

    的各项支持功能； 

5)  良好的呼叫中心人员领导能力，包括组织、指导、监控和培训； 

6)  具备良好的与管理团队其他成员的沟通能力； 

7)  具备良好的与企业内部其他部门的协作与沟通能力。

2009-2010中国最佳呼叫中心客户服务代表奖

参评的候选客户服务代表，在过去的一年中，其业绩符合以下条件：

1)  在提升客户服务技能（呼入与呼出）方面做出显著的业绩； 

2) 显著提升客户体验与满意度水平，有效地促进呼叫中心在企业中

的功能与作用。 

此外，候选的客户服务代表还应在技能、话务经验等主要方面具备

以下条件：

1)  热爱客户服务工作，具备强烈的客户服务意识； 

2)  熟练并规范应用电话服务基本用语； 

3)  具备基本的电话受理及交流技能； 

4)  具备有效的电话沟通及应辩能力； 

5)  具备良好的自我心理调适及自控能力； 

6) 熟练掌握本企业的产品和服务等方面的内容，能够为客户提供   

    准确、快速及有效的服务、帮助和指导。 

2009-2010中国最佳外包呼叫中心服务奖
(Inbound)

参加评选的候选外包呼叫中心，在过去的一年中，其呼入服务绩效

应能符合以下条件：

1)  在帮助客户建立忠诚的客户关系方面做出显著成绩； 

2)  呼入服务座席规模显著增加； 

3)  本年度外包委托项目数量显著增加；

2009-2010年度
中国客户服务领袖奖
中国客户服务杰出贡献奖
中国呼叫中心产业杰出贡献奖
 
凡在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领域的理论研究、战略规划、运营实

施及技术创新与应用等方面做出突出性的卓越业绩，产生显著社会

效益、经济效益，对中国呼叫中心及客户关系管理产业的整体发展

产生重要影响的人士均有资格参加以上奖项的评选。

此奖项将主要采取所在机构推荐，经专委会进行资格审定，交由评

审委员会最终确定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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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0中国最佳呼叫中心解决方案奖

参加评选的候选解决方案，应该符合以下条件：

1) 在设计方案中需要遵循标准化、稳定性、开放性、安全性、

灵活性和扩展性原则； 

2) 要求采用业界公认的、成熟的、先进的尖端技术，保证系统

的质量和未来的发展； 

3) 方案中主要组成部分必须是业内公认的最佳产品之一，市场

占用率应该位居业内前列； 

4)  方案应充分考虑到利用现有资源，价格合理。 

此外，候选方案还应在建设规划、质量监控、技术应用、成本控

制等主要方面具备以下条件：

1) 合理的系统建设周期，方案实施容易便捷； 

2) 统一的管理工具使系统管理者在短时间内可以控制、管理和

配置系统。系统具有统一管理及统计功能，提供各种手段，对座

席进行管理，并能提供各种业务报表，还可以根据需要方便地生

成各种报表； 

3) 基于图形界面的业务流程生成器，使新的功能和特性能够更

快地进行原型设计和实施，使系统能够根据客户的需要快速变

化； 

4) 支持多媒体接入和统一消息排队，符合当前网络时代和电子

商务应用的需要，支持普通语音、传真、电子邮件、文字洽谈、

网页共享、移动短信息等； 

5) 支持智能路由转接功能，通过灵活的转接策略生成器设计路

由转接策略，根据客户信息、业务请求和电话咨询中心的话务数

据，选择适当技能或组别的业务代表应答呼叫。 

6) 适用特定生产系统的应用，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服务。 

7) 系统升级、扩展非常简易，支持远程座席和分布式电话咨询

中心发展的要求。 

8) 采用开放式设计，适应与各种系统平台的连接。支持多种后

台系统和数据库系统的访问方式。对外提供行业标准接口，使呼

叫中心具有完全的开放性和灵活的技术结构，并易于管理、扩充

和二次开发。 

2009-2010中国最佳客户关系管理（CRM） 
解决方案奖
 

参加评选的候选解决方案，应能符合以下条件：

1) 充分体现以客户为中心的原则，对于提高客户满意和企业盈

利方面有成功案例； 

2) 在软件或解决方案设计过程中遵循了标准化、稳定性、开放

性、安全性、灵活性和扩展性原则； 

3) 在软件或解决方案开发过程中采用了业界公认的成熟或尖端

技术，软件或系统质量有切实保障； 

4) 在软件或解决方案实施过程中须充分考虑到企业的现有资源

利用和业务独特性，实施过程风险可控； 

5) 方案须是业内公认的最佳产品之一，价格及定位合理，市场

占 用率应居于前列。

 

此外，候选方案还应在建设规划、方案设计、质量监控、技术创

新及行业适用等主要方面具备以下条件：

1) 较为合理的系统建设和实施周期，解决方案应用具有较强的

便捷性； 

2) 统一的管理工具或手段，使系统管理者可以高效率地控制、

管理和配置系统。具有统一管理信息及统计报告功能，能够准确

集成客户和业务信息，提供统一视图； 

3) 较深入应用了数据仓库（DW）、呼叫中心（Call Center、 CTI

和协同等技术，在CRM的操作、分析和运营等应用方面，至少在

其中某一领域取得了突破； 

4) 根据企业主要业务流程，在客户信息管理、客户营销、数据

分析及挖掘、销售团队管理、客户服务、关系维护、关联销售、

协同作业等领域，至少在其中一项上具备较完整、领先的功能； 

5) 采用开放式设计，适应与各种系统平台的连接。支持多种后

台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对外提供行业标准接口，具有开放性和灵

活的技术结构，易于管理、扩充和二次开发。系统升级和扩充简

便，能够根据客户的需要快速变化； 

6) 广泛应用多媒体、Web和IP等技术，符合当前网络和电子商务

应用的需要，支持普通语音、传真、电子邮件、文字洽谈、网

页;能够与特定企业、特定行业结合，适用于其特定生产系统，

并能为客户提供个性化。

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  

客户关系管理专业委员会

201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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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6月14日-17日  美国新奥尔良



ACCE概述

 ACCE的由来
由长期致力于为客户管理专业人士提供全方位资源全球领先品牌
ICMI主办，ACCE是全球联络中心行业独具前瞻性的盛会。它
每年都会在各地巡回展出，是传播知识、业界交流、最佳实践分
享的权威论坛。

