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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标合信（北京）认证有限公司、 

本标准起草人：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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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技术通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工作的术语和定义、评价技术原则、评价技术要求及评价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服务的可持续特性评价或认证。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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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0226-2013 服务业标准体系编写指南 

GB/T 36733-2018 服务质量评价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上述规范性引用文件中给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服务业 service industry 

从事服务活动的行业的总称。 

[GB/T 30226-2013,定义3.1] 

3.2 

服务可持续特性 service sustainability characteristics 

既满足当代人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的需要，又不危及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的情况下的从事服

务活动中行业特性。 

4 评价技术原则 

4.1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应遵循GB/T 27000-2006附录A给出的合格评定的原则； 

4.2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技术应以相应领域所选取的可持续特性为主要关注点，充分考虑相应领域可持

续发展的动态变化，需体现： 

a). 改进性：利用持续改进的方法，结合健全的监测和评估方案，通过了解哪些实践和策略有效及

其原因，并据之改善实践，继而提升标准的有效性； 

b). 严谨性：评价要求须设定在与可持续性目标相应的绩效层面； 

c). 公正性：对于存在潜在利益冲突的众多情景，须识别并缓解利益冲突，透明性、可及性和均衡

的代表性有助于实现公正； 

d). 真实性：评价对象需来自符合可持续性准则的过程，需要求该过程与评价对象之间存在明确的

联系，确保评价对象具有恰当的可追溯性； 

e). 高效性：避免评价对象被进行“重复评价”，简化决策过程，对评价对象测量能够实现关键绩效

指标的进展，需高效运作，确保其活力，使其产生更大得可持续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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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评价技术 

5.1 总则 

5.1.1.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技术应提供选取、确定与复核和证明等功能有关的共性技术，应包含： 

a) 与选取服务可持续特性有关的评价范围界定； 

b) 与确定服务可持续特性有关的评价准则选用、评价模块及指标的选择与应用、评价方案、评价

模式和评价方法等； 

c) 与复核和证明服务可持续特性有关的评价文件使用和标注的方法。 

5.1.2.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内容的建立，应体现： 

a) 与时俱进，勇于创新，充分考虑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动态变化，具有渐进性与阶段性； 

b) 层次鲜明，结构合理，各要素应相互之间既独立，又不重复； 

c) 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区域间的可比性，以及评价对象的类型差异； 

d) 评价指标选取易于量化、数据资料容易获取，指标采集可操作； 

e) 指标选取、评价、监测等每个过程都应保证利益相关方参与。 

5.2 可持续发展目标和可持续特性 

5.2.1 服务可持续特性的确定 

列出评价对象的所有行为及其相关方，围绕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服务业不同领域发展特点，识别

可能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的建设行为、经营行为及其他间接行为，并分析行为过程对可持续发展目

标实现的关键控制点，确定可持续特性。 

5.2.2 服务可持续发展需求分析 

服务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最终需求即消费需求的满足，消费需求是支撑经济可持续增

长的动力，对消费的可持续需求分析是满足服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工业化的快速发展能够促进部

分产业中间需求的增加，继而推动服务业发展，因此，需最终需求与中间需求相结合分析，建立具备服

务业领域特色的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指标体系。 

5.2.3 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确定 

根据服务可持续特性及可持续发展需求分析确定服务可持续发展目标主要包含以下几方面： 

a) 消费者友好 

在服务过程中与消费者发生的所有接触，包括人员、布局、设计、设施等消费者可以感知的服务要

素，保护消费者权益。 

b) 品质品牌提升 

提升服务品质、打造服务品牌，并为品质品牌的维护和价值提升做出有效的措施。 

c) 生态环境保护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教育；严格执行有关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的国家法律法规；采取措施，使环

境效益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  

d) 能源资源节约 

采取有效措施，减少能源与资源的使用，高效采购。 

e) 文化保护传承 

注重文化对服务的推动作用，提升文化影响力，保护和传承中华文化。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E%BE%E6%96%BD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4%9F%E7%9F%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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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评价模块识别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指标是进行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的基础和关键，必须要能反映服务可持续发展

的本质、内涵和社会-经济-环境系统的发展水平、能力及协调状况，依据可持续特性，结合评价对象所

在地区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特征，选取评价因子，识别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评价模块分类如下： 

a)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模块依据影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不同维度，可划分为经济发展、生态环境

保护、社会进步、文化传承等模块。 

b)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模块依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作用关系不同，可划分为可持续战略与管理、

能力保障、行为过程、结果绩效、相关方影响等模块。 

c)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模块依据对可持续发展目标影响程度不同，可划分为基本要求模块、改进

要求模块、级别要求模块、奖励模块等。 

6 评价要求 

6.1 评价范围的界定 

6.1.1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范围应描述服务所属类型及名称、服务可持续影响的边界、服务提供者及相

关方、主要接触过程和关键服务特性，可行时确定服务场所（包括物理场所和非物理场所，如网址）。 

6.1.2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范围在评价活动中，可根据服务组织不同阶段的评价目标，对服务可持续特

