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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家鼓励万众创新创业，经济结构转型第三产业市

场主体涌现，中小微企业数量急剧增加。

3月 1日，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与企查查大数

据研究院联合发布的《2021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显示，

截至2021年2月，目前我国共有在业 /存续的市场主体1 . 4 4
亿家。其中，企业4 4 5 7 . 2万家，个体工商户9 6 0 4 . 6万家，

新增注册市场主体2 7 3 5 . 4万家，同比增长1 2 . 8 %。

企业的增加催生了企业服务行业兴起。其中，连接企业与

政府的工商代办企业服务成为了中小企业的刚需服务。

目前，工商注册代办市场规模接近2 0 0亿。

行业背景



服务

项目

代理

记账

营业

执照

资质

许可

专利

申请

社保

托管

财税

代办

高企

认证

商标

注册

. . .

主营业务



透明的价格体系服务保障

一站式服务

01

02

03

04
效率与安全

u 具有清晰的事务办理流程。 u 未来广告形式将在视频动态化、智能营销全

流程化、AI赋能审美和交互多样化方面持续

创新

u 涵盖财、税、法、人资、证照等多方位企业

服务项目。

u 线上化业务能让被服务的企业最大化地实现

“足不出户，业务照办”，可在线上实时查

询办理进度。

发展趋势

工商代理服务行业由于行业门槛低，入行者众多，导致市场竞争激烈，只能通过高成本和低报价的恶性竞争进行揽

客。当报价不足以覆盖成本时，部分不良从业者会利用被服务企业骑虎难下的心理，在服务中后期设置层层隐形收

费，最终导致行业口碑下降，客户信任度低。

企业的痛点，就是市场的商机。未来企服行业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四点：



运营痛点



行业性质影响，需要获得客户较高信任度。

获客方式主要通过电话找客和熟人转介绍。

若无线上品牌营销，客户难以获取机构信

息，即使通过电话找到潜客，客户也持怀

疑态度。

获客难

同行竞争激烈。

在客户了解相应的机构品牌信息后，需要

进一步对客户疑问作出解答。如无客户跟

进管理，存在潜客流失。

促活难

服务需要具有专业性、透明度、流程化，

才能获取客户信任，最终成交。

转化难

由于商标、资质、产权等不易过时，若无相

应的售后服务及客情关怀，客户留存困难。

留存难

运营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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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运营全景图



客户服务

03

• 在公众号、小程序设置服务咨询窗

口并可通过智能名片推送进行咨询。

为客户提供专业贴心的咨询服务，

提高客户的信任度和好感度。

• 根据客户情况个性化推送所需的准

备材料的图文海报，避免枯燥乏味，

提升客户的配合度。

内容运营

02

• 搭建公众号内容矩阵，进行内容运

营。推送政策内容、产权科普、工

商须知等高专业、高质量内容，形

成品牌专业形象的2次植入。

品牌展示

01

• 搭建PC官网+手机端官网+小程序

官网，多渠道曝光机构品牌办证资

质，增强机构专业形象。

• 客户通过百度优化/附近小程序/关

键词搜素等方式进入机构官网。

• 在官网设置咨询窗口及二维码，引

流客户至微信端进行咨询服务。

运营场景解决方案——获客+促活



成交转化（线上全流程办理）

线上预约：客户可在小程序端自助下单付定金，进行服务预约。机构根

据客户实际情况指定服务计划，进行订单匹配。过程公开透明，提升客户

体验感。

线上查询：在小程序和公众号内设置自助查询窗口，客户可自助查询办

理进度。减少机构人工时间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线上交付：证件办理完毕，通过公众号自助推送消息，告知客户可在政

