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津塘沽简介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天津市塘沽分公司（简称“塘沽联通”）成立于2008年10月24日，是中国联通在天津市塘沽地区的分支机

构，负责经营天津市塘沽区域内的电信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承担塘沽区域内的电信通信建设和市场发展工作。

塘沽位于天津市东部，是天津滨海新区的中心区。总面积859平方公里。东濒渤海，拥有92.16公里长海岸线。地处中国北方黄金海岸

的中部,毗邻首都北京，是华北、西北广大地区的出海口。服务区域人口194.4万，小区数量770个，住宅户数46.1万户。

塘沽区产业经济蓬勃发展，3个国家级功能区坐落塘沽（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滨海高新区），中国北方最大的综

合性贸易港口-天津港,年吞吐量达2.5亿吨,与180多个国家、地区的400多个港口有贸易往来。国内最大海洋石油基地-渤海油田，产量为

全国第三大油田。还有制盐、造船、化工等业态分布。

塘沽位置

 产业经济

-有沿海都市型渔业，有制盐、化工、造船、石油等工业门类，有电子工程、

生物工程等高科技产业，还有生物医药、高新区网络信息安全产品和服务

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旅游观光

-航母主题公园（国家5A级旅游景区）；沿海蓝色旅游走廊（国家海洋博物

馆、北塘古镇、东疆湾沙滩等）；海河都市观光带（大沽口炮台、大沽船

坞、潮音寺）；海昌极地海洋世界、天津欢乐谷。



获得荣誉

 塘沽联通始终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

务，坚持“一切为了客户”的经营管理理

念，致力以客户服务感知为中心，树立全

员服务理念，打造优质网络，贴心服务，

深入推进企业建设，取得良好成绩，并获

得多方好评。

 先后获得荣誉：

2019年获得天津市共青团“青年文明

号”称号

2019年获得中国通信企业“用户满意

企业”称号

2018年获得滨海新区国资委“先进基

层党组织”称号

2017年获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中央企业五四红旗团委”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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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保障（1/3）

移动网络持续优化 固网光纤全覆盖

 提高网络效能

规建维优服一体化，打造匠心网络。目前有

物理基站**座，室分站点**个，服务辖区**万

手机用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建设与优化持

续进行中。

 5G建设领先

完成了***个5G基站的开通优化，以及各自建

营业厅、专网局等18个5G室分站点的开通优

化，规模及质量均为全市第一，开发区精品示

范区网络指标和下载速率全集团领先.

 三方面建设

互联网出口、核心交换网、接入网能力

 建设目标

宽带网络高带宽、高速率、高品质

塘沽联通已建成宽带网总出口带宽为**G，FTTH

覆盖用户***万，建成光缆全长****皮长公里，实

现塘沽联通辖区光纤网络全覆盖。

单



资源保障（2/3）

渠道服务能力持续加强

塘沽联通下设10个自建营业厅，86

家合作厅，215个社会渠道代理点，

为全区客户提供不间断、广覆盖的网

点服务。不断优化一线自有人员队伍

建设，将能力素质强、技术水平高的

员工向市场一线倾斜，全面保障了塘

沽联通运营管理水平。

一线人员队伍

营
业
人
员

智
慧
家
庭
工
程
师

渠
道
经
理

政
企
客
户
经
理

新
零
售
经
理

网
络
技
术
人
员

73人 7人 45人 85人 61人 117人



对公众/政企/服务多个场景

的销售、交付、售后服务实

现赋能与注智。在装机交付

环节已实现用户需求100%

受理，一次资源核配成功率

98.36%，数据施工成功率

98.51%，最快可1小时开通

工毕

数据与信息技术得到应用

前期在品牌推广方

面，由于没有很系

统的了解门店周边

社区市场环境，及

网络推广方面缺乏

统筹计划，在品牌

推广方面未有成效

2019年工作中，在

年初做好全年的品

牌推广计划，依照

计划进度进行品牌

规划推广，结合网

络对品牌进行全面

推广

完善顾客关系管理系统

系统实现服务全过程可控

可调度，服务指标实时监

测预警的服务管理模式。

已提供分问题、分区域、

分专业聚焦问题、客户舆

情动态监测、问题异动实

时预警等

丰富知识管理手段

有随时更新的业务在线

知识库、联通学院，有

各种手机APP应用如沃

学堂、随身学等，随时

可以搜一搜，提升服务

客户的能力

资源保障（3/3）

信息运营能力不断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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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障—正三角服务监督（1/3）

