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通质检部门独立于工程部门，两名质检
同时作业，确保不漏检、不错检。

上世纪 90年代不计其数的装修公司在发
包找“游击队”的时候，聚通就建立了自有施工
队伍并十分珍惜工人，发展至今，聚通已有 3000

多名工人，很多工人在聚通一干就是二十年。

聚通深知系统建设的重要性，

系统完善代表着工作的规范、意味
着处事的高效、 指向着成本的集
约、 象征着公司更大的让利于客。

所以聚通始终致力于系统的研发
与完善，价格透明无猫腻的 ERP报
价系统、全方位进行客户管理服务
的 CRM系统、20000多套案例资源
汇聚的设计大库、从预算报价到竣
工结算打通整装产品全流程服务
的管理系统智装天下……硕果累
累的系统建设夯实着聚通装饰集
团的服务效能体系，为聚通品质把
控保驾护航。

ERP 报价系统是融合了客户
“基础装修、基础装饰、空间改造、

个性化装饰、主材定加工”五方面
为一体的完善报价体系，实时在线
连接集团管理中心，主材、人工、辅
材的销售与优惠政策都同步更新。

ERP报价系统就像是为业主提
供的一只 “保险箱”， 一旦确认预
算， 就代表预算存入集团系统中，

任何人不得修改，除非后面要求增
加工程内容或修改用材，否则决算
价几乎可以等同于预算价。

为了让业主快速了解聚通报
价体系内容， 聚通集团研发出了
“15秒家装快算系统”，在系统界面
只要输入每个房间的大概面积，系
统就会自动演算出装修预算明细，

并以费用清单的形式展现出来，让
业主在装修前就对费用做到心中
有数。

设计大库则是聚通发展至今
所有成熟操作案例的资源库，设
计大库已累计筛选 20000 多套成
熟操作设计案例， 基本覆盖上海各大楼盘和各
种户型， 这些案例样本包括相应的操作团队资
料都记录在检索系统中， 业主到位于瑞金南路
570 号的百家宜装潢建材中心就可以进行自助
体验。

在这里， 每一套方案就代表着一套解决方
案，操作的户型和案例多了，解决的问题也就多
了，根据以往的操作经验，可以把设计操作更优
化，既尊重业主的本心之选，又能很大程度的预
见并减少问题的发生，更多地为业主带来惊喜与
满意。

厚植诚信沃土 装饰美好生活
聚通 25年 正心诚意 深耕品质 精化体验

家装，服务链条长且环节多、从业
人员素质参差不齐、 管理相对吃力的
行业， 正是因为业主大多属于装修行
业中的“外行”，装修公司的诚信和专
业才显得尤为重要。大浪淘沙下，想着

依靠华而不实的承诺和虚假不实的数
据生存的企业， 终究会被消费者放弃，

留下的只会是注重口碑沉淀的品牌化
装修公司。

“我们的服务，就是要做到用户信

赖。” 用这一理念指导自身每一步发
展， 聚通装饰集团回首 25年的历程，

公司始终把诚信经营放在重要位置，

为 12万户家庭带来了自在、有温度的
装修体验。

优秀工人的培养也是一个费时且繁琐的
过程，对工人进行产业化培训，并通过稳定的
业务量、及时的费用发放、有归属感的员工关
怀等方式形成良好的留人机制， 强大的施工
力量必将成为家装企业难以复制的核心优
势，聚通装饰集团就拥有这样一支“金鲁班”

职业化施工大军，他们以“匠人精神”默默耕
耘、突破、创新，并持续在专业领域中焕发出
耀眼的光彩。

例如，聚通专门设立的镶贴技术部，对镶
贴专有工艺进行标准化分解，巧妙借助工具，

对一线工人进行镶贴工上岗培训及资格考
核，实现品质统一达标的效果，聚通研发的专
有镶贴工艺技术对墙体基层的处理及材料选
配上，都进行了创新性改良，有效杜绝日后瓷
砖空鼓、脱落等现象，很多业主对此工艺表示
了极大赞赏。

聚通装饰集团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经多年
研发与实践， 成功研发了 46项国家专有创新
技术、106项规范工艺及质量标准，囊括 5大工
艺板块，例如防潮防渗漏有 24项解决方案、防
空鼓防开裂有 29项解决方案、更耐久有 21项
解决方案、更安全有 19项解决方案、更美观节
能舒适有 31项解决方案等， 聚通在质量标准
的创新内容及发布数量在业内都堪称一绝。

在这样的工艺保障下， 聚通装饰集团却
在质量验收方面仍显得“谨小慎微”，相比一
般装修公司的“三道验收体系”，聚通创新了
一套“五级十七道验收体系”。即“自检、复检、

专检、督检、巡检”的验收流程，每道验收均由
不同职能部门人员完成， 并上传验收图片和
报告。

值得一提的是， 专检环节由集团独立的
质检部门的资深质检人员完成， 验收工地由

质检中心提前一天进行随机匹配， 项目经理
和质检师当天才知道对方名单，有效规避“人
情质检”，确保检查的公平、公正。验收现场，

质检对工艺项目按验收标准逐项复查， 并通
过 IPAD 上的系统软件对施工的完成质量进
行评分形成验收报告， 同步通过网络上传给

集团项目管理中心备案，并现场拍照存档，同
时验收报告也作为工艺研发中心的改良与革
新技术的重要原素材， 保障技术的常创常新
使装修业主能收益良多。

装修前，每一个在聚通申请装修的用户，

都会有专人负责预先沟通， 尽可能详尽地了
解用户装修需求， 然后有针对性的匹配设计
师和施工团队，相互合得来的客户和服务团
队才能让复杂漫长的装修过程变得身心
愉悦。

