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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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2 1中国企业发展数据年报》显示，

截至2 0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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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清晰的事务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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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盖财、税、法、人资、证照等多方位企业

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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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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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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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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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客 

 促活 

 成交 

 留存 

 口碑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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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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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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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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销售系统给客户发送机构介绍、

政策文章，挖掘客户办证意向，并在销售系统后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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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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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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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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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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