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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千兆时代，JK 运营商要如何布局家庭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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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 2013 年 12 月起，工信部取消了对三家运营商的固网业务限制，JK 运营商由
通信运营商向全业务运营商转型，开始大力发展固网业务。在宽带网络建设上，投资
上千亿元建设基础网络；在市场发展策略上，利用手机和宽带捆绑销售，以移带固实
现全网宽带用户规模赶超友商。但是随着千兆时代的到来，2019 年 9 月国资委对运营
商提出了高质量发展要求，JK 运营商面临着市场饱和、携号转网的竞争环境，以及投
资成本和营销成本吃紧，语音和流量业务增收滞缓的内部压力。在新政策背景下，JK
运营商要如何布局家庭市场，变中求胜呢？
关键词：宽带网络；价值经营；市场策略

0 引言
2019 年 9 月的一天，JK 运营商总部面向各省分公司紧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要求
各省公司老总及部门经理参会，是什么情况搞得集团公司这么紧张又这么重视呢？原
来是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通信业务高质量发展的通知》，文件要求取消终端
补贴，禁止低于成本价送宽带，销售费用同比降低 20%等措施。每一项措施对 JK 运营
商的市场策略都有重大影响。JK 运营商作为一家国有上市公司，既要对国资委负责，
又要确保利润的增长对股东负责，因此在响应高质量发展基础上，要求各省分公司保
证在此情况下宽带单价稳中有升，并下达了业务增长和收入增长的 KPI 指标。
JK 运营商的市场部郭经理在会后召开了部门会议，强调了会议内容，对各项工作
进行部署，但是谈到收入增长这一指标时，大家都一筹莫展。“营销费用下降了，实
际销售价格又要上涨，我们在宽带质量上相比竞争对手本身就没什么优势，销售补贴
又不能给多，那谁来给我们推业务，用户不买账业务怎么发展，收入怎么提升？”分
管家庭业务的李主管面临巨大压力„

1 面临的困境
1.1 市场面临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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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变革，JK 公司的市场部、网络部、客服部、规划技术部多部
门联合召开了一次沟通会，希望能够通过群策群力，集中力量应对市场变化。首先，
由牵头部门，也是本次调整影响最大的市场部郭经理对本次国资委下发的政策内容进
行解读，他说道：“2019 年 9 月国资委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通信业务高质量发展的
通知》，自 10 月 1 日起，全面推进移动业务、宽带及融合业务高质量发展，内容如下
图 1。

