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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晓敏

2018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网易家居调

查人员以消费者的身份，对 24 家瓷砖品牌的

官网、微信、天猫渠道进行调查，并在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佛山、成都、杭州实地走访了

24 家瓷砖品牌的线下门店，进行了一轮瓷砖

行业“O2O 体验”。

在本次 315 家居服务调查中，东鹏瓷砖

以 90 分的总成绩夺冠，欧神诺以 89 分的微

小差距位列第二，蒙娜丽莎以 88 分的成绩排

行第三，顺辉瓷砖以 61 分的成绩惊险越过及

格线。（说明：以上得分排名仅针对本次调查，

综合得分由线上+线下成绩相加，无天猫旗舰

店或天猫旗舰店重装升级者，不列入综合得

分总排行榜）

从整体来看，大部分瓷砖企业的官网、微

信渠道服务建设，尤其是咨询回复情况不佳，

多数瓷砖企业的线上平台与线下门店产品只

有部分同款。在门店服务方面，瓷砖品牌整体

服务水平较为优异。

线上服务：
官网、微信有效回应均不到30%

“线上服务”部分，网易家居通过企业的

官方网站、天猫旗舰店、官方微信公众号三大

渠道展开深度调查，检验对于注重消费体验

的瓷砖行业，能否从线上获得线下门店信息

及购买指引。

调查发现，东鹏、欧神诺、蒙娜丽莎、马可

波罗、诺贝尔、特地、简一、萨米特 8 个品牌线

上渠道建设较为完善，都能通过 3 大渠道直

接查询到门店信息。

从总体来看，一共有 22 个品牌可以从官

网直接获取门店信息；16 个品牌可以从微信

公众平台直接获取门店地址；在开设有天猫

旗舰店的 19 家瓷砖品牌中，13 个品牌可以从

天猫旗舰店获取门店地址。

小部分瓷砖企业在官方微信公众号的建

设上比较花心思，门店信息一目了然。例如，

欧神诺可根据用户发送的定位，自动回复附

近门店地址；东鹏可进行用户附近门店的识

别与导航；IMOLA 还能计算出用户与最近门

店的具体距离。

为调查线上客服对于门店情况的了解程

度，调查员在官网、微信公众号和天猫进行咨

询，询问客服门店地址、线上产品与线下产品

是否同款等问题。

在线上咨询方面，瓷砖品牌的整体表现

并不乐观，只有东鹏瓷砖的 3 个线上渠道都

可以在 1 小时内提供详细的信息指引。而顺

辉瓷砖由于官网无法加 QQ 联系到客服、微信

公众号尚无回应、天猫客服不清楚门店地址，

导致该项失分严重。

总体看来，3 个线上渠道客服咨询中，天

猫客服的回复情况最佳，多数客服也会引导

客户留下电话号码。其中，特地陶瓷的天猫客

服还进行了回访，在调查人员发起咨询的 10
天后，主动询问用户是否与门店取得联系。

瓷砖品牌官网的咨询入口形形色色，有

页面窗口、留言区、QQ 登录加好友、QQ 公众

号服务等多种咨询方式。调查的瓷砖品牌中，

17%未开设官网留言咨询窗口。有服务窗口的

品牌，咨询效果也不尽人意，58%没有给出任

何回应。某些品牌链到 QQ 咨询后，要么出现