 以问题为导向，通过治本解决和挂牌督办两级管理，建立自上而下驱动治本解决机制

从大督查、NPS、投申诉、一线预

警等多指标聚焦，按时序对比、横

向排名、同/环比等多角度定位专业

和区域，切细问题定位颗粒度，对

影响感知和引发投诉的服务短板聚

焦到“点”，全专业全区域滚动驱

动定点短板整治，精准消除服务痛

点，积小改善大为提升。

 正三角服务监督



质量保障—倒三角服务支撑（2/3）

 收集内部声音，优化解决流程，加强处理过程管控，提高问题解决率，实现“一线吹哨、部门报到”

急事儿：在线解答 难事儿：倒三角工单

一线生产遇到急事儿，在线解答

•微信群提问、专业部门10分钟答复，超时指派

•成员包括小CEO、专业部门、综合服务支撑岗

超时/未解决升级提醒

•超时工单，短信提醒处理单位副总经理

•未解决工单，短信提醒处理单位总经理

 倒三角服务支撑



质量保障—生产流程迭代优化（3/3）

 通过服务周报对服务动态、服务热点、重点投诉等情况每周进行分析通报，推动热点
问题解决

① 纠问题：聚焦投申诉工单，发现服务问

题及时纠出。

② 重驱动：针对客户投诉坚持问题驱动、

工单驱动，确保个例问题合理解决、共

性问题驱动改善。

③ 健考核：健全考核机制，责任到人，真

正做到投诉工单有人盯，反馈问题有响

应，疑难故障有预案。

④ 享案例：分类梳理典型案例，共享案例



 关注客户感知提升，不满意原因分析，开展互动式服务产品适配及多模式客户体验

① 建数据库：客户不满意原因细节属性分析挖掘、

记录、汇总。

② 对症下药：定位问题点、预约客户。

③ 匹配产品：大数据匹配不同产品与服务，触达客

户，主动修复。

④ 过程管控：每季度抽样外化调研，检验修复效果。

质量保障—生产流程迭代优化（3/3）

致力于网络、产品、业务、活动、流程、服务提升，

开展多模式客户体验

外部客户体验

 重点针对上线后侧重客户使用侧各类感知体验

 招募客户体验员、制定外部体验员管理办法及评价机制

焦点小组座谈

 定位短板问题，开展“沃吐槽”倾听客户心声活动

 收集意见建议形成工作任务单，落实改善

内部员工体验

 重点针对上线前和上线初期的体验及流程穿越

 制定内部体验员管理办法、建立评价及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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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提升—概述