图1

国资委对运营商销售费用压降工作要求

其中对全面推进宽带及融合业务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要求如下： 1．线上、线下全
渠道停止销售月费低于 30 元的公众宽带单产品。2.线上、线下全渠道停止销售月费低
于 58 元的宽移融合套餐产品。3.对于融合套餐内包含的宽带与移网业务、语音、流量
等，全渠道停止使用“免费赠送”、“0 元赠送”等过度宣传和营销用语，统一规范
为“套餐内包含”方式。4.宽带及融合套餐内停止免费赠送 IPTV 基础业务和增值业务。
5.光猫、机顶盒由收取押金模式，调整为收取工料费或调测费模式，收费标准不低于
100 元/台，单宽与融合产品收费标准一致。
上述就是本次国资委下发的文件要求，意在结束通信行业恶性竞争问题突出，不
计成本拼价格，“一碗汤倒来倒去”的局面。文件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整顿完毕。同时
公司总部为响应本次国资委高质量发展的初衷，下达了宽带业务收入在现有基础上保
持 2%的收入增幅的 KPI 考核。”
在介绍完会议背景之后，郭经理开始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他说道：“市场部
对于这次政策调整和集团公司下达的指标作了初步的判断，认为存在较大的市场风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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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先来讲一讲可能存在的一些问题，也请参会的各部门同事，大家一起来讨论一
下，各自发表一下意见，看看下一步我们要怎么走？”
为了帮助其他部门了解市场情况，市场部郭经理继续发言，对市场现状做了一些
简要情况描述：“现在我向大伙儿详细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在家庭市场的一些基本情况。
根据最新的市场调研数据，截止 2019 年 6 月省内三家运营商的宽带市场饱和度已超过
100%，区域市场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竞争势态，三家运营商的宽带价格都压的很低。我
们公司在 2015 年-2019 年期间依托个人手机用户规模，通过手机的资费套餐中包含宽
带业务来开拓家庭市场。在销售通路上，拓展了很多社区店，利用渠道规模优势，通
过加大渠道激励机制，激发一线人员的营销积极性，宽带业务规模可谓突飞猛进。到
2019 年底我们的宽带用户市场份额已高达 52%，2019 年全年实现家庭业务收入达 30.9
亿，家庭宽带用户的户均 ARPU（每用户平均收入,Average Revenue Per User）达 35
元，带宽 100M 以上用户占比达 90%以上。”
“对于家庭市场的整体布局。”郭经理继续说道：“我们公司自 2015 年以来基于
全网智连、全屋智能、全家智享三大领域，提出“1+3+X”的智慧家庭生态产品体系，
其中“1”为高速率宽带接入能力，“3”为宽带电视、家庭组网、视频监控三项重点
核心应用，“X”为 VR/AR 泛终端链接、家庭云相册、云游戏、家庭 AI 等智能家居产
品。”
由于涉及比较具体的业务内容，郭经理对身边专门负责家庭市场营销的李主管说：
“小李，要不你来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产品、资费以及营销策略等情况吧。”
李主管点了点头，开始接着郭经理的话讲道：“好的，现在我向大家详细介绍一
下我们的业务情况。首先是家庭宽带产品，到 2019 年我们公司的家庭宽带用户规模达
1000 万，市场份额达 52%，超越省内主要竞争伙伴。大家请看 PPT，图为 2015 年2019 年期间我们公司商家庭宽带用户规模和市场份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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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带宽运营方面，家庭宽带用户平均带宽从 2015 年的 15.2M 上升到 2019 年
108.2M。”

2015年-2019年Jk运营商家庭宽带用户平均带宽（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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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015 年-2019 年期间 JK 运营商家庭宽带用户平均带宽情况

李主管继续说：“关于家庭市场的增值产品，我们主要有宽带电视、家庭组
网和视频监控这三个主要产品。其中宽带电视业务是我们公司 2015 年推出的，目前公
司运营的宽带电视业务可提供央视、主流卫视、体育竞技、音乐等上百个频道的优质
节目内容，拥有近 5000 部电视剧，近 8000 部少儿动漫，涵盖综艺、曲艺、教育、体
育、探索、生活、纪实等精彩内容。我们从 2015 年起推出宽带电视产品，到 2019 年
用户规模已达 603 万，宽带电视的渗透率到达 61%（宽带电视渗透率=宽带电视用户数
/家宽用户数）。”
“第二项产品是家庭组网业务，它是为宽带用户提供的 WiFi 质量提升服
务，包括 WiFi 环境评测、组网设计、路由器终端销售、调测部署服务。主要适用场景
有两个。第一是客户自己组网的体验差，出现在客户自行采用多个无线路由器组网，
其终端质量差异较大，客户体验不佳，维护成本高，不利于集中维护。第二是家庭
WiFi 覆盖不足、信号差。家庭网关多数安装在进门处的弱电箱中，在大户型、复杂户
型家庭，网关 WiFi 信号多次穿墙后，衰减严重，影响客户上网。到目前为止我们公司
的家庭组网业务发展量为 40 万单/年。
“第三项产品是视频监控。主要通过手机客户端和摄像头，通过互联网实现
随时随地的老人小孩远程看护、宠物照看等亲情沟通和安全需求场景。我们公司的视
频监控业务目前的发展量为 30 万台/年。”
“以上是我们公司在家庭市场的产品体系，下面我再来向大家介绍一下家庭市场
的用户结构和收入情况。”李主管看了一下会场的情况，知道大家都非常关心收入情
况，便讲了下去：“首先是宽带用户结构，目前我们公司宽带 20M 及以下用户基本上
已经没有了；50M 用户占比 6.1%；100M 用户占比 81.4%；200M 用户占比 11.3%；3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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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用户占比 0.2%，大部分的用户都锁定在 100M，但是 300M 以上的高带宽用户也
相对较少，大家可以看 PPT 图 4。