故障，要么页面丢失，要么至今尚未通过验

证。

不过，在官网渠道上，也有表现喜人的选

手。

比如，萨米特在官网上有专门的在线客

服，链接到 QQ 咨询，客服能立刻通过验证，主

动打招呼响应，给出了广州地区所有门店地

址。

再如，通常调查员在企业官网上留言，信

息基本石沉大海，而东鹏瓷砖的回应给了我

们一个惊喜。调查员在东鹏瓷砖官网上留言，

在 1 小时内就收到了官方邮件回复，客服除

了给出门店的详细地址以及联系电话，还建

议关注东鹏瓷砖微信公众号。

调查发现，瓷砖品牌在官方微信公众号

上能够提供回复的也寥寥无几，其中，71%的

无回应或无法提供有效信息，无人搭理、重复

自动回复成为了常态，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一副事不关己的“面孔”。

线下服务：
总体优异 售后服务亟需加强

在 2019 家居行业“O2O 体验”大调查中，

网易家居继续深入线下，优先选择企业在当

地的大店，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佛山、成

都、杭州等城市地区对品牌门店综合服务能

力进行考察。

本部分调查，IMOLA 以 53 分的成绩荣登

瓷砖行业门店服务榜首，蒙娜丽莎、安华、新

中源、箭牌、法恩莎 5 家品牌以 52 分的成绩

位列第二，他们在店面氛围、设计服务、产品

讲解、售后政策、服务态度、持续服务等六个

方面表现突出。（说明：以上得分排名仅针对

本次调查门店，线下满分为 55 分）

在走访的 24 家瓷砖门店中，都能做到门

店装修简洁大方，产品相对丰富，满足对比性

的选择需求。有些品牌除了看中门面装点，也

较为重视团队形象，如东鹏瓷砖的导购们都

有统一的马甲外套；即使在寒冷的冬天，简一

大理石瓷砖的门店销售人员都着装统一“简

一蓝”外套，令人赏心悦目。

在设计服务方面，96%的门店销售人员能

够提供设计搭配指导，案例展示，提供较专业

的设计建议，并且可在下订后出铺贴效果图。

值得提到的是，在欧神诺门店，导购可以借助

iPad 直接为客户进行产品搭配，现场便能提

供效果图预览，操作过程方便快捷。

在产品讲解方面，八成的门店导购对产

品各项性能及相关知识熟悉，讲解专业到位，

能根据用户需求提供选购建议；17%的门店导

购对产品性能熟悉，讲解清晰，能够满足选购

参考的需求。

除了需要专业素养，部分品牌导购的行

动力也让调查员心花怒放。

亚细亚的导购为了让客户感受到瓷砖的

真实铺贴效果，把瓷砖挪到地面，主动建议将

瓷砖搬到户外的正常日照下。此外，亚细亚产

品上还附有二维码，用户可以直接扫码查看

产品介绍、型号、铺贴效果等信息。

同一波操作的，还有金舵瓷砖，导购也将

瓷砖搬到地面上让客户体验，还在现场做起

了产品“评测”，在瓷砖上用铁刷来回刮磨，证

明瓷砖质量。

在售后服务方面，瓷砖行业的选手表现

普遍较为粗枝大叶，敷衍了事，仍然有待加

强。“瓷砖没有保修，在铺贴之前瓷砖如果检

查出有问题才能给予退换或补偿”，这是大部

分瓷砖品牌的回应，也有部分品牌对于瓷砖

的售后服务不做解释，称：“我们是大品牌，不

会出现什么质量问题的。”

