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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OA解决方案

智能化、平台化、全程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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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OA的发展历程

• 传统办公办公模式

• 需要大量的纸张、打印

• 面对面办公模式

• 受办公地点限制

• 固定时间段模式

• 办公自动化软件

• 网络化审批，但是受时间

与空间的限制

• 碎片化时间无法利用

• 新技术的出现，让软件发生了更

为的变化，重新定义软件的操作

形式与交互形式、重新定义软件

的服务范围、重新定位了组织与

业务的沟通形式。

传统时期 互联网背景
云计算、大数据、微服务、

人工智能、区块链、5G

• PC端为主，移动端偏弱

• 实现大部分OA应用功能在

移动端的使用

• 可利用碎片化时间，但是应

用面窄

移动互联网背景

协同OA行业的发展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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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OA给企业带来的价值

基于每一个人的岗位或角色构建工作场景，

让不同的组织、部门、团队围绕事件，形成协同化的运作

以人为核心的协同化运作
从业务到运营，支撑所有条线的制度的落地

让制度执行更清晰、授权更明确，让管理可复制，满足企

业持续发展的需要

实现制度落地与管理复制

实现对于组织结构工作的全面层层透视

从组织到部门，再到具体的岗位

让企业运营更透明、清晰

管理人员层层透视
帮助企业构建以目标为纲的管理体系，通过协同运作，为企业实现

目标落地；所有业务过程沉淀为数据，为管理者提供管理支撑。

形成企业目标到绩效的闭环

与工作场景打通，实现所有知识文档从工作

当中产生，又到工作中去运用

全面知识沉淀与分享

将分散在各地、各职能体系的人员都装入一个统一的平台，

进行沟通与协作，确保组织的完整性，并快速形成一个扁平

化的沟通协作环境。

连接所有组织和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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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e-cology发展历程

2001-2002

泛微初创，协同管理软件

V1.0面世，以人员通讯录

、文件管理、email为基

础入口的管理软件

协同管理软件e-cology

的持续发展，推出

V2.0-V5.0，轻应用、

流程驱动、统一门户与

知识管理平台

全新产品线发布，全面

推出V6.0产品，实现协

同办公的移动化支撑，

移动端流程待办、新闻

公告、日程会议、移动

通讯录等

2003 - 2008 2008 - 2010 2011 - 2015 2016 - 2018

随着社会个性化发展，e-

cology重点发展了社交化管

理方案与开发平台，实现以

表单建模和移动建模的方式

，帮助企业快速实现需求落

地的开发平台

为进一步夯实e-cology平台

的服务体系，泛微进一步提

升了系统性能，并面向协同

办公智能化方向发展，推出

了V9.0产品，确立了智能化

平台化、全程电子化的的产

品方向

产品立足 产品发展 产品共享

e-cology产品的持续深化脚

步并未停止，未来我们将构

建一个社会化协助开发共享

的平台，任何人、任何客户

、任何伙伴都可以在e-

cology平台中进行开发并共

享成果，形成一个健康的生

态

2019 -

产品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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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矩阵 高度协同

采用“协同矩阵模型”模拟企业真实的运作，

一个企业内部都是网状结构并协同运作；

功能模块间的高度协同，从任意一个信息节

点提取所有相关信息的企业信息网状管理。

协同矩阵模型，一个信息点拉出所有相关信息

知识文档

人力资源

客户关系

流程管理

产品资产

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

协同矩阵图 知识文档 人力资源 客户关系 流程管理 产品资产 项目管理 财务管理

文档与文档协同 员工与文档协同 客户与文档协同 流程与文档协同 产品与文档协同 项目与文档协同

文档与员工协同 员工与员工协同 客户与员工协同 流程与员工协同 产品与员工协同 项目与员工协同

文档与客户协同 员工与客户协同 客户与客户协同 流程与客户协同 产品与客户协同 项目与客户协同

文档与流程协同 员工与流程协同 客户与流程协同 流程与流程协同 产品与流程协同 项目与流程协同

文档与产品协同 员工与产品协同 客户与产品协同 流程与产品协同 产品与产品协同 项目与产品协同

文档与项目协同 员工与项目协同 客户与项目协同 流程与项目协同 产品与项目协同 项目与项目协同

文档与财务协同 员工与财务协同 客户与财务协同 流程与财务协同 产品与财务协同 项目与财务协同

财务与文档协同

财务与员工协同

财务与客户协同

财务与流程协同

财务与产品协同

财务与项目协同

财务与财务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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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控制