今年是第七届ACCE大会。大会旨在为参会嘉宾提供无与伦比的
交流平台，让业界旧识与新知共襄盛举，畅谈时下热门议题，分
享彼此心得体会，获悉展厅主会场的最新咨讯。一直以来，我们
的会议品质都在业内享有难以撼动的威望，ICMI资深专家团队
亦向您传授实用经验。全球各家企业，无论规模和业务种类，都
聚焦ACCE大会，预计有800-1000位客户关系专业人士亲临现
场。鉴于参会者不同的行业背景，我们此次特别设置了广泛的议
题内容供大家畅所欲言，包括人员管理、运营管理、技术管理、
战略与领导力解析等。

经典案例研究
了解这些顶尖知名企业如何实施联络中心新战略，决胜商界:

T4——104会场：
绩效管理工具的实施效果（Chase Card Services）

T5——106会场：
超酷呼叫中心专题：Intuit如何借助社交媒体手段节约成本

并提升客户忠诚度（Intuit）

T3——203会场：
J.D. Power的25大呼叫中心品牌：首屈一指的USAA如何

令会员惊艳叫绝（USAA）

T4——204会场：
行政管理层的革新升级与话术分析（加拿大贝尔集团）

T1——301会场：
超酷呼叫中心专题：NTTA客户辅导代表（The North 
Texas Tollway Authority）

T4——304会场：
与宾客倾心交谈，迪士尼预订中心呈现“惊喜和舒心”的
服务（迪士尼预订中心）

T2——402会场：
使用实时客户反馈，提升客户服务、节约成本（Cellular South）

T1——405会场：
座席和Trademark代理机构如何齐力协作，提升电子邮件

服务品质（USPTO的Trademark协助中心）

T3——406会场：
改善您的企业文化与执行力，期待卓越的客户体验（西北银行）

T2——502会场：
客服品质新视角（NCCI股份公司）

T4——504会场：
好事达如何分析话术，降低成本、提高来电者满意度
（好事达金融）

T2——506会场：
人人参与客户体验管理——包括后勤部门（W. W. Grainger）

T1——601会场：
看似毫不费力尽享成功的经典案例——谈家庭座席管理
（西部州长办大学）

T4——606会场：
多渠道联络中心管理的最佳实践（CEZ）

 

 五大核心知识构架

T1——凝聚人的力量
如果您负责的是联络中心人员管理，则该项课程将带给您全新思

维和资源。

T2——提升运营效率
我们强调的是这些关键运营项目的“实施方法”，以期提供高效

可行的方案，迅速提升您的联络中心运营，保证让您满载而归。

T3——战略和领导力
如果您乐于倾听关于战略与领导力的新思维，那么这一环节绝对

合您“口味”

T4——技术创新的今天与明天
当今技术研发领域的拓展一日千里，势头强劲。这一板块将让您

了解如何在日常工作中灵活运用联络中心技术资源。

T5——联络中心新势力——社交媒体 （最新推出!）
社交媒体的行业动态给联络中心运营带来一股新潮。该讲座旨在

探讨如何构建您的社交关系工具箱，维护您的品牌，及推进企业

以及您广大客户的社交

 不容错过
ACCE大会旨在提供独具价值的真知灼见，内容涉及改善人员和资
源管理、提升运营能力、挑选并运用有效技术等多个角度，探讨如
何提升联络中心绩效。大会以所有联络中心专业人士的需求为本：

   
   高级副总裁和总监：负责呼叫中心的整体战略策划与执行

   初级管理人员和资深经理：负责制定运营和管理计划

   班组长和督导：负责呼叫中心日常运营、指导和监控

   分析师：需要基本了解行业准则

   CIO：希望通过呼叫中心高级运营提升财务状况

   CTO：需要将呼叫中心战略与企业内部的其它业务部门进行整合

   客服人员：需要学习日常工作所需的新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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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大会亮点
如果您曾参加过ACCE，您就会对它的价值深有体会。相信您也
不愿错失即将到来的2010年盛宴。

   全新内容占据90%——47项分会中有42项为全新开设

   在新颖的社交媒体渠道中，您将发现博客、在线讨论版、视频  
   分享、播客及其它技术都能强化您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和交流

   您可以一整天留在我们ICMI专属绩效实验室研究、计划并设计 
   客户体验，增强客户忠诚度

   此次的案例分析个数超乎从前（14个），您将获得来自迪士  
   尼、Chase、Intuit等顶级企业如何在其联络中心成功推进新 
   战略的一手资讯

此外，ACCE大会史上第一次让来宾亲身体味新奥尔良闻名遐
迩、律动活泼的城市风情。

“大会议题都令我非常满意。每当要
选出最具价值的分会议时都很让我伤
脑筋。我常常需要在多个感兴趣的分
会中做出抉择，而它们又是同一时段举
行……实在是难以取舍啊！”

美赞臣家庭递送与公关部经理  Melissa Seitz

我们的使命
长久以来，随着渠道不断拓宽，新的优先级别逐渐趋于前端，呼叫中心专业人士的培训需求正在经历转
型与演变。眼下，电话越来越多、愈加复杂、渠道来源也更多——于是，客户期望与收效也随之上升。
为此，我们的目标就是提供能适时解决这些棘手难题的培训项目和易于操作、立竿见影的解决方案。

精彩亮点

 如果您是第一次参会
若您从未参加过ACCE年度展会，岂能再次坐失良机？我们的年
度盛事包括为期四天的讲座、案例研究、小组讨论和研讨会等，
主讲嘉宾皆为业内知名专家，全方位深度剖析联络中心。同时，
您也将在展厅内发掘有价值的人际网络机会、合适的主题演讲嘉
宾，以及由行业顶尖供应商提供的最新技术与服务。年复一年，
ACCE始终提供匠心独具和业界尖端培训，包括可以让学员快速
在呼叫中心运营中学以致用的实践经验，ACCE 2010绝对会令
您耳目一新！

“我们真的很喜欢探讨呼叫中心新型战
略方向。详细说，就是实现工作环境由
绩效推动型转化为以客户为核心、以服
务为本。对此，我们正根据此次大会中
获得的有效信息，着手调整我们公司的
主要KPI指标。”