2019年Jk运营商家庭宽带用户带宽结构
20M及以下

50M

100M

200M

300M及以上

11% 0% 1% 6%

82%

图 4：2019 年 JK 运营商家庭宽带用户带宽结构

“在用户 ARPU 分布方面，（0-10）元的用户占比 45%；（10-20）元的用户
占比 13%；（20-30）元的用户占比 33%；30 元以上的用户占比 9%，具体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JK 运营商宽带 ARPU 分布情况
宽带 ARPU

用户数（万）

占比

0<X<=10

450

45.0%

10<X<=20

130

13.0%

20<X<=30

330

33.0%

X>30

90

9.0%

“我们现在的营销策略主要是通过手机用户的规模优势带动宽带业务的发展，所
以套餐设计以手机和宽带捆绑销售为主，截止 2019 年我们的宽带用户与手机捆绑占比
为 85%，未与手机捆绑的宽带用户占比为 15%。”
在市场营销领域，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仅要了解自己，还要时刻关注竞争
对手的情况。李主管在介绍完了 JK 运营商内部情况后，开始做竞品分析。他清了清嗓
子，继续说：“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 TA 运营商，是省内份额第二大的运营商，在家庭
业务领域，TA 运营商推出“五智”的智慧家庭生态产品体系，即智能宽带（智能双千
兆）、智家平台（全屋智能平台）、智家应用（IPTV、VR）、智能服务（标准化服务、
场景化宽带）、智家安全（安全上网、智能安防），其产品体系和我们基本一致。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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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TA 运营商宽带用户规模达 770 万，市场份额达 40%，大家请看 PPT,图为 2015
年-2019 年期间 TA 运营商宽带用户规模和市场份额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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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2019 年 TA 运营商宽带用户规模和市场份额

“TA 运营商的带宽结构是这样的，20M 及以下用户占比 2%；50M 用户占比 14%；
100M 用户占比 56%；200M 用户占比 23%；300M 及以上用户占比 5%。”

TA运营商家庭宽带用户带宽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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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019 年 TA 运营商家庭宽带用户带宽结构

我们的竞争对手优势在宽带业务，所以他们早期以宽带规模优势带动手机业务的
模式，套餐设计主要有两种，一种为手机和宽带捆绑销售，一种为宽带单独销售。截
止 2019 年 TA 运营商的宽带用户与手机捆绑占比为 55%，未与手机捆绑的宽带用户占
比为 45%。”
为了使大家更清晰的了解 JK 运营商和主要竞争对手 TA 运营商的产品和市场差异，
李主管又向大家介绍了一下两家运营商主要的市场策略：“下面我再向大家介绍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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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我们公司和 TA 运营商的套餐设计和资费政策，我们公司的家庭宽带套餐设计分
为两种：一种是单独销售的宽带，称为裸宽带；一种是与手机捆绑销售的宽带，称为
融合宽带。两者具体资费政策如表 2，大家请看。

表 2：JK 运营商的套餐设计和资费政策
裸宽包年资费

融合套餐资费

速率
目录价

优惠价

手机保底

首年优惠

次年收费

100M

1080

300

38

10

25

200M

1280

400

38

15

30

300M

1800

500

38

25

40

500M

2500

600

38

35

50

1000M

3500

1000

38

50

80

在销售模式上，裸宽带主要面向没有我们公司手机号码的客户群体，在定价方面
略低于友商，以此来提升产品竞争力。融合宽带则采用手机保底消费与加付宽带月费
的方式，通过与手机号码捆绑，增加用户粘性，同时通过加付宽带月费，增加宽带的
实际收入。
而 TA 运营商的套餐设计和资费政策是利用宽带优势，以固促移策反我们的融合用
户，实现手机和宽带一锅端，其套餐设计主要也分为裸宽和融合两类，资费政策见表
3 和表 4。”
表 3：TA 运营商的单独销售的宽带套餐和资费政策
裸宽包年资费
速率
目录价

优惠价

100M

1000

500

200M

1200

600

300M

1900

1099

500M

2900

1288

1000M

3900

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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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TA 运营商的手机和宽带捆绑销售的套餐和资费政策
手机包月费