在现场服务上，近 9 成的品牌导购主动

热情，能够站在顾客角度提供积极建议。其

中，IMOLA 的表现可圈可点。导购不急于为客

户挑选产品，而是先带领客户感受 IMOLA 的

品牌、产品、设计，把各种瓷砖设计提供给客

户，让客户了解每种瓷砖的风格，而后再根据

用户想要的风格与色系推荐产品。现场配备

的 ipad 展示了品牌、产品、工厂、团队等内容，

总体服务流程较为系统化。在调查人员准备

离店时，其他店员也一同打招呼，亲和力满

分。

在走访门店时，大部分门店销售员在了

解顾客购买意向之后通常会主动加微信。不

过，其中的“伪热情”导购占比 33%，添加微信

之后便杳无音讯。

不过，惊喜也还是有的。比如，鹰牌瓷砖

的导购在添加调查员微信后，2 天后就做出了

效果图，线上扫码即可预览。法恩莎的导购在

调查员离店后发送了一条较为专业系统的客

服消息，跨了年后依旧惦记用户，再次主动联

系称门店有优惠。

线上线下：
小部分产品同款成为常态

在本次 315 调查中，网易家居调查人员

通过走访线下门店，摸底瓷砖行业的 O2O 现

状。

在线上下单方面，能够实现大部分产品

线上线下打通的品牌寥寥无几，线上线下一

家亲的品牌有 L&D，其线上线下大部分产品

同款，极个别产品除外。

在这次调查中发现，小部分产品线上线

下同款成为常态，比如萨米特、亚细亚、蒙娜

丽莎、欧神诺、诺贝尔、博德、顺辉、新中源等

品牌，可以实现线上线下小部分产品同款。对

此，某些品牌天猫客服称，电商平台只销售部

分热销产品是为了保护各经销商的权益，因

此线上的款式比较少。

天猫平台的特权定金，是瓷砖行业 O2O
的一个连接点。不少品牌以特权订金的形式，

引导用户到线下门店进行消费。

马可波罗天猫客服指出，为了保护市场，

线上跟线下卖的产品是分开销售的，可在线

上拍下特权定金在门店使用。金意陶、特地陶

瓷的天猫客服称天猫是当地门店发货，建议

用户留下联系方式，由门店对接提供服务。博

德天猫客服也建议用户在门店购买，称天猫

只卖一部分门店产品，新品也都在门店。

整体来看，瓷砖行业线上渠道的布局，只

有天猫旗舰店的运营较为成熟，而官网、微信

的线上服务还有待提高。在门店建设方面，瓷

砖行业目前较为成熟，服务均都在中上水平，

但售后服务还需进一步考究加强。此次调查

的瓷砖品牌门店，在线上线下融合方面，瓷砖

行业并未走通 O2O，线上线下只有少部分同

款成为常态。

网易315家居服务调查瓷砖篇———

东鹏夺冠 70%官网、微信客服形同虚设

■ 宇萌

日前，中国消费者协会针对市场消费升

级、中高端消费需求增多的财产权保护问题，

联合“中国商业企业管理协会”，在“企业售后

服务电话查验宝”版块(以下简称“查验宝”)新
增了名表维修查询业务。今后，名表消费者关

于名表售后的需求可以通过登录“中国消费

者协会”官方网站，点击“企业售后服务电话

查验宝”，在搜索栏中输入品牌名称查询品牌

在大陆地区客服联系电话、官网网址(或微信

公众号)的方式联系到品牌售后得到专业且正

规的售后服务。

中消协此举意在打击此前名表售后行业

存在的山寨维修、黑维修等侵害消费者合法

权益的行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首批名

表售后服务的查询上线了占手表零售总额

90%以上的 65 个主要名表品牌(百达翡丽、江

诗丹顿、劳力士、欧米茄、浪琴、雷达、卡地亚、

萧邦、万国、沛纳海、帝舵、美度、天梭……)，以
及包括亨吉利在内的五家主要名表经销商。

为了改变名表维修领域消费者因信息严

重不对称所导致的权益受损局面，上海市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在本区域内已经公示了

一批正规维修企业的联系方式，亨吉利于上

海设立的维修网点皆名列在内。此次亨吉利

再次得到“官方认证”，成为五家首批上线的

名表服务经销商之一，这与其对“规范化、专

业化、品牌化”的追求密不可分。

二十多年来，亨吉利始终以顾客为导向，

致力于打造“最优异的名表全面服务商”。在

技术服务板块，秉承“诚信、规范、专业、温馨”