大众信贷客户关系部经理  Kevin Walker

“我曾多次参加过ICMI的活动，并从中
获得了不少我们呼叫中心业务拓展所不
可或缺的宝贵经验。我也一直向员工们
推荐参会，让他们拓展视野，彼此分享
业界新知。”

GTA北美区销售部运营副总裁  Missy Zacks

“我觉得，与全球其它行业参会嘉宾之间
的互动交流是ACCE大会的最大亮点。”

PEHP（公共员工健康项目）会员服务部总监
Christy Si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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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程一览

 6月14日，周一
早上7:00-晚间7:00     来宾签到
早上7:00-早上8:30     欧陆早餐
早上8:30-中午12:00   早间讲座
                                     Pre-1：视员工如客户，消除沮丧情绪、附加成功值（TARP副主席，John Goodman）
                                          Pre-2：联络中心高效管理准则（资深顾问兼ICMI前任总裁/CEO，Brad Cleveland）
                                          Pre-3：社交网络：就像电话、电邮、聊天和传真的渠道通路？（TouchPoint Associates Inc.总裁Bob               
                                                        Furniss和WebEx Communications, Inc.客户支持部资深全球顾问Faith Legendre）
                                          Pre-4：联络中心技术101：专业人士必备知识（Strategic Contact, Inc.总裁Lori Bocklund）

中午12:00-下午1:30   午餐交流
下午1:30-下午5:00     午后讲座
                                     Pre-5：家庭呼叫中心最佳实践与战略（案例分析）
                                                        分会主讲人：Customer Contact Strategies总裁Michele Rowan
                                                        其他参与讨论的嘉宾有：The Hartford培训助理副总裁Sue Brinker；1-800-flowers虚拟运营部总监Bibi       
                                                        Brown；The Hertz Corporation预订开发与绩效部高级主管Patricia Wisehart。
                                                        技术类嘉宾有：Voice Print International副总裁Patrick Botz；inContact销售总监Tom Dickson；       
                                                        Plantronics联络中心解决方案部总监Joe McGrogan
                                          Pre-6：释放呼叫中心KPI的无穷能量：包括基准化测评（案例分析）（MetricNet, LLC执行合伙人Jeff Rumburg）
                                          Pre-7：变革中的管理之道（Loyalty Factor, LLC总裁Dianne Durkin）
                                          Pre-8：挖掘技术层面的商业价值（Strategic Contact, Inc.总裁Lori Bocklund）

下午5:00-晚上7:00     Mardi Gras迎宾酒会

 6月15日，周二
早上7:30-晚上6:30     来宾签到
早上7:30-上午8:45     行业圆桌早餐
早上8:45-上午10:00   欢迎致词和主题演讲
早上10:00-下午2:30   展厅开放
早上10:00-上午11:00   展厅参观
上午11:00-中午12:15   会议板块#1
                                         101会场：“经济萧条期已经结束，我不干了”（Finnegan MacKenzie The Retention Firm总裁Richard Finnegan）
                                          102会场：联络中心运营101（ICMI资深咨询师Rose Polchin）
                                          103会场：引领客户体验风潮：从预防到控制（TARP副主席John Goodman）
                                          104会场：借助绩效管理工具获得收效（案例分析）（Chase Card Services业务运营部副总裁兼主管Elaine Weeks-Trueblood）
                                          105会场：情商的重要性（Ignite Achievements Int’l, Inc.总裁Deborah Monroe）
                                          106会场：超酷呼叫中心专题：Intuit如何借助社交媒体手段节约成本并推进客户忠诚度（案例分析）（主持人：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 Inc.总裁Mary Murcott；Intuit财务部运营经理Todd Hixson；Intuit支持与服务战略企划及执行领 
                                                           导人Derrick Moore；Intuit高级运营分析师Michael Pivinski）

中午12:15-下午2:15   午餐和展厅参观
下午2:15-下午3:30     会议板块#2
                                         201会场：让您的督导成为业务娴熟的主管（ICMI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Macklin Martin）
                                          202会场：秘密之源……关键的销售评估指标（Frontline Performance Group高级副总裁Christopher Brown和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 Inc.总裁Mary Murcott）
                                          203会场：J.D. Power的25大呼叫中心品牌：首屈一指的USAA如何令会员惊艳叫绝（案例分析）（USAA联络中心管理副总裁 
                                                           Leonard Hambrick和J.D. Power and Associates高级主管Mark Miller）
                                          204会场：行政管理层的革新升级与话术分析（案例分析）（BCE Elix管理咨询部总监Erika Van Noort）
                                          205会场：应对西班牙语客户和员工的需求（Arial International总裁Astrid Rial）
                                          206会场：好吧，那什么是社交媒体？我为何要重视它？（TouchPoint Associates Inc.总裁Bob Furniss）

下午3:45-下午5:00     会议板块#3
                                          301会场：超酷呼叫中心专题：NTTA客户辅导代表（案例分析）（NTTA客户服务部总监John Bannerman；NTTA运营部执行 
                                                           总经理助理Clayton Howe；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总裁Mary Murcott；Tamer Partners Corporation高
                                                           级合伙人Scott O. Thomas）
                                          302会场：联络中心衡量指标的竞争优势（The Service Level Group总裁Tim Montgomery）
                                          303会场：呼叫中心须如何应对长期客户（资深顾问兼ICMI前任总裁/CEO，Brad Cleveland）
                                          304会场：与宾客倾心交谈，迪士尼预订中心呈现“惊喜和舒心”的服务（迪士尼预订中心销售和服务总监Cal Almaguer）
                                          305会场：持续培训……无预算限制！（Ignite Achievements Int’l, Inc.总裁Deborah Monroe）

                                          306会场：社交网络的资源和工具（WebEx Communications, Inc.客户支持部资深全球顾问Faith Legendre）

下午4:30-下午6:30     展厅开发
下午5:00-下午6:30     位于展厅楼层的交流酒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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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16日，周三
早上7:30-下午5:00        签到
早上7:30-上午8:30        队列技巧欧陆早餐
早上8:30-上午10:00      主题演讲和年度呼叫中心颁奖典礼
早上10:00-上午11:00    展厅参观
上午11:00-中午12:15    会议板块#4
                                            401会场：座席满意度——开启联络中心万物之钥（MetricNet, LLC执行合伙人Eric Zbikowski）