性评价指标进行组合和裁剪，并结合其区域特性开展评价。 

6.1.3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范围应由申请者提出，评价机构根据服务认证业务范围分类、特定服务类型、

服务产品、项目和（或）功能做出界定。 

6.2 评价方案 

6.2.1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方案一般包括评价范围、评价内容、方案的制定和管理及方案所有者。 

6.2.2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方案应根据服务类型、服务要求和评价方案的适用条件，识别并确定其目的

和范围。 

6.2.3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内容应基于服务可持续特性。 

6.2.4 服务评价方案应对一个完整的评价周期内评价活动所需的技术方法和技术工具做出安排，如评价

要素、评价结果的接受、评价活动的选取、外包、评价过程、证明、证书和标志的管理、监督、影响评

价的变更、方案的制定和管理及方案所有者的主要类型及要求。 

6.2.5 评价方案所有者可以由认证机构、认证监管部门和（或）贸易组织所组成，应建立管理机制以有

效实施方案，并根据职责安排适时更新与改进评价方案。 

6.3 评价模式 

6.3.1 服务可持续特性的评价模式应针对特定的服务及其服务管理的特征，选择适用于服务不同阶段的

可持续特性的评价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a） 自我评估 

b） 第三方评估； 

c） 阶段评估包括基础指标评估、改进指标评估以及最优状态指标评估； 

d） 评估的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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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服务可持续发展能力确认； 

f） 服务可持续管理及过程审核； 

g） 服务可持续绩效测量或检验； 

h） 同行业水平数据比对； 

i） 服务组织自身发展不同阶段水平数据比对； 

j） 顾客体验； 

k） 顾客及相关方调查； 

6.3.2 评价模式的选择应考虑服务业态、服务接触方式、服务提供和交付过程的可持续特性； 

6.3.3 评价模式的选择与应用应遵循下列方法原理： 

a) 需考虑完整的服务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周期过程，体现基础指标、改进指标及最优状态指标； 

b) 不同阶段指标的选取和确定应覆盖完整的服务可持续特性，服务提供和交付过程； 

c) 宜考虑评价目标、服务类型、可持续特性体现形式及认证活动进行评价模式的选择。 

6.4 评价方法  

根据服务组织不同阶段的评价目标，可体现不同的评价形式，包括指标最小百分比符合性、打分形

式、自评估+第三方评估等，可选择适宜的评价方法， 

6.4.1 对于定量指标的评价，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规定了计算方法的，应采用规定方法；没有规定计

算方法的，应根据同类组织特征和当地可持续发展特征，分析计算方法的适用性，并在相应标准中明确

计算方法；同时应明确需要评价对象提供的原始数据要求； 

6.4.2 对于定性指标的评价，应明确评价方式：如现场观察、人员访谈、文件和记录审核等；对于每

一种评价方式，应明确抽样方式和抽样数量； 

6.4.3 宜明确每个评价指标、评价模块及综合结果的符合性要求；符合性要求可以是唯一值，也可以

是反映不同可持续发展水平的渐进值。评价结果宜与评价周期相关联。 

6.4.4 评价指标权重的确定可采用专家打分法、问卷咨询法、德尔菲法、模糊层次分析法、熵权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多目标线性加权函数法、可持续晴雨表法或不同方法结合使用。 

6.5 评价结果呈现形式 

服务可持续特性评价结果可采用指标渐进、模块渐进、优选项渐进、综合指数渐进方式等形式体现，

如： 

a)指标渐进是对单一评价因子，设置不同的评价指标值，包括基准值与先进值； 

b)模块渐进是对一个指标模块设置不同级别的指数结果，以便考量评价对象在某一层面的可持续发

展水平和潜力； 

c)优选项渐进是选取额外的评价指标或模块，作为基本评价条件之上的附加要求或更高的要求； 

d)综合指数渐进即通过最终评价结果的高低，设置不同级别的指数值，综合衡量评价对象可持续发

展的水平。 

6.6 评价程序 

根据评价对象的特点，明确评价范围和申请评价级别，根据评价指标体系的对应模块，收集需要的

数据，同时要对数据质量进行分析，对照评价方法，对服务可持续特性进行评价。符合相应级别的评价

要求，可判定评价对象通过该级别的可持续评价；同时，应对后续评价的改进要求和规定年限进行明确。 

 



RB/T XXXXX—XXXX 

6 
 

参考文献 

GB/T 33719-2017 标准中融入可持续性的指南 

GB/T 31042-2014 品牌价值 服务评价要求 

GB/T 246020-2009 服务标准制定导则 考虑消费者需求 

GB/T 27400-2020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技术通则 

GB/T 27207-2020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模式 选择与应用导则 

GB/T 27205-2019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方案指南和示例  

RB/T 024-2019 合格评定 服务认证技术应用指南 

DB13/T 2683-2018 服务业企业质量信用等级评价准则 

DB37/T 2659.1-2015 服务业企业诚信评价 第 1 部分：通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