的服务理念，以瑞士高端品牌为标杆，全渠

道、多形态布局，在全国 60 余城市，拥有 150
余家技术服务网点，一体化集成管理，技术和

服务双轮驱动，为顾客提供高品质的腕表维

修服务。所有售后服务中心均配备先进的瑞

士进口仪器设备，采用原装进口零配件，并严

格执行瑞士品牌操作规范，从根源保证维修

质量及顾客权益，并得到诸多世界品牌的认

可，现已获得“雅典、芝柏、萧邦、卡地亚、欧米

茄、浪琴、雷达、名士、万宝龙、蕾蒙威、豪利

时、美度、天梭、梅花、艾米龙、依波路”等品牌

官方特约维修授权，同时与劳力士、帝舵等众

多品牌展开售后服务合作，并得到品牌方的

高度赞许。

同时，亨吉利重视技术队伍建设，全国首

创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维修技师培养体系

“名匠蓄水池”、“名匠之路”及“名匠园地”填

补了国内名表维修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空

白。目前拥有资深钟表维修老技师、品牌授权

认证的技师、亨吉利学院培养的年青后辈等

250 余人的技师队伍。此外，亨吉利还持续为

顾客提供有别于行业内竞争对手的优质服

务，开发电子化、有温度的、实时共享信息的

移动互联终端服务新模式，提高用户粘性，提

高售后服务的价值，确保服务体系健康发展。

通过提供个性定制、寄修服务、预约服务和延

保服务等将服务转化为价值，通过服务创新，

赢得顾客的信任和消费。

过去二十年，亨吉利始终专注于钟表行

业，以传播钟表文化、帮助顾客实现高品质生

活为己任，收获了合作方、消费者的信赖和认

可。如今受到官方的肯定，对亨吉利来说又增

添了前进的动力，“成为最优异的名表全面服

务商”，亨吉利将努力前行。

■ 陈明

3 月 8-10 日，“家·装你所想”2019 京东

家博会在北京展览馆盛大开展。京东旗下服

务平台“京东服务+”联合入驻品牌亮相展会，

营造了一个“虚拟服务、现场兑现”的专属体

验区，刷新了大众对于“电商”的理解，成为本

届家博会的一个亮眼板块。

值得注意的是，Apple 在中国的授权服务

商百邦作为“京东服务+”的合作伙伴，将严

谨、专业、极客范儿的 Apple 官方售后服务也

带到了展会现场，为参展观众提供在京东即

时下单、现场即时完成 iPhone 手机换屏、换

电池、手机整机检测和维护保养等服务。

在“京东服务+”展台的百邦服务区，记者

看到，百邦维修工程师来自于其 O2O 业务部

门，工牌显示均为 Apple 认证工程师。每位工

程师除配备原厂配件之外，还配备了一套

Apple 定制维修设备。包括用于拆卸和重装

手机的“显示屏拆卸夹具”、“扭矩螺丝刀”、

“显示屏按压工具”、“电池按压工具”等，可保

证维修过程的精密操作，防止机身和零部件

损伤，以及保障维修后可恢复到原厂的防水

防尘级别。

据介绍，这套设备由 Apple 官方供应，只

有 Apple 的官方授权服务商才能拿到，整套

设备采用顶级合金材质，组合重量可达 30 公

斤，仅其中一把“扭矩螺丝刀”造价便达千元。

同时，百邦工程师还标配了用于防静电操作

的“防静电手环测试仪”、“防静电桌垫”，以及

防止意外情况的“防爆砂”等等，对细节的考

虑可以说非常完备了。

据记者现场观察，在使用全套定制工具

操作的基础上，百邦 Apple 认证工程师完成

一部手机的电池更换需要耗时 30-40 分钟，

相较于其他第三方快修仅用十几二十分钟就

操作完毕，Apple 精益求精的专业态度和 Ap原
ple 官方授权服务商的服务品质可见一斑。

一名参展观众在现场更换完自己的 i原
Phone 7Plus 手机电池后表示，“之前还觉得

原厂电池换起来太贵了，但是今天看到百邦

工程师的操作技术和这套维修设备，我觉得

还是换原厂的放心，毕竟手机挺贵的，维修也

应该爱惜一些。”