                                            402会场：使用实时客户反馈，提升客户服务、节约成本（案例分析）（Cellular South客户联络中心经理 Austin Fisher和 
                                                              Vocal Laboratories Inc.首席执行官Peter Leppik）
                                             403会场：认知是关键：重新定义呼叫中心价值（The Service Level Group总裁Tim Montgomery）
                                             404会场：联络中心虚拟化和集中化（AT&T Consulting Solutions, Inc.整合联络中心服务总监Robert Lamb）
                                             405会场：座席和Trademark代理机构如何齐力协作，提升电子邮件服务品质（案例分析）（E-Write合伙人Leslie O’Flahavan）
                                             406会场：改善您的企业文化与执行力，期待卓越的客户体验（西北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助理副总裁Sherry Steffen）

中午12:15-下午2:00      午餐和展厅参观
下午2:00                         展厅闭馆 
下午2:15-下午3:30        会议板块#5
                                            501会场：关系领导力——员工敬业度等同于留住员工（TouchPoint Associates Inc.总裁Bob Furniss）
                                             502会场：客服品质新视角（案例分析）（NCCI股份公司客户服务总监Ilene Lustigman）
                                             503会场：客户满意度进入死胡同：制定持续改进计划，解决您的实际需要！（MetricNet, LLC执行合伙人Eric Zbikowski）
                                             504会场：好事达如何分析话术，降低成本、提高来电者满意度（案例分析）（好事达业务项目经理Stephanie Claycomb）
                                             505会场：知识就是力量！解析您联络中心的知识管理（ICMI资深咨询师Wendy Fowler）
                                             506会场：人人参与客户体验管理——包括后勤部门（案例分析）（W. W. Grainger人人员管理部经理Kimber Hayungs和
                                                              Verint Systems Inc.企业解决方案集团WFO实践部副总裁Chris Zaske）

下午3:45-下午5:00        会议板块#6
                                            601会场：看似毫不费力尽享成功的经典案例——谈家庭座席管理（案例分析）（西部州长办大学项目经理Todd Miller和商业项
                                                              目经理Mitsu F. Phillips）
                                             602会场：人力管理：我们做的事情正确吗？处理得当吗？（ICMI资深咨询师Rose Polchin和ICMI资深咨询师Brent Haferkamp）
                                             603会场：在整体绩效管理中见证奇迹（Bright UK Ltd常务董事Mats Rennstam）
                                             604会场：另类战略：我能享受云端之舞吗？（主讲人：Strategic Contact总裁Lori Bocklund和Philips Healthcare服务支持 
                                                              部高级经理Brad Devine）
                                             605会场： 25个机会力减联络中心的成本（AT&T Consulting Solutions, Inc.整合联络中心服务总监Robert Lamb）
                                             606会场：多渠道联络中心管理的最佳实践（案例分析）（CEZ 客户关怀部总监Milena Linhartova）

 6月17日，周四
早上7:30-下午5:00        信息前台
早上7:30-早上8:30        欧陆早餐
中午12:00-下午1:00      午餐
早上8:30-下午4:30        会后培训
                                            联络中心辅导（ICMI小型呼叫中心峰会培训与认证总监 Linda Riggs）
                                             衡量联络中心有效性（ICMI资深咨询师 Rose Polchin）
                                             绩效实验室和小型呼叫中心峰会

议程一览

 40 |  2010年1季刊



主题演讲 报名从速！

John Foley结合他在Blue Angels担任的亲身经
历，详细阐述如何实现持续的高绩效。聆听他传授
简单、系统但却很有效的方法，以及实现更高绩效
不可或缺的明确目标、业务重点、客户承诺与信
任。学习为达成团队理念和目标，应如何明确自己
的承诺和实施方式。了解聚焦重点将如何推动员工
个人的执行力并提升理想的成效。演讲主题将班组
成员间的相互信任与尊重视为其探讨的重点，因为
它们对业务执行而言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该主题演讲动态新颖，趣味十足，定能让您对联络中心的自我超
越能力拥有全新的认知。这堂演示会不仅能提升您固有的运营思
维模式，而且还提供切实可行的操作工具，迅速开启您的高绩效
增长之门。

为什么某些人可以让您瞬间折服，而另一些人却做
不到？某些班组长是如何说服您改变想法，而您
却把另一些人的话当作耳旁风？为何您对一小部
分活动记忆犹新，但绝大多数都早已成为了您的记
忆碎片？答案就是：令人折服的语言魅力。Sally 
Hogshead的这个主题讲座准保叫醒您的耳朵！她
将告诉您语言魅力绝对可以成为您的制胜新法宝，
有了它，您的上司、下属员工、甚至客户皆不在话
下。与在座的您分享魅力秘笈的七大诱因：力量、
欲望、神秘、威望、警示、缺陷和信任。Sally将为
您展示趣味盎然的决策流程，结合她历时三年的业
内调研和深度研究（1000位美国受访者），与您分
享她的新书《语言魅力难挡！说服力与影响力的七
大潜在诱因》中的真知灼见。

Seth Godin盛赞新书是一本“具有革新意义的著作……您的世
界观将由此转变。”如果您对如何说服员工或客户兴趣十足，那
么您将获得Sally的独家秘诀真传，让您甩开低落情绪，立即投
入高效行动。

6月15日，周二 早上8:45-上午10:00 6月16日，周三 早上8:30-上午10:00

高绩效增长
主讲嘉宾：John Foley 

前任 Blue Angels 单人飞行特
技表演队领队和CenterPoint 
公司所有者

语言魅力难挡！
说服力与影响力的
七大潜在诱因
主讲嘉宾：Sally Hogshead 

演讲人、作家兼 
品牌创新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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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交流与特色环节

 午餐交流                                                                                                                   周一，中午12:00-下午1:30

由ICMI资深专家主持，“午餐交流”环节将解决您的疑难困惑，同时传授一些实用可行的小诀窍，准保您会后即可学以致用。

 Mardi Gras迎宾酒会                                                                          周一，下午5:00-晚上7:00

Mardi Gras庆典派对等您来！水珠、面具一应俱全，灵动鬼魅。当然还有宾客间互动交流的难得良机！一杯红酒细细品酌，餐前美馔任
您点选。炫目的舞台，让您结交旧识与新朋，相互交流想法，分享彼此经验。