客户分类

公众客户 大客户 商务客户

塘沽联通现有的客户包括公众客户、大客

户及商务客户。公众客户主要包括个人客户及

家庭客户；大客户主要是辖区内教育、医疗、

金融、企事业单位、政府机构等；而商务客户

主要以小规模企业及沿街商铺为主。

塘沽联通注重目标客户群和消费行为的变

化，结合各类用户的特点及需求，通过几十种

通信产品适配，实现企业精准投放服务资源，

客户尊享差异化优质服务共赢模式。

固话：**万户
宽带：**万户
IPTV：**万户
移网：**万户

A类：**户
B类： **户
C类： **户
D类： **户

共计***户，其中
聚类市场**个



感知提升—自建营业厅

营业厅的布置：内部环境整体改

造，统一设置、统一装修，统一布

局，丰富厅内种类，增加现场体

验，实现千店一面。（ 2019年辖区

内增加到10个营业厅）

营业厅晨会制度：互查仪容仪表、

重点工作布置、服务案例分析、心

得体会分享等，明确服务规范及问

题改进措施，强化监督、正向激励

营业员队伍建设：服务礼仪、心理健康培训，提升服务意识。业务

技能培训与技能竞赛开展，提高服务水平。 2019年业务办理客户满意

率年末比年初提升3.8分（年末到达95.6分）

营业厅两长攻坚：设置快捷专区、自助设施分流、复杂业务甩单、

厅经理巡视，缩短等候时长。设置专职导购、启动留单流程等措

施，降低办理时长。

 营业厅整体环境提升，营业员全面素质提高



感知提升—合作渠道

2019年塘沽联通辖区内共有合作厅86家，代理点215家，有效

缩短了营业厅服务半径，方便了用户的业务办理、提升了客户服务

感知。同时规范合作厅的服务标准、明确服务规范。

店面布置

物品摆放

规范执行

人员培训
考核办法

有效指导

有效监督

减少业务差错

和服务问题，19

年投诉量同比压

降48%。

让客户在不同

渠道享受同样优

质服务。

 重要服务补充渠道，服务水平不放松

＋ */



感知提升—智家装维

 用户末梢服务单元，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标准

服务承诺

装机快：预约小时通
慢必赔：超时限装机、修障服务按单赔付

过程管控

小区承包到人，责任区制管理
包区障碍率、装/修及时率、回访满意率过程监控
一帮一，先进带后进，保证队伍整体素质提升

经验交流

多频次开展技能培训及实操技能竞赛活动
多角度进行优秀员工经验复制传播

结组互助

建立“智慧家庭工程师+新零售经理+营业员”的末梢
微组织，打破人员分工界限，补短板提效率



感知提升—新零售拓展

 新零售经理服务能力、服务水平全面提升

新零售经理队伍建设：

服务能力提升：

 业务知识、互联网化APP使用、入户礼仪培训

 入户承接竞赛组织

人员组织保证：

 8个分局，60多名服务人员

社区服务站建设：

 扫码下单，周边便利店、物业等300余个实体点位布置

“联通便民服务站”宣传展板

 高效服务，线上承接，宽带办理当日通。每月宽带引流

200户以上

疫情防护工作保证：

 互联网化APP，非接触受理，解决客户困扰

 大数据赋能，隔空推介，解决客户需求



感知提升—政企渠道

分公司配备一支45余人的政企客户服务队伍专门为政企客户进行服务，服务内容包括客户通信需求咨询、通信服

务提供、信息化（IT）服务、代维(ITO)服务、云服务、物联网服务、大数据服务等。

分公司从多方面提升客户服务感知：

 政企客户专人服务，提升服务质量与服务感知

对内练功

提素养：教礼仪、训业务

优服务：
•缩减业务流程工位；

•缩减业务开通时限（FTTH三日内开

通，宽带专线7日内开通）；

•业务受理互联网化

强考核：政企服务纳入绩效

考核

对外练兵

勤沟通：分级对位沟通机制

重推广：行业解决方案宣

传；产品推介会；行业推介会

提感知：

•重要客户金牌服务；

•报障热线服务；

•重大公众活动通信保障服

务



 多渠道收集用户意见，通过数据分析，聚焦问题，加强部门间沟通，制定有效措施，提升客户感知。

感知提升—搜集改进

问题搜集

① 满意度： NPS、触点感知
② 投申诉：本地、越级投诉
③ 互联网舆情：微博、微信、

网站、纸媒等
④ 服务触点：营业厅、装维现

场
⑤ 客户吐槽：现场吐槽、媒体

抱怨

分析改善

整理汇总
数据分析
问题聚焦
沟通交流
整改措施

正三角
服务监督

倒三角
服务支撑

效果验证

营业厅：晨会、宣传陈设、引导、分流、服务过程等 装维服务：人员形象、物品携带、文明用语、服务动作、业务使用

系统支撑

 管理人员深入一线体验不少于3次/月，发现影响感知的问题，并搜集好的生产经验进行交流复制。