融合套餐内容

39

内含 100M 宽带、2G 流量、100 分钟语音通话

59

内含 200M 宽带、5G 流量、200 分钟语音通话

79

内含 200M 宽带、10G 流量、200 分钟语音通话

99

内含 300M 宽带、20G 流量、300 分钟语音通话

199

内含 500M 宽带、40G 流量、1000 分钟语音通话

299

内含 1000M 宽带、40G 流量、1500 分钟语音通话

说到这里，市场部郭经理补充道：“2015 年到 2019 年这几年，我们通过话费返
充的方式，以低价资费快速拓展宽带用户，策反了很多友商的宽带用户，市场份额提
升了 10 多个点，现在市场份额已达 52%，从进攻方变成了防守方。市场的饱和度也越
来越高，现在友商在很多区域市场也采取了低价策略，大家在新增市场上的价格竞争
十分激烈。在存量市场上，由于新增市场的价格上不去，存量用户的价格也上不去，
不然就存在存量用户退网转新增的情况，反而增加了安装及营销成本。而且现在国资
委又设置了价格底线，价格往上调整了，新增量肯定会下来，用户规模若没有增长，
收入的增长就很难实现。”
由于政策调整中还有一项销售费用管控的问题，于是市场部负责渠道运营的罗主
管也做了一些情况介绍，他说道：“目前我们公司在全省拥有 2.1 万家实体渠道，其
中营业厅 1000 家，合作式渠道 2 万家。这几年通过对商圈和社区门店的布局，极大的
增强了市场掌控力。同时打通了 10086 和手机营业厅的线上受理通路，面向用户办理
宽带新装、续费和提速业务。在渠道管理方面，我们通过酬金奖励，以及在考核中增
加了宽带的业务受理比重，强制要求合作式渠道对宽带业务进行重点销售。现在渠道
销售费用压降的很厉害，而且这几年手机终端的销量持续在走低，我们对渠道的掌控
力越来越弱，很多渠道不愿意花精力去营销宽带业务。”
罗主管说：“和我们不同，友商的销售模式是通过装维经理开展网格化营销。比
如说，每一块区域有一个装维人员，这个装维人员负责为这个区域内的宽带用户提供
安装和维修服务。这样慢慢会积累起来口碑和用户信任感，通过一带一的方式来拓展
业务。用户对区域内的装维经理非常信任，忠诚度较高，且愿意为其服务支付更高价
格，这种模式在存量保有上拥有较大优势和较小成本付出。所以，这次国家的政策调
整对友商影响比较小，对我们的市场冲击力却十分巨大，没有酬金渠道的能动性会下
降的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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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了这番分析后，市场部郭经理补充道：“所以说，这次国资委对运营商高质
量发展的要求，给我们宽带业务发展带来了很多的不可控因素，市场岌岌可危。而且
从客户对我们宽带的满意度情况来看，我们宽带的网络满意度远低于主要竞争对手，
宽带的万投比（该指标以月为单位统计各地区内每万收费用户中的投诉数量）居高不
下，经常出现断网和网速慢问题。这样的宽带质量造成我们在市面上价格一直上不去，
现在国资委强制要求宽带价格不得低于竞争对手，那我们和对友商的资费优势就不复
存在了。今后随着千兆宽带越来越普及，用户对宽带网络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很
多应用都要基于高速且稳定的网络环境下才能使用，我们在高端市场的宽带用户流失
正在不断加剧，现在可以携号转网了，高端用户转友商很多情况下都是一锅端，手机
宽带都被竞争对手策反了。我们的宽带网络质量要及时提升上去，现在竞争对手已经
大规模宣传千兆宽带，我们的千兆网络建设怎么样了，能否保证用户使用真正的千兆
宽带，这些可能都是我们急需要解决的问题。”
市场部郭经理内心十分焦虑，因为宽带业务是一项涉及前后端协同的业务，网络
对宽带业务的发展也十分重要。网络部陈经理听了以后，也谈了谈自己的看法。
1.2 网络面临的困境
网络部陈经理首先对这几年 JK 运营商的宽带网络建设进行了介绍：“下面由我来