 行业圆桌早餐                                                                                                      周二，早上7:30-早上8:45

结识同行，彼此分享您的经验心得，探讨联络中心行动方案。精彩契机，不容错失！这一非正式早餐桌会由来自ICMI的咨询师、培训师
和编辑团队联袂主持，在如此轻松休闲的氛围中，相信嘉宾们可以交谈得更舒心更有效。

 位于展厅楼层的交流酒会                                                                    周二，下午5:00-下午6:30

它将是您与业界同行在轻松气氛中交流想法，汲取顶尖供应商的联络中心解决方案的优渥良机！

 队列技巧欧陆早餐                                                                                       周三，早上7:30-早上8:30

备受业界人士所推崇的ICMI队列技巧，现已登陆新奥尔良！由您自行选定合适的主题，与尊贵的专家组和与会嘉宾共同分享您的经验心
得。大家在享受丰盛早餐、互通心经的同时，也可把握难得之机，结识其他同行，相互学习。

 年度呼叫中心颁奖典礼                                                                         周三，早上9:30-早上10:00

届时，众所期待的最佳奖项都将揭晓，包括一家中小型呼叫中心（75个座席以内）和一家大型呼叫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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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讲座议题

 早间讲座   早上8:30-中午12:00

T1--- 中阶人群
Pre-1：视员工如客户，消除沮丧情绪、附加成功值
TARP副主席，John Goodman

T1--- 初阶人群
Pre-2：联络中心高效管理准则
资深顾问兼ICMI前任总裁/CEO，Brad Cleveland

T3--- 所有人群
Pre-3：社交网络：就像电话、电邮、聊天和传真的渠道通路？ 
TouchPoint Associates Inc.总裁 Bob Furniss和WebEx 
Communicat ions,  Inc.客户支持部资深全球顾问 Fai th 
Legendre

T4--- 所有人群
Pre4：联络中心技术101：专业人士必备知识
Strategic Contact, Inc.总裁 Lori Bocklund

 会议板块2    6月15日 下午2:15-下午3:30

T1--- 所有人群
201会场：让您的督导成为业务娴熟的领导者
ICMI咨询服务部执行董事 Macklin Martin

T2--- 中阶人群
202会场：秘密之源……关键的销售评估指标
Frontline Performance Group高级副总裁 Christopher 
Brown和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 Inc.总裁 Mary 
Murcott

T3--- 所有人群
203会场：J.D. Power的25大呼叫中心品牌：首屈一指的
USAA如何令会员惊艳叫绝
USAA联络中心管理副总裁Leonard Hambrick和J.D. Power 
and Associates高级主管Mark Miller

T4--- 中阶人群
204会场：行政管理层的革新升级与话术分析（案例分析）
BCE Elix管理咨询部总监 Erika Van Noort

T2--- 所有人群
205会场：应对西班牙语客户和员工的需求
Arial International总裁 Astrid Rial

T5--- 中阶人群
206会场：好吧，那什么是社交媒体？我为何要重视它？
TouchPoint Associates Inc.总裁 Bob Furniss

 午后讲座    下午1:30-下午5:00

T1--- 所有人群
Pre5：家庭呼叫中心最佳实践与战略（案例分析）
分会主讲人：Customer Contact Strategies总裁 Michele 
Rowan
其他参与讨论的嘉宾有：The Hartford培训助理副总裁 Sue 
Brinker；
1-800-flowers虚拟运营部总监Bibi Brown；
The Hertz Corporation预订开发与绩效部高级主管 Patricia 
Wisehart。
技术类嘉宾有：Voice Print International副总裁 Patrick 
Botz；
inContact销售总监Tom Dickson；
Plantronics联络中心解决方案部总监 Joe McGrogan

T2--- 高阶人群
Pre-6：释放呼叫中心KPI的无穷能量：包括基准化测评案例分享！
MetricNet, LLC执行合伙人 Jeff Rumburg

T3--- 所有人群
Pre-7：变革中的管理之道
Loyalty Factor, LLC总裁 Dianne Durkin

T3--- 所有人群
Pre-8：挖掘技术层面的商业价值
Strategic Contact, Inc.总裁 Lori Bocklund

 会议板块1    6月15日 上午11:00-中午12:15   

T1--- 中阶人群
101会场：“经济萧条期已经结束，我不干了”
Finnegan MacKenzie The Retention Firm总裁 Richard 
Finnegan

T2--- 所有人群
102会场：联络中心运营101
ICMI资深咨询师 Rose Polchin

T3--- 中阶人群
103会场：引领客户体验风潮：从预防到控制
TARP副主席 John Goodman

T4--- 中阶人群
104会场：借助绩效管理工具获得收效（案例分析）
Chase Card Services业务运营部副总裁兼主管 Elaine 
Weeks-Trueblood

T3--- 所有人群
105会场：情绪智力的重要性
Ignite Achievements Int’l, Inc.总裁 Deborah Monroe

T5--- 中阶人群
106会场：超酷呼叫中心专题：Intuit如何借助社交媒体手段节约
成本并推进客户忠诚度
主持人：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 Inc.总裁 Mary 
Murcott；
Intuit财务部运营经理Todd Hixson；
Intuit支持与服务战略企划及执行领导人Derrick Moore；
Intuit高级运营分析师Michael Pivins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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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前讲座议题

 会议板块3    6月15日 下午3:45-下午5:00

T1--- 中阶人群
301会场：超酷呼叫中心专题：NTTA客户辅导代表
NTTA客户服务部总监John Bannerman；
NTTA运营部执行总经理助理Clayton Howe；
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总裁Mary Murcott；
Tamer Partners Corporation高级合伙人Scott O. Thomas

T2--- 所有人群
302会场：联络中心衡量指标的竞争优势
The Service Level Group总裁Tim Montgomery

T3--- 所有人群
303会场：呼叫中心须如何应对长期客户
资深顾问兼ICMI前任总裁/CEO，Brad Cleveland

T4--- 所有人群
304会场：与宾客倾心交谈，迪士尼预订中心呈现“惊喜和舒
心”的服务
迪士尼预订中心销售和服务总监 Cal Almaguer

T1--- 所有人群
305会场：持续培训……无预算限制！
Ignite Achievements Int’l, Inc.总裁 Deborah Monroe

T5--- 所有人群
306会场：社交网络的资源和工具
WebEx Communications, Inc.客户支持部资深全球顾问 Faith 
Legendre