投诉量：

11073

10025

2018年 2019年

9%

2018年 2019年

18.8

27.7

47%

移网NPS：



感知提升—互联网技术与智慧同行（1/2）

互联网与数字化技术赋能，实现用户快捷的、足不出户解决所有宽带需求的愉快体验

1

客户扫码申请

二维码生成：“沃津

拓”APP生成，客户完成

意向业务下单；

业务受理：“沃行

销”APP可实现员工入户

实名制业务受理。

省时：业务受理最短用时5

分钟

工单自动流转 障碍及时修复

障碍单生成：客户报

10010后，流转到“沃装

维”APP中；

系统推进：系统提示工单

到达，及时预约

高效：接单15分钟联系率

达到96%，半天内修复率

100%

问题当天解决

“掌上客服”手机APP，实

现“随时随地”客户诉求实

时在线解决

及时：2019年投诉处理超

时为0件

生成工单：资源自动匹

配，流转到包区工程师

“沃装维”APP系统上；

了解进度：发送客户短信

（姓名、联系方式、星级

评价）

快捷：最快工单全流程仅

耗时约15分钟

2 3 4



感知提升—互联网技术与智慧同行(2/2)

服务过程全链条数字化改造，过程可视化，高效管控，有效提升客户服务感知

01 过程管控

02 评价改善

过程指标：

障碍率、装机/修障及时

率、装机修障时长、满意

度

管控手段：

“五位一体”监控平台

•“颜色变换”

•自动催办

•人工干预

评价方式：

•集团实时测评、

•IVR “智能机器人

感知修复：

•不合格任务直接派单智

慧家庭工程师入户整治；

•修复后再次验证

03 效果提升

15.1 

17.1

2018年 2019年

2.6 

3.09

2018年 2019年

宽带NPS：

宽带净增：

13%

19.6%

（用户规模为万户）



 重点保障

 区域重点项目、重大活动的通信服务质量，做

到有预案、有安排、有验证，确保通信保障任

务的完成。

 塘沽联通积极配合政府重大活动和重点项目的

通信保障，在加快网络建设的同时积极协调市

公司应急通信车等应急手段，2019年在滨海

新区政府会议、特奥会活动、泰达MSD马拉

松竞赛、滨海新区区委党校人代会期间，确保

了通信服务的畅通，得到了区委、区政府及客

户的高度认可。

感知提升—通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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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担当（1/2）

抗击疫情，人人有责。塘沽联通，尽显央企担当
网络保障、人员组织、应急处置动作到位新冠疫情

重点做好党政军和疫情防控指挥部门的重要通信保障，对五中心医院、
泰达医院、生态城医科大学医院通信进行重保，制定应急预案。
97名智慧家庭工程师、10名政企响应人员、15名无线网保障人员，8名
用户数据及技术支撑人员，10名通信工程施工人员，8名动力应急保障人
员，4名设备保障人员。共计152人随时待命。

1. 1月26日，为滨海新区卫健委紧急开通55部电
话；

2. 1月28日，协助泰达街道办事处紧急开通13部中
继线；

3. 1月30日，为外地返程人员观察隔离点紧急开通
60部宽带；

4. 1月31日，为塘沽港口医院发热门诊紧急安装6部
视频监控；

5. 2月1日，协助8890疫情防控热线扩增30B+D语
音专线；

6. 2月3日，协助客户宽带专线业务紧急扩容，网络
部门忙至深夜；

7. 2月5日，冒着大雪紧急为公安局开通光纤宽带；
8. 2月7日，协助滨海新区防疫指挥部办公电话紧急

迁移割接；
9. 2月8日，协助新区工信委对指定隔离观察点进行

信号保障；
10. 2月19日，为塘沽港口医院部分病房紧急安装140

余条宽带；
11. 4月1日，为疫情隔离点如家酒店当天完成安装

163部宽带和网络电视。



央企担当（2/2）

塘沽联通，彰显社会责任
紧密配合、深度合作，得到政府与民众一致好评

为居委会送去遮阳伞
同舟共济渡难关

联通技术 远程监护
孤寡老人

2019年新区政府开展以街道为单元开展全区孤寡老人监护

工作，塘沽联通依据联通宽带覆盖广、网速快，服务质量高

的优势与街道多次沟通监护方案，最终利用联通智家摄像头

+宽带技术，为60多户落地实施了具体计划。

塘沽联通用实际行动诠释关爱空巢老人，构建和谐社会，

创建精神文明美好家园的企业担当。



一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