在展会上，记者也发现，作为 Apple 的授

权服务商，百邦的大众知名度并不太高。但事

实上，百邦是目前国内手机售后维修行业唯

一的一家上市公司，全国门店有 150 多家，覆

盖了全国 24个省份。

展会现场百邦服务专区的负责人、百邦

O2O 业务的一位经理介绍，“百邦过去以线下

门店维修业务为主，2018 年 9 月开始布局

O2O 上门业务，目前已经形成‘线下门店+
O2O 上门服务’并行的业务模式。”百邦 O2O
上门维修服务已覆盖北京、上海、深圳、广州、

武汉、成都、南京等城市，更多的城市服务站

点也在陆续开通中。

■ 德克

3 月 12 日早间消息，美国财经媒体 CN原
BC 援引市场咨询公司 Bernstein 的调查报道

称，目前特斯拉车主仍然很喜欢自己的汽车，

特斯拉也比竞争对手更出色，但是特斯拉同

样存在问题：客户服务不佳。

该年度报告调查了 2018 位特斯拉车主，

这一次回应说“喜欢”特斯拉汽车的车主占了

87%，2017 年约为 85%。超过三分之二的

Model 3 车主表示，购买这款汽车是为了取

代主流汽车，换言之，在奢侈汽车市场之外，

特斯拉还有很大的市场可以征服。

分析师托尼·萨科纳吉在报告中指出，服

务和客户体验是特斯拉的软肋所在，与 2017
年的调查结果相比，大多指标只是稍有提升，

有几项关键指标甚至恶化了。

42%的客户回应说去服务中心时体验

“很好”，但上一次调查时持有这一观点的车

主有 57%。目前车主认为，预约等待时间延

长，而在美国之外，服务体验更差。

最近去服务中心的车主（过去 3 个月去

过的车主）对体验尤其不满，预约等待时间延

长，解决问题的速度变慢。CNBC 认为，由此

可以看出，特斯拉服务网络承受持续的高压，

可能投资不足。

■ 缪璐

KLUDI 德国科鲁迪经销商大会暨设计师

论坛近日举行，本次大会围绕“匠心、聚力、创

变 2019”的会议主题，共同探讨品牌最新发展

战略及未来规划。

KLUDI 德国科鲁迪至今已有近百年历

史，自诞生之日起，KLUDI 德国科鲁迪始终将

专业的匠心精神作为立身之本。通过三代人

的励精图治，KLUDI 已经成为世界级浴室/厨
房高端龙头花洒的专家。KLUDI 德国科鲁迪

集团 CEO Julian Henco 谈及品牌发展的“秘

密武器”，将其归纳为“品质、工匠精神、服务”

等方面。

Julian Henco 说：“KLUDI 注重品质，保持

德国血统，而且强调工匠精神，注重产品设计

及新功能技术的研发，引领行业发展趋势，我

们拥有员工超过 1000 人，他们很多人在我们

公司工作了有三代人，是我们忠实的家人。”

在设计环节，KLUDI 的设计团队不断汲

取时代精粹，不断开发出极致、精练、前卫的

时尚卫浴单品，多年来，KLUDI 的身影频频出

现在国际大奖的舞台上，斩获重量级大奖的

明星产品数不胜数。

在制造环节，KLUDI 确保每一个核心生

产步骤都在自己的工厂内完成，让高品质的

追求可以通过对每个生产环节的严格把控来

实现。

在服务环节，KLUDI 始终考虑以人为本，

不断投入研发创造改善体验感、提升舒适度

的卫浴科技，发挥人体工学的巨大优势，此外

也以不变的初心，持续提供专业到位的全方

位服务，通过一次次引领行业革命，成为卫浴

界独树一帜的标杆式存在。

面对日益竞争激烈的卫浴市场，Julian
Henco 却充满自信，“我们主要专注在产品的

质量上，忠实于所有的产品在欧洲生产，研发

和制造，而这与中国市场的客户对高端产品

的倾向十分吻合，这也是为什么 KLUDI 能在

中国市场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据 Julian Henco 介绍，KLUDI 过去已经实

现了在中国市场稳定的占有率和 20%的收

益，对于未来在中国市场的规划，是希望能不

断扩大 KLUDI 的团队，把产品推向四级或者

五级的市场，“中国市场在全球份额中可以说

是最大的市场，中国客户是我们忠实可靠的

客户，我们希望跟中国伙伴一直共同走下

去。”

特斯拉车主仍喜欢该品牌
但最大问题是服务

助力“京东服务 +”
百邦将 Apple 官方售后服务
搬到了家博会

KLUDI 科鲁迪：品质和服务是品牌发展的“秘密武器”

中消协查验宝“榜上有名”亨吉利名表售后获官方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