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公司宽带网络建设情况。我们公司自 2011 年开始投建光纤宽带网
络，截止 2019 年 6 月，已累计投入 60 亿光纤宽带接入网建设，覆盖户数达 2500 万，
网络建设以 FTTH 为主、FTTB 为辅，为覆盖区域提供 100Mbps 及以上业务接入能力，
自 2018 年后开始采用 10GPON 技术开展千兆示范小区建设，来满足未来千兆带宽需求，
支撑用户带宽向千兆演进，计划到 2019 年底，全网具备支撑 500 万千兆用户的网络能
力。目前网络在宽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主要包括了两方面：第一是网络建设投资不断
压降。业务要发展，网络要先行，投资要跟上。面向千兆业务，如高清电视、云 VR、
云游戏，要向客户提供良好的体验，对端到端网络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技
术升级改造都需要投资支持，但是这几年规划部给网络部的投资却逐年减少。第二是
家庭硬件要求很多不具备千兆能力。用户要体验 200M 及以上的高速率宽带必须具备以
下条件：（1）家庭接入网线必须为六类网线或超五类；（2）路由器需选择千兆路由
器；（3）终端侧对电脑网卡、内存和硬盘都有较高要求，硬盘越好速度越快。但是目
前有很多老旧小区仍为五类线，即使订购了 200M 以上的宽带产品，实际速率最多也就
100M，还有一些新住宅小区，不能拉明线，所以就布线这一条件就有很多用户无法达
到。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不考虑用户的使用感知，很多都是快速发展
中隐藏的问题，慢慢暴露了出来。”
1.3 规划技术部的难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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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规划技术部高经理对这几年 JK 运营商宽带网络投资情况进行了介绍：“我
们公司从 2011 年开始投建宽带网络，遵循“价值先高后低、容量先薄后厚、建设先易
后难”的“三先三后”总体原则，要求结合前期市场排摸，合理选择建设目标，新增
覆盖区域当年接入率不低于 10%，确保投资用于有效益的区域。初期重点针对城乡结
合部、开放式小区、员工宿舍等业务密集且建设难度较低区域进行覆盖。中期推进城
区连片覆盖，开展广电替换、铁通光改。在基本完成城区覆盖后，对特色小镇、农家
乐、洋家乐等高价值农村区域进行重点覆盖，2015 年起实现家宽客户覆盖率超 90%。
当前建设遵循“城区覆盖优先、提速提价区域优先、扩容区域优先”的“三优先”原
则，进一步消除覆盖盲点，推进新区建设。农村继续坚持效益优先，严格控制新增覆
盖。
这几年随着家庭宽带客户覆盖率的不断提升和 5G 网络的发展需要，在宽带网络建
设上的投资相对减少，我们规划部负责投钱，但也要注重效益。前几年投下去的钱，
很多都用不掉，有些说是小区物业不让进，有些是工程建设来不及做。还有现在的覆
盖率已经很高了，剩下的都是一些历史遗留的疑难小区，市场部和网络部要去攻坚克
难，把网络覆盖做到这种小区去。5G 建设要投资、4G 无线要扩容、千兆宽带要升级，
规划就这些钱。所以，要有个具体可行的方案出来，我们规划部一定全力配合。”规
划部高经理率先表态。
1.4 客服部的苦水
最后轮到客服部李经理发言了，客服部李经理也只能苦笑了一下，摆了摆这几年
宽带的客户满意度情况，供大家参考。李经理说：“我们公司的宽带网络质量一直以
来不如友商，而且差距较大。从最近这几期宽带客户满意度调研结果来看，每一期的
上网质量和整体满意度都落后友商。就拿 2019 年二季度家庭宽带客户满意度调研来说，
客户对家庭宽带整体表现打分为 8.63 分，其中网络质量评价打分为 8.05 分。拉低满
意度整体表现的服务项目为网络质量、资费套餐、投诉处理和宽带电视四项，其中网
络质量和投诉处理满意度与整体表现满意度差距最大，大家请看表 5。