务官网进行查询，确认无误后，在小程序结清尾款。机构可在后台查看客

户数据和财务数据，方便管理记录。

运营场景解决方案——转化

培训资料源文件 仅供学习参考，请勿商用 ；如需商用，请下载资料后自行修改资料内容及字体



• 针对已服务客户，进行会员

数据统计、购买情况登记等。

客户标签化管理，在证件到

期之前及时提醒客户换证。

• 节日节点给客户发送祝福图

文海报，反复触达客户，做

好客情关怀，为下一次转化

做铺垫。

• 针对高忠诚度客户，可

合作共赢，发展其作为

推广员，以老带新，形

成社交分享口碑传播，

新老会员均可获得奖励。客户留存

高忠诚度
客户

普通
客户

VIP客
户

运营场景解决方案——留存



运用场景
l 获客

l 促活

l 成交

l 留存

l 口碑传播



案例背景 A代理服务机构无线上品牌曝光渠道，仅靠企业电话找客和熟人转介绍的方式获客。经常出现电话打

不通、信息无法传递、转介绍客户压价等问题。不仅浪费人力物力，并且获客成本高昂。

运营思路

PC官网 小程序 公众号
企业网站 轻应用小程序 公众号助手

通过线上多渠道进行品牌营销，客户搜索相关信息时，可直接进入私域矩阵，有效留存目标客户。

运用场景——获客（线上品牌曝光不足，客户搜素不到信息，导致流失）



运营流程

A机构使用展示型网站，搭建企业品牌官
网。通过百度SEO提高竞价排名，客户
在百度搜索关键词时，可直接进入A机
构官网。由此，获取百度公域的高性价
比优质流量。

P C 官网 最后，A机构使用轻应用小程序，搭建了
官方小程序，展示企业品牌、服务类别、
价格、成功代办案例等。客户通过附近
小程序、小程序关键词搜索进入A机构小
程序，可直接在小程序里进行咨询，并
下单。还可引导客户留下联系方式，以
便进行后续跟进转化。

小程序

A机构使用公众号助手搭建企业公众号，
在公众号里进行相关办证政策的内容运
营和企业品牌介绍。内容专业度高，客
户在微信端搜索相应内容时，进入A机构
公众号，获得客户好感度和信任度。

公众号

运用场景——获客（线上品牌曝光不足，客户搜素不到信息，导致流失）



运用场景——获客（线上品牌曝光不足，客户搜素不到信息，导致流失）

参考话术

客户

是的。

销售小A

可以的，先生。
请问您这边搭建网站是否为了展示您企业的品牌信息、服务项
目和过往优秀案例呢？

客户

您好，我想搭个网站，有哪些产品可以实现吗？

销售小A

针对工商服务代理行业和您想要的效果，我这边有一份行业解决方案给到您，也许能帮您解决现在的问题。我
用3分钟给您讲解一下，您了解后，有疑问的地方，我们再共同探讨，好吗？

首先，您可以使用展示型网站可以搭建您的企业官网，展示品牌形象、服务项目、优秀案例等，在官网设置公
众号和小程序的二维码，引导客户进入您的私域流量池。同时，这个网站我们可以为您做百度SEO提高搜索排
名，让更多客户主动找上门。

其次，也需要您做好私域承接，建立自己的官方公众号，在公众号推送成功案例、政策等。公众号助手可以自
动帮您向48小时内的活跃用户推送消息，并收集统计他们的信息，可以很好地留存客户，激活潜客。

最后，引导客户在小程序内下单。轻应用小程序不仅可以引导客户直接下单，统计财务数据，提醒跟进服务，
还能帮您搭建咨询窗口，及时回复客户问题，提升客户好感。并且您在小程序后台还可看到客户的使用轨迹，
方便您挖掘潜客。



案例背景 B代理服务机构通常在找到客户后，没有对客户进行及时的需求询问，也没有相应文件内容反复触达

客户，导致客户犹豫观望流失。

运营思路

1 2客户管理

销售系统

内容运营
公众号助手

运用场景——促活（获取客户信任度和好感度，促成成交转化）



B机构使用公众号助手，对48小时内关注公众号的

粉丝进行政策文章/办证须知等文章智能化推送，

反复触达客户。展示机构品牌的专业度，再次获取

客户信任。并且机构可在公众号助手后台掌握粉丝

来源，可有的放矢的在平台投放广告，节省获客成

本。

二、内容运营

B机构通过销售系统给意向客户发送电子名片，方便

客户保存查询。通过客户通给客户发送机构介绍、

政策文章，挖掘客户办证意向，并在客户通后台对

客户进行标签化管理。

一、客户标签化管理

运用场景——促活（获取客户信任度和好感度，促成成交转化）



参考话术

销售小B

那我这边具体给您讲解一下怎么去化解这类客户。

客户

好呀，我看看。

王先生，您好，最近生意还好吗？针对工商服务企业，这边新推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发给您看看，看能否帮助到您。

运用场景——促活（获取客户信任度和好感度，促成成交转化）

销售小B

（15min后）我们确实存在有潜在客户，但是始终没有成交的情况

潜客始终没有转化下单，可能有2个原因，一是客户还在观望我们能提供哪些代办服务符合他的需求；二是，我们长时间没
有跟进他的情况，客户忘记了我们的存在。针对这2个问题，我们这边的方案是：