组织规则

集成引擎

消息机制 内容引擎

权限规则

岗位职责数据管理

员工门户 供应商门户

客户门户管理者门户

经销商门户决策者门户

知识管理 流程管理

项目管理任务管理

客户管理资产管理

费用管理

以人为核心、流程为血脉

泛微OA以人核心，基于每一个人的岗位构建工作场景。

同时，通过流程使得整个企业所有的应用、数据、信息都可以流程

来驱动，从而带动所有的数据、应用在不同的工作场景中运用，

同时让不同的组织、部门、团队围绕事件，形成协同化的运作。

以人为中心，以流程为血脉，协同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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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轮联动 高效协同

在实际企业运作过程中，事务之间、系统之间、部门之

间都是联动的， “齿轮联动模型”系统设计；

一个模块的运转能够带动其它各模块的运转，大大加强

该模块的功能，同时提高系统的集成性。

项目 合同 人事 财务

组织协同 人员协同 应用协同数据协同

齿轮校合中心

齿轮联动模型，一个模块可以带动其他模块的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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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到执行 协同运作

帮助企业构建以目标为纲、以组织架构为骨架、以人为

心脏、以工作流程为经脉、以知识信息为血液，

协同内外各个部门、各种人员协力达成组织的目标。

数据报表中心模块

协作区模块

对数据分析提取

七大功能模块支撑协作区运作

为了计划实现而进行协作工作客户营销 财务费控

资产协助 人事协作

公文事务 合同法务

项目协作

目标转化为计划

财务模块 项目模块

客户模块 资产模块

知识模块 流程模块
人力资源

计划任务管理模块

目标

目标为纲、计划任务为桥、各个模块协同运作，为管理层提供管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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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协同管理平台的核心特点

智能化
OA通过智能语音来交互，消除软件界面；

让组织每位成员拥有一位7*24小时的智能办公助理!

平台化
OA平台与其他异构系统集成构建统一工作平台，

7大引擎满足组织灵活变化需求，实现按需应变！

全程电子化
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电子合同、电子存证，

彻底告别纸张办公，让组织的整个运营流程完全电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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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引擎支撑能力

七大引擎

支撑灵活应用构建

泛微七大核心引擎，结合智能化组件，常规

应用完全通过配置化方式，通过拖拉拽即可

完成应用调整与扩展，无须代码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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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共享的技术平台

开放
满足个性化的需求扩展

为用户提供个性化的扩展与调整，实现用户需求

的快速调整，响应业务需求

共享
企业级应用商城，快速复用

为用户各种行业、专项的解决方案的应用商城，

包括门户类型、行业流程、管理应用、业务报表

应用等，实现应用的快速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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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各项移动化需求

办文办事办会的移动化，实现在移动端的手写签批、圈批、

原笔记的保留等等；

实现所有的企业应用装入到一个公司；

中国中化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四大国家石油公司之一，领先的化工产品综合服务商；

最早入围《财富》全球500强榜单的中国企业之一，迄今已

28次上榜，2018年名列第98位。

项目亮点

适应公司复杂组织结构

总体规划中化集团的能源、化工、农业、地产、金融板块；

从中化集团总部和直管企业出发，能源同地产板块5家公司

进行试点，逐步推广到2级、3级公司；

典型客户案例：中国中化集团，一个平台，多层次管控、个性化应用



|泛微国企办公平台方案13

典型客户案例：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全球化、多部署模式融合

全球化多种部署模式融合

部署集团总部系统和境外香港系统，分别为总部和直管企业

提供服务和境外企业提供服务；

所有系统通过数据交换中心打通，实现集团统一共性管理的

同时，兼顾实体企业个性业务需求。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由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与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重

组而成，是中央直接管理的特大型国有企业；截至2018年8月

31日，中国远洋海运集团经营船队综合运力排名世界第一。

项目亮点

统一办公平台支撑集团业务管理落地

以战略目标贯彻为核心，构建整个集团公司，覆盖全球90个

国家和地区的300个分支机构、18个核心部门的办公管理平

台，完成整体集团业务管理的上传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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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客户案例：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大用户数客户

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国内领先的“A+H”股上市综合性保险集团；为超过1.23亿名客户

提供全方位风险保障解决方案、财富规划和资产管理服务；连续

八年入选《财富》世界500 强，2018年位列第220位。

项目亮点

支撑全球近百万客户量

OA+移动APP+微信的全面融合

通过微信实现大量用户的部署与使用；

面向整个生态体系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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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

泛微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客户案例



|  泛微 e-cology 9.0 产品功能介绍16

志达宇泛 见著于微

持续为客户创造价值！
我们始终努力提好用的移动办公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