表5
分类情况

JK 运营商家庭客户满意度调研结果
样本量

均值

标准误

整体表现

9000

8.26

2.13

网络质量

9000

7.66

2.33

资费套餐

9000

8.02

2.25

报装服务

8219

9.07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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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机/移机服务

9000

9.11

1.56

营业厅宽带服务

4978

8.94

1.86

移动热线宽带服务

5040

8.93

1.8

宽带故障修理服务

5799

8.67

2.09

问题咨询和投诉处理

2658

7.8

2.66

续约/续费服务

4169

8.8

1.83

宽带电视评价

7236

8.09

2.28

而日常的投诉用户中，96%的投诉为网络故障问题，宽带电视的整体表现中视频播
放时卡顿/打不开的问题发生百分比最高，归根结底也是网络质量原因造成的满意度下
降。我们的宽带万投比（以月为单位统计各地区内每万收费用户中的投诉数量）一直
居高不下，满意度指标经常被总部通报批评。”
四个部门的老总都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各有各的苦衷，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宽带是一个涉及前后端的长流程业务，需要考虑的东西方方面面，要提升宽带价值绝
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面对突然变化的政策形势，竞争对手的抢夺，公司内部资源分
配，如何完成总部的增收指标，后续又应该如何布局家庭市场，才能使企业保持持续
的竞争优势呢......

2 咨询公司的调研反馈
面对错综复杂的关系，最后四个部门协商决定此事由市场部牵头，设立一个软课
题，招募一家咨询公司来开展用户调研和市场分析，通过全面了解国内外运营商的市
场发展策略，结合公司面临的内部问题，制定一套千兆时代 JK 运营商家庭业务运营新
体系。一个月后咨询公司的报告过来了，为公司的决策层详细描述了整个数字家庭行
业的发展趋势和竞品对标。同时在行业研究、案例研究和内部调研的基础上，对 JK 运
营商家庭市场发展现状与能力进行呈现，咨询报告的内容是这样的。首先是介绍了一
下数字家庭产业。
数字家庭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通过家庭内部、家庭与社区、家庭与社会的信
息互联互通和智能控制，提供各类面向家庭的文化娱乐、生活消费和社区公益等综合
应用服务，实现舒适、安全和便捷的家庭生活方式。数字家庭产业包括各类智能家电
品牌生产商、渠道商、集成商、解决方案和设备管理控制平台的企业，以及上游的芯
片、传感器、通讯模块等元器件供应商。运营商在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智能家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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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链中扮演接入提供商、传输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的角色，图 7 为数字家庭产业链构
成图。

图7

数字家庭产业链构成图

其次是预测了我国未来几年在数字家庭市场规模趋势。我国正处于全面建
成小康的关键时期，大力推进智能家居产业发展是提高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层
次和水平，拉动经济增长、转变发展方式的一个重要领域。随着技术的不断发
展、政策的积极引导以及市场的旺盛需求，数字家庭市场规模将快速增长，到
2022 年国内数字家庭市场规模预计达 7452 亿元。图 8 为 2016 年-2022 年中国
数字家庭市场规模预测情况。