首先，可以通过销售系统给潜客发送电子名片，便于他保存或者分享给其他人。接着再发送相关的办证政策文章和机构办
证服务的文章给他，并且询问客户的具体需求是什么。销售系统后台可以自动帮您记录客户线索，管理客户信息，挖掘客
户需求，让服务与客户需求相匹配。

其次，我们要对我们公众号进行内容运营，展示我们的专业办证水平和公开透明的办证流程。公众号助手可以对48小时内
关注公众号的粉丝进行政策文章/办证须知等文章智能化推送，反复触达客户，并且可在公众号助手后台掌握粉丝来源，可
有的放矢地在平台投放广告，节省获客成本。

您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吗？

（2min后）刚好我们最近正在推解决方案组合套餐的优惠活动，您也可以一起了解一下。



线上预约成交 自助查询系统

• 轻应用小程序 • 公众号助手

案例背景 C代理机构在成交客户时，由于没有线上系统，前期需要上门为客户签订合同、收钱，后期需要不断

为客户查询办理进度等，效率低下，人工成本也高。

运营思路

运用场景——成交（一站式线上服务，自助办理进度查询，省时省心省力）



• 客户在轻应用小程序内自助选择需要办理的业务，
进行服务预约。

• 缴费预约成功后，会自动提示需要提交的资料。

• 在后台可根据客户选择的业务，进行服务计划。

线上预约服务，免跑腿

• 当业务在进行中，客户想查办理进度时，只需在公众
号助手个人中心输入手机号和验证码，即可实时查询
证件办理进程。

• 不仅避免了业务员在众多数据中查询的麻烦，还提升
了客户的信任度。

自助查询办证进度，公开透明

运用场景——成交（一站式线上服务，自助办理进度查询，省时省心省力）



参考话术

销售小C

客户

还行吧，客户可以自己在官网上看我们的信息，减少了很多人工介绍的步骤
销售小C

李姐，早上好呀~之前搭建的网站用的怎么样？

客户

运用场景——成交（一站式线上服务，自助办理进度查询，省时省心省力）

有帮助到您真好，感谢您的支持。
李姐，我们最近专门针对工商代理这个行业，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我发您看看，也许能再为你解决一些问题。

像咱们公司如果想再减轻一些人工服务，使用系统代替的话，那就可腾出更多的时间对接新客户去谈单了。

哪些产品能做到这方面的支持吗？我看看呢，还挺需要的。

销售小C

好的，根据您的情况，我比较推荐的是轻应用小程序+公众号助手。

现在大家都想省事，在线上一站式办理业务，不用跑腿，这肯定也是客户找我们办证的原因。如果使用轻应用小程序不仅能让客户
直接在小程序内直接下单、预约服务、提交资料，还能方便您更好地去管理客户，进行服务计划和管理财务，双方都更省心省时。

如果再接入公众号助手，在办证期间，不仅可以向客户推送相关政策文章，体现我们的专业性，更重要的是，客户可以直接在公众
号内查询办理进程，透明公开，获得客户信任好感，并且您也省下了很多查询服务的时间。



案例背景 由于营业执照、高企证书、资质许可等证件时效长，客户购买服务频次低。D代理机构，需要留存老

客户，购买其他企业服务产品。

运营思路

销售系统

营销活动

客户管理

客情关怀

云设计

运用场景——留存（证件时效长，需要不断的客情关怀触达客户，拓宽业务）



1

客 户 标 签 化 管 理 ， 客 户 情 况

一 目 了 然

D机构使用销售系统，按照客户购买情况、

来源渠道、行业等对客户进行分类管理。并

且通过销售系统发送行业咨询给客户，挖掘

客户其他服务需求点，清晰掌握客户情况，

便于跟进沟通。 2

客情关怀，反复触达客户

D机构在节假日期间使用云设计快速制作精

美节日祝福海报发送给客户。并且通过营销

活动做品牌营销活动，反复触达客户，引起

客户回忆，为下一次转化做铺垫。

运用场景——留存（证件时效长，需要不断的客情关怀触达客户，拓宽业务）



参考话术

销售小D

那我这边给您讲解一下怎么维系老客户。

客户

嗯，是的，维护老客户确实时间长，且不好管理客户信息我看看。  

周先生，您好。我这边了解到，我们工商代办因为证件的时效性比较强，客户复购的时间周期较长。在这么长的时间段
里，很难一直去维护客户，有一些老客户存在流失的情况，但获得新客的成本远远大于了老客户转介绍。我们最近针对
工商行业的这些情况出了一份行业解决方案，可能会帮助到您，我发给您看看。

