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秘而不宣的 
客户体验机遇
为什么联系人数据是您赢得
竞争优势的秘密武器



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行压力大、
拥有众多选择的商品化市场中，
只有一件事能助您从竞争中脱颖
而出。



客户体验



事实上，截至 2020 年

客户体验

将超越价格和产品成为
关键的差异化因素。¹

¹  Walker，2020 年的客户：未来的 B2B 客户体验

https://www.walkerinfo.com/Customers2020


客户体验

这就是企业坚持不懈地 
关注客户体验的原因。



企业致力于 
改善客户体验。



企业致力于提供一致的 
线上与线下服务和支持...



投资培训领域， 
让全公司的人 
都参与进来...



协调人员、流程和技术。



但是， 
企业忽略了一件事。



那就是大家秘而不宣的客户体验机
遇，因为它是一个众所周知却被刻
意回避，并且没有人知道如何去解
决的问题。



但它又是一个人人人人都必须 
面对的问题。



不良数据



不准确和不相关的客户联系人数
据会降低企业范围内一切工作的
质量。



由于这些数据无法与您的受众产生共
鸣，因此会导致电子邮件被退回、送
达失败、优惠活动难以转化等后果。
从而造成重复的沟通、不一致的服务
和个性化的匮乏。



这也意味着失望、 
愤怒和懊恼的客户。



²  NewVoiceMedia，不良客户服务造成数十亿
美元的损失，2014 年 1 月 8 日

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 
91% 不满意的客户在经历一次不
良的客户体验之后不会再与您有
任何业务往来。²

https://www.newvoicemedia.com/blog/the-multibillion-dollar-cost-of-poor-customer-service-infographic
https://www.newvoicemedia.com/blog/the-multibillion-dollar-cost-of-poor-customer-service-infographic


³ 客户体验委员会

实际上，这个问题
让美国企业一年损
失了 830 亿美元。³

https://www.customerexperienceboard.org/resources/factshttps://www.customerexperienceboard.org/resources/facts


彻底解决上述问题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次
巨大的挑战。但我们无法逃避——如果不
予解决，我们就会错失巨大的

机遇



在当前拥挤的市场中，精明的客户
拥有无尽的选择和摇摆不定的忠诚
度，而这正是企业脱颖而出的绝佳
机会。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客户细分和个
性化的力量，提供有针对性的产
品、个性化的沟通和量身定制的
服务。



企业可以充分利用客户细分和个性
化的力量，提供有针对性的产品、
个性化的沟通和量身定制的服务。

可信的联系人数据使这一切成为可
能。



它将良好的客户体验转化成
卓越的客户体验。

这将是一场巨大的胜利。



4  Forrester 报告，客户体验的业务影响， 
2014 年

针对致力于将客户体验从低于平均水
平提升到高于平均水平的公司，客户
愿意一次又一次地从这些公司购买产
品。

由此可以看出客户体验对企业的重要
意义。4

http://resources.moxiesoft.com/rs/moxiesoft/images/Business_Impact_Of_CX_2014.pdf


关键在于，您无需制定花哨的忠诚
度计划来赢得客户忠诚度，只需更
明智、更出色地完成工作即可。

这一切都始于可信、受治理和相关
的数据。



1.  细分您的客户。 2.  提供个性化的客户
体验。

3.  分析客户行为。 4.  识别所有渠道的客户。

智能数据意味着卓越的客户体验。 
它可以助您开展四个关键的营销活动。 



您可以从智能数据中获取宝贵
的客户洞察来推动数据驱动的
营销转型。



您可以将工作重点从客户交易转变
为客户交互。与现有客户改善关系，
与潜在客户建立新的关系。



您可以将工作重点从客户交易转变
为客户交互。与现有客户改善关系，
与潜在客户建立新的关系。

您将在这两个方面实现收益最大化。



几乎没有哪种客户体验 
不会受到不良数据的影响。



补充阅读材料

如果贵公司希望进一步了解相关
内容，请阅读这本电子书，我们
在书中构建了简单且万无一失的
业务案例。 

立即下载

https://www.informatica.com/lp/the-business-case-for-contact-data-verification_3177.html?Source=Slideshare
https://www.informatica.com/lp/the-business-case-for-contact-data-verification_3177.html?Source=Slideshare