规模

24.80%

2608.5

2016年

22.80%
3254.7

2017年

增长率

20.50%

20.80%
17.22%

3997.5
4817.7

2018年

7452.2

6600.8

2019年

18.65%
5819.3

2020年E

2021年E

2022年E

图 8：2016 年-2022 年中国数字家庭市场规模预测情况

如此庞大可观的市场前景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布局智能家居领域。统观国
内外运营商、互联网企业、传统家庭企业，均将家庭市场的智能化升级作为未来的重
要增长点，家庭市场的布局决定着运营商企业未来的竞争力和用户价值。
在介绍完了宏观情况后，咨询报告结合国内外运营商和互联网厂商的做法，进行
了竞品对标。国内外运营商和互联网厂商都在构建智慧家庭生态来推动家庭业务的价
值经营，竞品在运营过程中，既有成功亮点，也有失败教训。国外主要运营商在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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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发展策略。1、AT&T 公司的定位是“智慧家庭服务商”，以提供持续运营服务
为主，授权其他运营商使用 Digital Life 平台推广智慧家庭业务，收取平台授权使用
费，以用户使用数据为行业合作伙伴提供相应解决方案，如与保险公司合作推出相应
的保险产品。2、SKT 公司以多种形态的 AI 智能语音助手为入口，融入用户全方位生
活，其策略是以 AI 智能语音设备 NUGU 为核心入口，融入用户全方位生活。同时，SKT
与房地产公司的合作，提供整体解决方案卖出，采用渠道酬金模式与公寓服务公司/网
络公司合作，与苹果 APP store 模式一样，与开发者合作分成。3、DoCoMo 公司深度
运营家庭云，重点在于增强用户粘性。DoCoMo 的优势在于整合多种线上线下内容与生
活资源，提供 Smart Life 服务。特别是针对孩子，设计了一系列与成长周期相关的服
务，如母子健康手帐，育儿支援计划，多以免费模式并赠送权益积分，与打印社合作，
提供照片储存与打印，信函照片等服务。
最后在行业研究、案例研究和内部调研的基础上，针对 JK 运营商在家庭市场发展
现状与能力利用 SWOT 分析方法，对 JK 运营商家庭市场发展现状与能力进行综合评估。
机会方面主要有三点：1、智慧家庭市场需求潜力巨大，网络紧耦合业务及延伸产品将
不断出现，家庭用户对家庭带宽、组网需求巨大、对智能安防、云类应用以及整体设
计服务等需求日渐明显；2、本次新冠肺炎，云办公、云课堂、云视频、云招聘、云签
约等场景需求，被进一步认识和激发，大屏互动体验需求增强；3、VR/AR 应用相继成
熟。面临的挑战也有三大方面：1、未来 2-3 年内，200-1000M 带宽将成为家庭接入的
主流；2、大带宽应用尚未成熟，千兆宽带需求难以激发；高质量发展要求下，低价销
售模式无法持久，新的业务模式需要创新；3、小米、百度、华为等各方加快进入智慧
家庭市场，传统运营商的整体市场地位亟待巩固。 公司现有优势有四个：1、拥有家
宽用户规模优势；2、拥有长期在家庭市场形成的品牌优势；3、拥有完善的线下、线
上渠道；4、拥有属地化的装维队伍。当然也存在几个主要的劣势：1、宽带质量有待
提升；2、除宽带接入、宽带电视外，智慧家庭产品线缺乏体系，产品品类数量较少，
且缺少爆点产品，新业务对家庭收入规模性贡献不强；3、生态体系尚不成熟，一站式
服务能力亟待提升„

3 尾声
咨询公司的分析报告使决策层很受启发，虽然面对诸多挑战，但是公司的优势资
源仍在，各部门不应只看到自己部门的问题，而是大家为了共同的目标，整合资源团
结力量创新思维全力以赴解决问题。由一把手挂帅，各部门协同成立联合工作组，着
手起草改革方案„
（案例正文字数：921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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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era of gigabit, how should JK operators layout the home market
Chen JiaLu

Liu Tao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Abstract: Since December 2013, the Ministry of Industry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IIT) has lifted the restriction on the fixed-line business of three operators, JK operators
have transformed from communication operators to full-service operators, and started to
develop fixed-line business vigorously. In the broadband network construction, the
investment of hundreds of billions of yuan to build basic network; In the market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use of mobile phones and broadband bundling sales, in order to move to the
fixed broadband network to achieve the scale of broadband users catch up with friends.
However, with the advent of the gigabit era, SASAC put forwar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requirements for operators in September 2019. JK operators are faced with market saturatio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of CTC, tight investment cost and marketing cost, and internal
pressure of slow revenue growth of voice and traffic servic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ew policy, how should JK operators layout the home market and win in the changing?
Key words: broadband network；value management；market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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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使用说明：
千兆时代，JK 运营商要如何布局家庭市场
一、 教学目的与用途
1. 本案例主要适用于 MBA、EMBA 的《管理学》、《市场营销》等课程，也适
用于其他层次学生的管理教学。
2. 本案例是一篇描述 JK 运营商家庭市场发展及价值运营的教学案例，其
教学目的在于使学生了解国企大型企业特有的行业属性及企业内部错综复杂的联系，
结合市场营销的相关理论，从多个维度综合分析 JK 运营商在家庭市场存在的问题，并
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以提高学生在真实情景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及解决问题的能
力。

二、 启发思考题
1. JK 运营商在家庭市场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是什么。
2. 结合案例，JK 运营商与竞争对手相比，目标市场在哪里？JK 运营商如何制定
千兆时代的家庭市场经营策略？
3. 结合案例，作为家庭市场转型发展工作小组的牵头人，你会通过哪些方式来协
调各部门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