销售小D

管理老客户可以使用我们的销售系统。它不仅可以帮您分门别类地整理客户来源渠道、购买情况、需求等客户数据，还可
以帮您按照客户行业、重要等级划分管理，方便您有的放矢的维系跟进客户，不用再为弄错、忘记客户信息而苦恼。

在节日节点呢，您可以使用我们的云设计和营销活动2个产品进行触达客户。只要会打字就能使用云设计和营销活动设计精
美的祝福图文海报和高大上的互动营销小游戏，不仅为您节省了请设计的钱，给予了客户关怀，同时做了品牌营销，一举
三得。

这个您可以上企业中心体验感受一下，好用您再买。我们现在也在做套餐活动，比平时优惠了很多。

运用场景——留存（证件时效长，需要不断的客情关怀触达客户，拓宽业务）

客户

好的，谢谢哈，对我挺有帮助的。



案例背景 E代理机构以办证效率高，专业服务佳获取了一批忠实的老客户，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推广策略，和对

老客户推广的分享奖励，导致熟人转介绍的客户数量低于预期值。

运营思路

客户

管理

销 售 系 统

口碑

传播

轻 应 用 小 程 序

营 销 活 动

运用场景——口碑传播（服务客户满意，但却没有相应的传播分享渠道）



E代理机构使用销售系统管理高忠诚度的VIP客户，发

送热点新闻维系客户关系，还发送电子名片给客户，

方便客户在微信社交中传播使用。

E代理机构通过轻应用小程序，让老客户成为推广员，

设置推广奖励，让老客户可拿推广分成，促进老客户

的传播力度。使用营销活动做分享赢奖励游戏，让社

交传播更聚趣味性，回馈老客户获得新客户，一举两

得。

运用场景——口碑传播（服务客户满意，但却没有相应的传播分享渠道）



参考话术

销售小E

客户

什么意思呀？我们很多客户都是老客户转介绍过来的
销售小E

刘总，您好呀。我们出了一个专门针对工商代办行业的解决方案.您这边有没有想让老客户帮您转介绍的这种需求呢?

客户

是的，其实我们都知道老客户转介绍很重要，新客的获客成本太高了。

但是老客户转介绍，其一肯定是他觉得我们的服务好、办证效率高。其二，离不开我们对他的维系，节假日送礼品什么的。

但是节假日送礼，一是大家都送，还要想办法让自己的礼物出彩，二是客户收到很多礼，对我们的记忆度也不高。那如果
我们平时就给他一些激励政策，让他一直觉得有利可图，也对我们有记忆，那转介绍的几率是不是会更大一些？

平时哪有这么多时间去维系呀，而且什么激励政策能让他转介绍？
我还要花更多的钱吗？

销售小E

您担心的问题，我也许都能帮您解决。

在这个解决方案里，我们推出了销售系统，系统可以帮您管理老客户的信息资源，还有个电子名片的功能，能让老客户在微信保存
您的电子名片，他在转介绍的时候可以直接转发给他的朋友，您也可捕捉到名片的发送信息，跟进联系。

其次是，使用轻应用小程序，让老会员成为推广员，设置分成比例，激励老会员进行口碑传播分享，既能维系与老客户的关系，又
可获得新客户。同时，我们的轻应用小程序可内嵌营销活动，您可以直接发起集call点赞活动，实现老客户的资源最大化。

运用场景——口碑传播（服务客户满意，但却没有相应的传播分享渠道）



关于企业
l 公司介绍

l 产品矩阵

l 客户选择

l 过往荣誉



                       关于聚点科技

吉林省聚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聚点科技”）成立于2016年，长期致力于客户管

理软件营销、实施、服务及开发于一体的信息化服务，专业为客户提供360度全方位客户关系管

理解决方案。

聚点科技以“专注成长型企业信息化服务，以信息化为企业创造价值”为己任，以B/S核

心技术为依托，帮助企业建立信息化的客户关系管理机制，帮助企业管理者合理管理网络资源，

旨在增加客户粘滞度和忠诚度，杜绝客户流失，藉此为客户创造长期的价值和潜在的增长，降

低企业成本，增强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



谢谢观看

THANKS FOR WATCH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