装修过程中， 业主的疑问和诉求都可
以交给聚通 “工程管家” 微信平台， 它与
CRM 系统互联，通过设计图纸、装修进度、

合同优惠、远程监理、材料跟踪、付款明细、

我要评价等多个板块内容，真正实现“响应
0 时差、服务 0 距离”，让业主足不出户，即
能全面掌握自家装修情况， 并与各方人员
无障碍沟通。

例如其中的“材料跟踪”板块，后台将会显
示业主选购的每一样主材辅材的品牌、 数量、

配送时间，业主可根据“工程管家”后台信息到
现场进行亲自验收，忙碌时间也可以安排工人

代为验收， 并在手机后台实时看到代验收情
况。“远程监理”板块则是忙于工作抽不开身的
客户福音，施工班组长将从施工现场及时上传
各施工节点的施工照片，即使施工结束，这些
信息也会被保留在业主后台账户之中，成为业
主装修的记录册，日后需要维修或重新装修时
可作为重要参考。

装修过程中涉及很多角色，难免遇到沟
通不畅、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时“我要评
价”板块则为客户提供了及时反馈装修需求
和问题的发声机会。业主直接通过“工程管
家”平台向聚通装饰集团客服咨询和反馈意
见， 由客服人员与相关人员所属部门领导及
时解决，同时，这些评价与施工人员绩效直接

挂钩，倒逼服务质量，通过这种外在监管的压
力， 形成体系内员工不断形成自我完善的无
穷动力，加大了业主手中的主动权，加强了家
装企业的服务质量管理。

“工程管家” 微信平台上的每一项功能都
拥有着切实的工具属性， 帮助业主衔接各方，

但每一项功能的背后，无不充满着聚通尊重用
户需求的人性化关怀。

装修竣工后， 聚通装饰集团为业主提供
水电隐蔽工程免费质保 20 年（比业内标准延
长 15 年）的售后服务，一旦有任何问题都可
以拨打聚通售后专线， 售后人员将迅速上门
检查维修， 避免对业主的日常起居与经济损
失造成更大影响。

“专业的人， 设计专业的方案———专业的
施工与选材， 成就专业的品质———专业的质
检，验收专业的效果”，专业效果即是对专业方
案的还原，自此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在聚通， 设计师提供专业的空间规划，结
合自身对工艺和材料的专业认知，用具有前瞻
性的设计，提供性价比高、能出效果的设计方
案。当然，除了巧思妙想的图纸绘制能力，实现
客户的梦想也是聚通设计师肩负的使命。

聚通昆山设计中心设计师贾兆华为年迈
夫妇火灾后的家进行重建设计， 制定极具性
价比的设计方案和建材选配，反复跟进工期，

确保老人尽快入住， 考虑到火灾后损失惨重
的夫妇俩具体情况， 贾兆华破例免了自己的
设计费用。 尚海整装设计二部设计师朱巍巍
用两个多月的前期努力和充分准备感动了
60 多岁的美籍客户，签约后更是多次往返距
公司 40 公里外的美兰湖工地查看施工情况，

让客户收获了畅通无阻的装修过程和亮点频
频的完工……在聚通集团， 这样的设计师有
很多。

作为一名聚通设计师，他们秉持着“委托
即信任，珍惜信任即珍视自尊”的服务观，珍
惜每一位客户的托付， 投入百分百的专业热
忱为客户服务， 同时不放弃设计上的每一个
细节，为客户打造美好的生活空间。

设计方案的落地需要优质材料和先进工艺
的支撑。 聚通拥有 3家一站式选材商场———位

于瑞金南路 570号（近瞿溪路）的百家宜装潢建
材中心一店、位于浦东南路 1630号（近浦电路）

的百家宜装潢建材交易中心二店和位于肇嘉浜
路 100号（卢湾体育馆旁）的尚海整装实景体验

中心，累计 2万平方米的实景建材生活馆，全球
一线品牌进驻，容纳了上万种名优建材。

聚通装饰集团对入驻的每一户商家都经
过了标准化体系的考察遴选，并结合上海市装

修装饰协会的多年认证指标数据，无投诉等原
则，建立材料评审和严格准入机制，全部销售
秉承正货优选、正品服务、正价承诺的“三正”

原则，向消费者承诺假一罚十、贵一赔五。

想要了解更多聚通
相关服务信息的业主朋
友，欢迎拨打聚通 24小时
官方热线电话 400-016-

6699查询，或登陆聚通官
方网站 www.jt111.com

专业成就价值 开启美好筑家生活

耕耘匠人精神 完美匠心必作于细

尊重用户需求 有效提升消费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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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通装饰集团拥有三家建材选购城，实景出样，厂商导购，让消费者兜兜转转，一站满足所有家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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