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中国联通将创新打造
终端运营互联网化生态体系，投入
百亿终端补贴、视频、音乐、游戏内
容、商旅服务、会员权益等资源，与
优质手机品牌、渠道合作，在手机
品牌官网等线上渠道联合推出更
符合用户消费需求的 2I 4G 业务
产品，线下与品牌门店、渠道商强
势推出粉丝专属优惠业务产品，力
争为用户带来更丰富的终端品类、
更实惠的产品价格、更好的终端服
务，为产业链带来新的销售增长点。
同时加大终端消费金融补贴力度，
推出“零元购”“零利息” 等金融分
期、免息服务，以及以旧换新、手机
碎屏险、延保险等服务，降低用户换
机门槛，促进产业绿色健康发展。

联通终端众筹 1.0 到众筹 5.0
是产品创新主导， 而今年众筹 6.0
则面向用户需求主导，主要聚焦三
方面的需求：其一是青年群体的品

牌聚集需求。 中国联通用一年多的
时间，在以腾讯王卡为主的王卡品
牌旗下， 目前已聚集了 8000 多万
用户，很快这个数字将要过亿。 其
二是共享触点能力。 中国联通已经
形成了面向亿级青年群体的精准
触达能力，终端厂商也有自己的线
上用户商城，如果二者打通，共同
面向双方用户群， 会产生放大效
应。 其三是联合运营。 比如发挥中
国联通大数据和金融能力的优势，
让用户获得非常好的消费体验，这
些互联网化的合作模式，将为中国
联通和合作伙伴带来更大的市场。

在换机市场方面，为让用户享
受到畅快的移动互联网消费体验，
中国联通在 2018 年投入 80 亿元
的资源，联合各个厂商及政府相关
部门， 对部分 2G 用户群体进行精
准扶贫关爱行动，为用户量身打造
专属爆款终端， 给广大 2G/3G 用

户提供贴心的“升机服务”；同时将
推出“零元购机”、直接降价等专属
政策，满足约 6000 万 2G、3G 用户
的换机需求。另外，2018 年约有 1.1
亿联通 4G 用户有换机需求， 中国
联通将投入双百亿资源，100 亿元
电子券、100 亿元分期，拉动终端销
量， 与合作伙伴一起深耕换机市
场。 同时将继续大力推广六模全网
通终端普及，促进将自主选择权还
给用户，真正实现“一部手机、两个
卡槽、三网通用”的自由切换体验。

此外，中国联通还推出 eSIM联
盟计划， 发布 eSIM终端白皮书，推
动企业标准成为国家行业标准；打
造 eSIM 全智能生态，推动 eSIM 技
术在消费互联网、 产业互联网各领
域的应用。 推出 eSIM扶植计划，推
出硬件扶植、 一号双终端服务费优
惠、预置联通 eSIM的 IoT设备优先
补贴等优惠政策。

混改以来， 中国联
通深度挖掘和聚合战略
投资者的优势资源，发
挥自身基础业务能力优
势，聚焦渠道触点、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零
售体系、视频内容、家庭
互联网、 基础通信等重
点领域，推动强强联合，
深度合作， 打造业务创
新发展的新动力。

在 近 期 召 开 的
2018 年中国联通合作
伙伴大会暨通信信息终
端交易会上， 中国联通与中国人
寿、腾讯、百度、京东、阿里巴巴、苏
宁、光启科学、滴滴、网宿科技、中
车金证、用友、宜通世纪等合作伙
伴共同开启了“智慧联盟”。旨在聚
合产业合作伙伴的各方力量和智
慧，在新零售、家庭互联网、消费互
联网、产业互联网等多个方面展开
全方位、深层次、系统性的全面合
作，共促业态发展，为全民智慧生
活加速。

在新零售方面， 中国联通整
合线上线下资源， 为用户提供高
品质一体化消费新体验。 与合作
伙伴积极开展新零售店面的试点，
在试点的基础上， 在实体渠道大
范围推广。

在家庭互联网、消费互联网方
面， 中国联通采取内容聚合行动，
与合作伙伴共同推出多项服务和
产品，惠及数亿用户，满足广大用
户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打造了两个
能力平台，一个是消费互联网的创

新平台，另一个是 TV 视频应用的
内容聚合平台。 依托这两个平台，
要打造节约化、专业化、开放化的
运营服务体系。 在这个运营服务体
系下，不仅可以与大中型的内容提
供商合作，还可以向小型、微型内
容应用合作伙伴提供网络、 计费、
开户、营销等方面的基础服务。 在
消费互联网领域，中国联通与合作
伙伴将开展两方面的合作，其一是
产品合作， 主要聚焦于手机视频、
手机音乐、手机游戏、手机阅读、
家庭互联网五个方面； 其二是权
益类的合作， 中国联通规划了视
频游戏、终端类、金融类、商旅类、
生活服务类五方面的权益产品体
系，加大与产业链合作力度，覆盖
用户将超过 2 亿户。 在视频业务
方面，中国联通已经和 1000 家视
频互联网服务商合作， 拥有超过
10 万小时的精品内容、1400 款视
频游戏产品和超过 5 万件音乐视
频内容。 如已与爱奇艺、 腾讯视