 会议板块5    6月16日 下午2:15-下午3:30

T1--- 中阶人群
501会场：关系领导力——员工敬业度等同于留住员工
TouchPoint Associates Inc.总裁Bob Furniss

T2--- 所有人群
502会场：客服品质新视角（案例分析）
NCCI股份公司客户服务总监Ilene Lustigman

T3--- 高阶人群
503会场：客户满意度进入死胡同：制定持续改进计划，解决您
的实际需要！
MetricNet, LLC执行合伙人 Eric Zbikowski

T4--- 中阶人群
504会场：好事达如何分析话术，降低成本、提高来电者满意度
（案例分析）
好事达业务项目经理 Stephanie Claycomb

T2--- 所有人群
505会场：知识就是力量！解析您联络中心的知识管理
ICMI资深咨询师 Wendy Fowler

T2--- 所有人群
506会场：人人参与客户体验管理——包括后勤部门（案例分
析）
W. W. Grainger人人员管理部经理 Kimber Hayungs和Verint 
Systems Inc.企业解决方案集团WFO实践部副总裁 Chris 
Zaske

 会议板块4    6月16日 上午11:00-中午12:15

T1--- 高阶人群
401会场：座席满意度——开启联络中心万物之钥
MetricNet, LLC执行合伙人 Eric Zbikowski

T2--- 所有人群
402会场：使用实时客户反馈，提升客户服务、节约成本（案例
分析）
Cellular South客户联络中心经理 Austin Fisher和Vocal 
Laboratories Inc.首席执行官 Peter Leppik

T3--- 所有人群
403会场：认知是关键：重新定义呼叫中心价值
The Service Level Group总裁 Tim Montgomery

T4--- 初阶人群
404会场：联络中心虚拟化和集中化
AT&T Consulting Solutions, Inc.整合联络中心服务总监
Robert Lamb

T1--- 初阶人群
405会场：座席和Trademark代理机构如何齐力协作，提升电子
邮件服务品质（案例分析）
E-Write合伙人 Leslie O’Flahavan

T3--- 所有人群
406会场：改善您的企业文化与执行力，期待卓越的客户体验
（案例分析）
西北银行客户服务中心助理副总裁 Sherry Steffen

 会议板块6    6月16日 下午3:45-下午5:00

T1--- 所有人群
601会场：看似毫不费力尽享成功的经典案例——谈家庭座席管理
西部州长办大学项目经理Todd Miller和商业项目经理 Mitsu F. 
Phillips

T2--- 所有人群
602会场：人力管理：我们做的事情正确吗？处理得当吗？
ICMI资深咨询师Rose Polchin和ICMI资深咨询师 Brent 
Haferkamp

T3--- 所有人群
603会场：在整体绩效管理中见证奇迹
Bright UK Ltd常务董事 Mats Rennstam

T4--- 所有人群
604会场：另类战略：我能享受云端之舞吗？
主讲人：Strategic Contact总裁 Lori Bocklund和Philips 
Healthcare服务支持部高级经理 Brad Devine

T3--- 初阶人群
605会场： 25个机会力减联络中心的成本
AT&T Consulting Solutions, Inc.整合联络中心服务总监
Robert Lamb

T4--- 中阶人群
606会场：多渠道联络中心管理的最佳实践（案例分析）
CEZ 客户关怀部总监 Milena Linharto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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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绩效实验室——ICMI独家创意！ 全天候选择 #2
为联络中心损益表制定者度身打造
作为资深总监或高阶主管，您的决策都将影响您的客户、员工，甚至企业整体运营。但考虑到诸多不确定因素，怎样的决策才是最为理想
的呢？该会议聚焦客户体验管理，视角独特，互动轻松，协助您思考、策划和定制客户体验，提升客户忠诚度，实现业务效益最优化。
您将回答重要问题，包括：

   设计与提供服务过程中最关键决策是什么？                              如何权衡客户期望与业务利润？
   如何激励呼叫中心内部的工作效率，提升客户满意度？            您的决策如何对利益相关者产生影响力？
   交流行业趋势、掌握潜在效益的最佳途径是什么？

简而言之，此次会议的学习交流将巩固您对如何实现效率、利润和忠诚度的理解；同时，掌握运营必备技巧，做出正确决策，建立企业
对呼叫中心的信 任和信心。

    衡量联络中心效益   全天候选择 #3
ICMI资深咨询师 Rose Polchin
确认衡量的对象、原因和数据收集的方法！
该课程教您追踪有效指标，支持您的联络中心战略，挖掘各项指标间的潜在联系，以及如何分析数据增长。您将获得实用而有效的操作技巧
以期获取关键结果，协助确定您所在联络中心效率不佳和成功运营的根本原因。此外，课程还将助您高效评估所有联络渠道的服务效率。

在下述各项要素中学习关键KPI：服务质量、接通率、成本绩效和战略影响。
此次会议的学习交流将让您清楚地了解呼叫中心的各项衡量标准，以及应使用哪些指标衡量您所在中心的运营绩效。抛开简单的基准化
标准，深入了解如何为您自己的联络中心设定正确目标。

主要课题包括：
   设定关键绩效指标(KPI)      一次接通率      衡量座席绩效      联络中心ROI      衡量标准的运用

    呼叫中心辅导：切实途径，收效甚广   全天候选择 #4
ICMI培训与认证总监 Linda Riggs
深入探索辅导技巧，聚焦客户满意度提升所引发的联动效应！
为期一天的实用课程将教您树立独特的辅导文化，根据座席代表的个人风格确立您的辅导风格，并通过鼓励与褒奖优化他们的行为。角
色扮演环节的实践技巧将帮您有效梳理疑难问题，处理敏感而棘手的辅导状况。通过衡量ICMI独家研发的SAFE辅导模型实施以后的客
户满意度、员工流失和整体收入的变动情况，确定辅导的投入回报。