客户联系人数据是所有业务运营的
支柱，也是所有系统的驱动力。

对销售、营销、供应链或物流、财
务、计费、自助服务、支持等部门
都是如此。



它影响着每一次沟通和每一个触点：
电子邮件营销、直邮、活动或店内的
面对面交互、社交媒体渠道、客户服
务中心和移动渠道。



我们不仅是朝着数据驱动的未来而努力 
——我们已经踏上这段旅程了。在问题
变得更加严重之前，立即采取行动吧！



5  IBM 研究，CMO 通过整合内部和
外部数据驱动经济回报

然而，82% 的首席营销官  
(CMO) 还没有做好应对 
“数据爆炸”的准备。5

https://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3440.wss
https://www-03.ibm.com/press/us/en/pressrelease/43440.wss


6  Biznology，B2B 数据衰退和名录租赁 - 
买家买家小心！2015 年 2 月 13 日

但是， 随着 B2B 数据以每年超
过 70% 的速度衰退， 6 这一问
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紧迫性。

https://biznology.com/2015/02/b2b-data-decay-list-rental-buyer-beware
https://biznology.com/2015/02/b2b-data-decay-list-rental-buyer-beware


那么如何解决 
上述问题呢？



第一步是将客户联系人数据视为
一种战略资产。

这些数据必须是可信、相关和权
威的。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应该采用简单的两步法：

1. 验证
2. 扩充



电子邮件地址 邮政地址 电话号码

30% 的电子邮件地址、7 20 % 的邮政地址8 

和 18% 的电话号码8每年都会发生变化，
而这并不是个例。

7  Convince & Convert，15 个电子邮件统计
数据正在塑造未来

8  邓白氏集团，注册数据管理最佳实践， 
2011 年

http://www.convinceandconvert.com/convince-convert/15-email-statistics-that-are-shaping-the-future
http://www.convinceandconvert.com/convince-convert/15-email-statistics-that-are-shaping-the-future
https://www.dnb.co.uk/content/dam/english/dnb-solutions/risk-management/whitepaper_registration_management.pdf


电子邮件地址 邮政地址 电话号码

7  Convince & Convert，15 个电子邮件统计
数据正在塑造未来

8  邓白氏集团，注册数据管理最佳实践， 
2011 年

企业需要持续不断的努力和高度结构化
的解决方案。

30% 的电子邮件地址、7 20 % 的邮政地址8 

和 18% 的电话号码8每年都会发生变化，
而这并不是个例。

http://www.convinceandconvert.com/convince-convert/15-email-statistics-that-are-shaping-the-future
http://www.convinceandconvert.com/convince-convert/15-email-statistics-that-are-shaping-the-future
https://www.dnb.co.uk/content/dam/english/dnb-solutions/risk-management/whitepaper_registration_management.pdf


虽然这对企业的要求非常高， 
但它会带来巨大的红利—— 
提升客户体验和企业收益。



9  经济学人智库，营销行业的崛起， 
2015 年

相关的内容、有针对性的产品和量身定制的
服务将带来更高质量的客户互动。

63% 的营销人员表示，客户互动可以转化为
客户续订、保留和重复购买。9

http://futureofmarketing.eiu.com/briefing


结论很简单：智能数据将打造卓越的
客户体验。

反之，也会带来巨大的成果。



好消息是，现在已经有现成的工具
和技术来帮助您应对联系人数据的
挑战，取悦您的客户，并在竞争中
获胜。



正如您所见，无人探讨客
户体验机遇并不是完全真
实的情况。 



想要了解更多信息？

我们在一本电子书中阐述了如何构建
可信、相关和权威的联系人数据。

如果您需要寻找目标客户和潜在客户
并致力于超越他们的期望，您一定不
想错过这本电子书。

立即下载

https://www.informatica.com/lp/the-business-case-for-contact-data-verification_3177.html?Source=Slideshare
https://www.informatica.com/lp/the-business-case-for-contact-data-verification_3177.html?Source=Slidesh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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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改变了我们的期望：我们希望服务更佳、
交付更快、成本更低。 企业必须转型才能跟上趋势，
站稳脚跟，而这一切都需要通过数据来实现。 

作为全球企业云数据管理的领导者，我们将帮助您以
智能的方式形成在任何 行业、所属领域或市场中的
领先优势。Informatica 与您分享真知灼见，助您 提
高灵活性，捕捉新的发展机遇，甚至发明全新事物。 
我们 100% 专注于数据， 为企业提供成功所需的各种
服务。 

我们诚邀您探索 Informatica 提供的一切释放数据强大
潜能的解决方案， 以推动企业下一场智能颠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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