频、优酷、PPTV 等开展了“视频产
品+流量”的合作，并即将向用户
推出“视频+AI”新体验、会员权益
合作、体育赛事独家内容合作、4K
高清视频内容合作等多项服务。
中国联通作为 2022 年冬奥会官
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届时将与
合作伙伴一起为全球亿万观众呈
现一场全终端、全场景、全超清的
8K 奥运视觉盛宴。

在产业互联网方面，中国联通
与合作伙伴在云计算、 大数据、物
联网和人工智能方面进行了较多
合作。 今年 3 月，联通与合作伙伴
联合提供的公有云及混合云服务
已正式上线；联通还筹建了大数据
联合实验室；同时在车联网、智慧
城市、智慧医疗、人工智能客服等
方面进行了合作或产品的推出。 还
将进行更多、更深、更大的合作。

总之，中国联通将持续聚合产
业合作伙伴的力量， 共促业态发
展，为全民智慧生活加速。

多年来， 虽然电信运营商一直在
喊“以客户为中心”的口号，但在实际
工作中，则多是“以管理为中心”。 互联
网企业关注客户体验，而运营商更多关

注风险控制。 中国联通在互联网化转型
中，以客户为核心，加快推进客户服务
及管理的网络化、智能化，以客户为中
心，推动关键流程“端到端”优化再造，持
续改善用户感知。

同时， 中国联通近年来积极拓展
互联网服务渠道， 持续提升互联网线
上服务能力和水平， 打造了网厅、手
厅、微博微信、在线客服等立体、全方
位的互联网服务渠道。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互联网渠道服务量 2.27 亿次，服
务人数接近 6155 万人，日益成为广大
用户信赖的服务窗口。

中国联通网上营业厅、 手机营业
厅按照一切为用户着想的理念， 致力
于向用户提供优质的客户体验。 目前
网上营业厅、 手机营业厅月使用用户
数累计超 8000 万。

“中国联通客服”官方微博可以算
是联通互联网服务的鼻祖。 截至去年

年底，累计响应客户咨询、投诉等诉求
3.7 万件， 发布实时预警信息 1557 条，
累计覆盖人群超过 1 亿，赢得客户良好
口碑。

“中国联通微厅”微信公众平台是联
通重要的互联网营销服务触点， 为微信
用户提供 4G入网、业务办理、客服咨询
等常用功能，目前关注用户数已超 4000
万，微信影响力排名位于央企前列。

在线客服方面，提高解决用户问题
能力， 在线客服累计服务量达 4684 万
次， 在线解决率为 83.1%， 满意率为
88.8%。

在开放知识库方面，通过“沃知
道” 知识帮助平台解答客户咨询，累
计开放知识 21 万个， 帮助用户数近
23 亿人次，并构建了“联通吧”贴吧粉
丝交流平台， 聚拢 312 万活跃粉丝，
累计发帖 1050 万条， 全年浏览量达
1.4 亿人次。

中国联通正在积极推进互联网化
转型， 构建以“生态化、 大数据、 一
体化、 高体验” 为特征的线上线下一
体化的新零售体系， 依托大数据、 互
联网化的销售工具， 真正打通线上线
下， 让用户可以在各种消费场景下自
由切换， 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

中国联通一方面做好手厅、 网厅等
自营电商平台， 并利用好合作伙伴互联
网企业的线上触点， 推动线上渠道创新
发展； 同时构建支撑全渠道全触点的中
台能力。 另一方面， 中国联通做好线下
渠道的转型， 对低效渠道压缩规模， 对

优质自有厅和合作厅形成连锁营业厅。
同时以混改为契机， 跟参与混改的互联
网企业合作， 推进新零售门店试点。 目
前， 中国联通已经与天猫、 京东、 苏宁
等合作对营业厅进行改造， 联通智慧生
活体验店陆续亮相。 此外， 加快推进线
上线下渠道的协同， 互相引流， 实现生
产、 交付、 服务等能力共享。

中国联通的新零售体系是和产业链
合作伙伴共生、 共享的互联网化运营服
务体系。在新零售体系的构建中，中国联
通特别注意向渠道合作伙伴赋能， 主要
聚焦于四个方面：其一是供应链的赋能。