此次课程将助您有效实施辅导模型，并树立信心，对座席绩效的方方面面进行辅导。

主要课题包括：
   辅导文化
   常见问题与解决方案
   职业和技巧路径辅导
   SAFE辅导模型
   衡量成功与否

 自行选定全天候峰会、实验室或培训讲座
    小型呼叫中心峰会   全天候选择 #1
小型呼叫中心现正面临巨大挑战。如旷工、不遵循排班要求等违规行为，对于规模较大的呼叫中心而言可能不至于激起千层浪，但却能
摧毁座席数50人以内的小型呼叫中心。所以，小型呼叫中心的运营经理必须着力推进座席培训与激励、话务量预测和排班以及技术优
化。这堂峰会的目的就是为您提供必不可少、务实有效的战略和实践技巧，利于您迅速提升中心运营。

上午8:30-上午8:45    迎宾/开幕致辞（Scott Murphy）
上午8:45-上午10:15    抽出时间让您的班组长充分发挥——从业务班组长到独具创意的辅导员

Performance Transformations, Inc.总裁 Mary Murcott

上午10:15-上午10:30 茶歇

上午10:30-中午12:00 让您的小型呼叫中心散发激情与文化！

Hot Topic, Inc. 客户服务部经理 Joy Hussey

中午12:00-下午1:00 午餐

下午1:00-下午2:30 自认为您的呼叫中心规模太小无法启动家庭座席项目？请再次三思！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 of Texas联络中心经理 Scott Murphy

下午2:30-下午2:45 茶歇

下午2:45-下午4:15“小规模大思路”支持团队（学术交流讨论）

下午4:15-下午5:00 结束致辞

会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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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厅介绍

展厅开放时间
6月15日（周二）
上午10:00-下午2:30和下午4:30-下午6:30

6月16日（周三）
上午10:00-下午2:00

专家答疑
周二和周三展厅开放时段
ICMI 特设“专家答疑”环节，免费与ICMI资深专家一对一交流
30分钟，探讨话题由您决定。这些知名专家都曾与业内最权威、
最复杂的联络中心企业有过合作，对于联络中心和客户体验的相
关内容皆了如指掌。抢先预订，时不我待！

在展厅举办的迎宾酒会
周二，下午5:00-下午6:30
招待酒会将为来宾提供轻松休闲的交流氛围，让您结识业内同
仁，获取来自顶尖供应商的联络中心解决方案。

奖项通行证
周二和周三展厅开放时段
大奖优渥，不容等待！您只需参观供应商展位，通行证敲上印
章，然后将已有印章的通行证交还给组委会工作人员，即有机
会撞大运！之前所设的奖品包括价值$100的美国运通礼券、
APPLE iTouch、Bose Noise Cancelling耳机……更多酷炫奖
品现场揭晓！

联络中心卡通展
周二和周三展厅开放时段
堪称展厅内最吸引眼球的人气活动！您将欣赏到由全球最酷卡通
公司倾力打造的最佳联络中心主题卡通秀。这台展会趣味盎然，
您还可在现场投票选出最爱的卡通产品，并有机会把您的最爱带
回家！

部分参展商名录：
   Cicero Inc.                           Contact Solutions

   HigherGround Inc.              Ignify Inc.

   inContact                             Interactive Intelligence

   Invest Barbados                 Keynomics

   Panviva,  Inc.                      Pipkins

   Promero                              Satori Software

   UNICOR                              Varolii

   VPI    Verint Witness Actionable 

                                                Solutions 

   

欢迎莅临展厅，各类参展商将携手推介当今全球最新最棒的联络中心解决方案。
ACCE 2010展厅为您呈现联络中心最先进的工具和服务，在轻松活跃的氛围中与供应商互通
想法，了解行业内最新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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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E 2010中国代表团参会安排

参会行程安排如下： 
时间：2010年6月13日（周日）－2010年6月19日（周六）（共计7天） 

    6月13日              上海或北京经洛杉矶或芝加哥转机至新奥尔良； 
    6月14日        会议注册； 
    6月14－17日  ACCE New Orleans 2010 参加ACCE各项交流和学习活动；
    6月18日  新奥尔良经洛杉矶或芝加哥转机回国；
    6月19日  抵达北京或上海。

基本套餐 贵宾套餐  备注

（人民币：元） 53,000 58,000

ICMI中国精英会员资格     享受VIP会员活动和服务

ACCE正式邀请函 由会务主办方ICMI正式签发邀请函

上海往返新奥尔良机票 含税、转机费和燃油加价

新奥尔良地面接送服务 机场往返酒店地面交通接送

ACCE大会畅行参会证 可以参加所有大会相关活动

意外伤害保险 境外商务活动保额54万元人民币

五星级酒店住宿 市区会场周边8晚双人标准间（见说明1）

ACCE会务包含的餐饮费用 会务期间大会包含的早餐、午宴和招待酒会

行李托运及超重费用

每天最高50美元商务补助 见说明2

商务签证申请费用 仅限美国驻上海总领馆辖区内（见说明3）

安排一次商务考察 1-2家当地领先的呼叫中心参观交流

说明：
1. 如果您选择“普通套餐”或“贵宾套餐”可以升级成为高级商务单间，但需要支付房费差额；
2. 商务补助费用, 每天最高50美元：
             a. 可以支付以下项目：参访会议期间的出租车或其他地面交通费用和晚餐费用及其小费；
             b. 每天最高50美元为限
             c. 由ICMI随行代表现场支付
3. 赴美商务签证申请费用（请注意：无论签证是否被美领馆签发, 该笔费用均不予退还）
             a. 仅限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辖区范围，即您生活或工作属于上海、浙江、江苏和安徽行政区域。
             b. 服务范围包括代为支付签证申请费和预约面谈时间、申请材料指导审核、面签注意事项辅导等）
             c. 如果你选择的是白银套餐需额外支付商务签证申请费用人民币2,000元整（包含支付给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签证申请费人民      
                 币904元及预约面试所需的密码预付卡）。
             d. 更多详情请咨询美国驻华使领馆。
4. 套餐报价并不包含其他私人费用（例如洗衣、电话、传真、上网、收费电视节目、游戏、宵夜、酒水、邮寄、机场和酒店行李搬运服 
    务、专业翻译、购物、行程列明以外的用餐、宴请或商务招待及小费等费用）； 
5. 此次ACCE2010 中国参会代表团满10人始成行； 