通过引入阿里巴巴、京东、苏宁等企业优
质的供应链资源， 拓宽合作伙伴的盈利
空间；同时向渠道商提供高毛利的、受欢
迎的智能生活、智能家居产品，以增加客
流，增加收入。 其二是大数据赋能。 依托
中国联通大数据能力，在精准营销、线上
营销、 智慧布店等方面为门店提供全方
位智能化运营服务； 通过WiFi探针、人
脸识别、互动云货架等技术应用，使渠道
与用户的交互变得简单。 其三是金融赋
能。中国联通提供 20亿元以上的供应链
金融资金， 为渠道合作伙伴“输血”，
解决代理商资金和成本问题； 同时向广

大消费者提供消
费金融， 方便渠
道的销售。 其四
是一体化运营赋
能。 中国联通通
过互联网化营销
工具赋能， 把线
上线下打通以后，
用户在各个消费
场景下自由切换，
所有合作伙伴的
获客能力都得到
了提升。

在网络互联网化方面，中国联
通加快新技术引入，推动网络智能
化的升级。

一是加快 5G的试验和部署。二
是在现网规模应用 SDN/NFV 技

术，承载网全面 SDN 化，日前发布
的云联网、金融精品网就是承载网络
SDN化的产品。 三是开展网络云化
部署，实现基础设施云化、集约化，今
年中国联通已经启动通信云的建设，

也将开展边缘云试商用部署，在网络
云化的同时推动相关的新业务。四
是发挥战略合作伙伴 AI 的优势，
加上自身的大数据及无处不在的
网络及服务，推动网络智能化升级。

2017年以来，中国联通发力流量经
营和发展模式转型，找准客户的痛点和
需求，针对重度流量需求用户，创新推
出并规模化推进以“冰激凌”为代表的
中高端套餐等转型产品。积极与互联网
公司合作共同打造专属的互联网化产
品，推出用户喜爱的近百款 2I 产品，并
打造了大小王卡、蚂蚁宝卡、工行 e 卡
等爆款，以低营销成本高效触达目标用
户，特别是年轻人市场，有力地促进了
企业的发展， 截至 2018 年第一季度，
2I2C业务用户超过 8600万户。

2I2C 业务给了中国联通一个启
示，即产品的互联网化转型非常重要。
中国联通正运用互联网思维来建立产
品运营的概念和责任体系。

对于个人产品领域， 在产品设计
上持续迭代，客户体验不断优化，维系

手段互联网化。 把握客户的成长轨迹，
整合价值生态链， 不断满足客户在不
同阶段的不同需求， 不断提升用户黏
性和用户价值。 例如，中国联通加快向

“流量+内容+应用”的创新经营模式转
型，大力推广流量型产品，叠加内容和
权益，释放流量价值，让亿万联通用户
尽享流量红利。

对于家庭领域， 以互联网思维优
化产品体系、 变革销售模式、 重构生
产流程， 积极构建家庭互联网生态
圈。 中国联通依托 7500 万家庭用户
规模基础， 发挥基础通信能力优势，
建立了统一入口+六大业务的运营体
系， 即包括智能网关入口、 高清视
频、 家庭组网、 智能管道、 家庭云、
智能家居、 视频通信服务体系。 2018
年， 中国联通在家庭互联网市场将会

继续发力， 7500 万存量用户都要逐步
向智能网关升级， 1000 万以上的新增
用户将全部安装智能网关。

通过混改，中国联通引入了最优秀互联网公司的基因，同时在内部通过市场化改革培育互联网新基因，用互联网化的思维模式替代不适应企业发展的落后模式。 互联网思维正在驱
动中国联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轨道。 具体转变表现在：由“以管理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由传统行业的思维模式转向“拥抱变化，不断创新”；由“重视数量，忽视质量和价值”转向
“以价值创造为核心”；由“以我为中心”转向“平等、开放”；由“多层级、长流程”转向“结构扁平、精简高效”；由“门槛高、响应慢”的市场机制转向“快速迭代、及时纠错”。

2018 年，中国联通将紧紧围绕提升感知、提升效率的“两个提升”目标，全面推进互联网化运营。 在产品方面，以互联网思维打造产品体系，加快产品互联网化；在网络上，推动网络智
能化的升级；在渠道上，重点构建以“生态化、大数据、一体化、高体验”为特征的线上线下一体化新零售体系；在服务上，打造以客户为核心的服务，做优互联网服务渠道；在新生态方面，
积极构建合作共赢新生态，积极打造终端合作生态圈，构建家庭互联网生态圈，与内容服务商共创产业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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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联通：互联网化运营推动企业创新发展

产品互联网化：
让用户尽享红利

渠道互联网化：
构建线上线下一体化的新零售体系

智慧联盟：
与合作伙伴共创产业繁荣

终端运营互联网化：
打造生态体系

服务互联网化：
打造以客户为核心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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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互联网化：
推动网络智能化的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