ACCE2010 中国代表团参团流程： 
1. 请完整填写 “ACCE New Orleans 2010参团回执”，以传真或电邮的方式返回代表团组织方，截止日期为2010年4月30日；
2. 将参团费用（包括ACCE参会证费用）全额汇入组织方的指定银行账户，截止日期为2010年4月30日。对于汇款迟于2010年4月30 
    日的成员，由于机票预定时间延后导致价格可能上涨，需补交可能发生的额外费用。
3. 确认付款后的15个工作日内，组织方会将ACCE主办方ICMI正式签发的邀请函快递给参团成员。邀请函将更有利于成功获得赴美签证； 
4. 参团成员应提前办理好护照，在收到邀请函后及时去美国驻各地总领事馆预约办理商务签证（B1/B2）。
5. 参团成员需将签证结果于2010年5月31日之前告知组织方。如被领馆拒签，组织方将退还80％的参团费用，扣除20%作为处理机票  
    退票和取消酒店订房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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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Contact Center Conference & Expo (ACCE) 2010 中国代表团由ACCE 
主办方国际客户管理学院（中国）组织，成员主要来自政府和相关机构、国内大型企
业的呼叫中心高级管理和运营等专业人士。



欢迎垂询我们的客户服务代表：

张琢曦        电话：010-87951980 转 6602      电邮：aileen.zhang@ubm.com
龚   泓        电话：021-62787488 转 8901       电邮：gong.hong@ubm.com
王小娟        电话：021-62787488 转 8905      电邮：jodi.wang@ubm.com
王亦兵        电话：010-87951980 转 6601      电邮：l isa.wang@ubm.com

或传真至 021-62192209 或 010-87951990

友情提示：鉴于美国驻各地总领事馆的签证预约面谈平均需要提前33天，请尽量在2010年4月30日前确认并
支付相关费用；建议在组织方确认付款后参团成员即可预约签证，以确保留有足够的签证申请时间。

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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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瑞 特 系 统 公 司 即 将 在 M o t o r o l a 
Dimetra-IP TETRA无线电平台上推出
公共安全呼叫录音解决方案

公司进一步加强与Motorola的合作关
系，威瑞特提供支持TETRA标准的先
进IP集群数字无线电系统

威瑞特提供的呼叫录音解决方案为当
前的公共安全机构带来了更多可选方
案

2009年11月10日纽约梅尔维尔Verint系统公司今日宣布，公司即

将扩展其公共安全呼叫录音平台，将Motorola的Dimetra™IP TETRA

（陆地集群无线电）网络系统纳入其支持范围。该网络系统是 

Motorola通信解决方案系列的其中一个产品，提供对任务极为关键

的优势，旨在通过使用TETRA标准的先进集群数字无线电系统。

在其于四月份加强与Motorola之间的合作关系之时，威瑞特就加

入了“TETRA应用程序合作伙伴计划”(TETRA Application Partner 

Program)，并就Motorola Dimetra系统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签订了

许可协议，这将使得威瑞特能够为Motorola Dimetra IP集群无线电

系统提供录音解决方案。 

身为Motorola TETRA应用程序合作伙伴中的一员，威瑞特会将其旗

舰型Audiolog公共安全录音软件（Impact 360为威瑞特公共安全解

决方案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与Motorola可扩展的Dimetra IP TETRA

网络系统进行集成。  

借助于Impact 360 for Public Safety Powered by Audiolog，Verint 

Audiolog可以满足全球各地客户的TETRA录音需求。这给用户（位

于控制室和突发事件调度中心的人员）带来的好处在于：用户能够

获得与广泛使用的TETRA标准紧密结合的可扩展、对任务极为关键

的高级录音能力。Verint Audiolog使呼叫管理者、调度员和主管能

够轻易查看录制的语音、控制台的屏幕以及相关的数据，从而快速

而有效地作出响应。 

“扩大与Motorola的合作将增强威瑞特在公共安全市场中的持续发

展势头，”威瑞特系统公司全球渠道和合作伙伴部门高级副总裁 

John Bourne说道，“在通过Motorola的‘TETRA应用程序合作伙伴

计划’与其进行合作的过程中，我们很高兴能够携手提供更多的可

选方案，以支持当前的突发事件服务和公共安全组织所面临的任务

关键型需求。”

关于由Audiolog提供支持的公共安全
Impact 360

威瑞特由Audiolog提供支持的公共安全Impact 360使公共安全组织

（包括警察机关、9-1-1、000、112以及交通公司）能够捕获数字

和模拟电话、集群和传统无线电系统、电话线和VoIP电话等各种形

式的呼叫和相关数据。该解决方案汇集了一组独特的功能，这些功

能联合起来可在实现高品质和准确的呼叫处理与调度、减少赔偿责

任、事故数据的直接性和基于事故的高效录音检索与分析、公民调

查以及员工培训等方面提供协助。借助于威瑞特解决方案，公共安

全应答点(PSAP)可更好地实现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减少赔偿责

任、为调查提供支持以及提高质量和员工保留率，这可帮助应答点

以有限的资源更好、更快地完成更多任务。有关详细信息，敬请访

问www.verint.com/publicsafety。

关于由Audiolog提供支持的公共安全
Impact 360

威瑞特由Audiolog提供支持的公共安全Impact 360使公共安全组织

（包括警察机关、9-1-1、000、112以及交通公司）能够捕获数字和

模拟电话、集群和传统无线电系统、电话线和VoIP电话等各种形式的

呼叫和相关数据。该解决方案汇集了一组独特的功能，这些功能联

合起来可在实现高品质和准确的呼叫处理与调度、减少赔偿责任、

事故数据的直接性和基于事故的高效录音检索与分析、公民调查以

及员工培训等方面提供协助。借助于威瑞特解决方案，公共安全应

答点(PSAP)可更好地实现记录的准确性和完整性、减少赔偿责任、

为调查提供支持以及提高质量和员工保留率，这可帮助应答点以有

限的资源更好、更快地完成更多任务。有关详细信息，敬请访问

www.verint.com/publicsafety。

关于威瑞特系统公司

Verint系统公司(VRNT.PK)总部位于纽约梅尔维尔，是一家顶尖的 

Actionable Intelligence解决方案提供商，旨在协助优化企业，提高全

球安全系数。在今天，全球150多个国家的10,000多家企业均借助于

威瑞特解决方案来提升效率，创立竞争优势，并强化人员、设施和

基础架构的安全。敬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verin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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