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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概况 

1.1 公司简介 

成都埃尼亚克软件有限公司（简称：“埃尼亚克”、英文“Eniac”），创立于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西部园区)。公司以软件技术为核心，主营业务包括：

软件定制与外包，信息化解决方案与服务，软件产品与平台，互联网应用与电子

商务服务。 

 

 成都市重点支持的软件企业、优秀创业企业 

 英特尔® 软件合作伙伴 

 2013 成都《财富》全球论坛软件与服务提供商 

 

公司秉承“责任、务实、感恩、合作”的理念，为社会、客户、投资者和员

工创造价值，先后同 Intel、东软、国腾软资、四川大学等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

多家企事业单位长期的信息化解决方案与服务提供商，公司始终致力于成为全球

优秀的软件与服务提供商。  

1.2 服务客户（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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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iOA 办公管理平台》介绍 

2.1 概述 

《iOA办公管理平台》是根据您的发展战略及要求，量身打造唯一适合您企业

管理特色的个性化的全面的办公系统。基于开放式设计，采用加密传输技术，接

口技术满足同您企业其他内部系统的互联互通，全面加强集团公司与分公司、公

司与部门等相关体系之间的内部联系，提升您企业的协同办公效率及执行力。 

时尚、简约的设计风格及个性化的用户体验，缓解经常使用所面临的视觉疲

劳、避免枯燥。 

文件审批全面支持手写意见、手写签名和电子公章。自动产生格式完整的正

式文件与 office系统紧密结合，实现电子签名和电子印章的处理，拥有同手工处

理一样的电子文件体系。全面支持清晰的痕迹保留。系统架构支持移动终端办公

及审批（手机、iPad）。  

2.2 适用范围 

本系统适用于集团公司、各类企业、单位、政务等办公及审批应用。 

2.3 系统特点 

1、无限级自定义架构体，可随意扩展，充分满足您企业未来发展要求。 

2、集中办公设计模式，将您企业体系内（总部、分公司等）不同的人员集成

在一个协同的工作环境中，根据权限的不同获得不同的信息，下级分公司无需再

次单独研发办公系统，实现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管理模式、同时降低成本。 

3、规范流程、知识共享、跨部门协作，有效降低办公成本、提升办公效率及

执行力。 

4、个性化的用户体验，系统界面可根据喜好任意更换壁纸、堆积木式的增减

功能模块，增强用户体验自主性，减轻疲劳避免枯燥，让办公变的更快乐。 

5、文件审批支持电子签章、手写意见、电子私章、痕迹保留、笔记修改、自

动套红，真正实现无纸化办公。 

6、支持手机、iPad移动办公应用，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处理与业务相关的

任何事情，摆脱时间和空间的束缚，人到哪里，办公桌就跟到哪里！ 

7、基于底层架构的防攻击技术、压缩传输加密技术及完善周密的权限控制，

为您提供全方位的办公安全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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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主要功能 

NO 功能模块 功能说明 

1.  系统管理 配置系统组织架构、权限组、用户及印章等，包括部门管

理、角色管理、用户管理、印章管理等。 

分公司及部门可随意扩展、实现权限自定义、不限用户数，

同一用户可同时拥有一个或多个部门及角色。 

2.  信息发布管理 每个公司可单独设置自己的二级自定义信息类别、向本公

司或集团内的一个或多个具体公司或部门点对点发布信息，支

持设置单独的查看密码。 
3.  信息查看 按信息类别分类查看所接收到的信息，并按照类别自动打

包，在桌面显示并标注是否未读等状态方便查阅。 
4.  集团动态 管理、发布与集团相关的新闻动态，支持自定义分类、支

持一键发送到集团官方网站。 
5.  文件收发管理 向本公司或集团内的一个或多个用户发送文件、查看文件

接收情况，支持多附件上传、支持强制删除文件等。 

接收来自其他用户发给自己的文件。 

可自定义我的用户分组，开设系统网盘，存储、管理我的

文档。 
6.  流程定义 制定审批流程及文件模板。 
7.  出文审批 集团或公司向外出文的审批管理，包括拟稿、流程复核、

审核、会签、审批、文稿整理、出版确认、签章、归档等。 

支持电子签章、手写意见或签名、电子私章、痕迹保留、

综合归档等。 
8.  来文审批 下级、外部、上级机构来文审批管理，包括来文登记、分

发、批示、办理、归档等。 

下级来文系统自定衔接处理，来文批示实现自定义无限极

体系的不设终结点的动态流程。 
9.  工作日志 编制、管理及查阅我的工作日志，根据权限查看、批阅他

人工作日志。 
10.  项目管理 查阅、管理所在公司/部门及下级公司/部门的项目和项目

的进度情况。 
11.  支撑系统 《数据加密系统》：负责压缩、加密传输 

《流程控制系统》：负责流程流转 

《事务智能提醒》：待办事宜及相关事项系统提醒 

《接口关联系统》：处理其他与本系统的互联互通 

《扩展维护系统》：功能扩展、自定义系统维护 

《硬件支持系统》：U顿、手写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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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技术架构 

采用 B/S模式、.Net3.5+MS SQL2005 技术、Windows Server 2003 IIS6。 

2.6 版本及价格 

NO 版本 说明 售价 

1.  标准版 适用于各类企业、公司、事业单位使用 面议 

2.  政务版 适用于政府、单位使用 面议 

3.  集团版 适用于集团公司使用 面议 

4.  酒店版 针对星级酒店办公应用及内外网互通 面议 

5.  移动终端 各版本均可搭载移动终端（手机、iPad） 面议 

2.7 效果展示 

注：效果展示图片中的数据和功能不代表最终数据和功能。 

2.7.1  系统主界面效果 

任意更换壁纸，更改主题背景，更改头像，展开/隐藏左侧主功能菜单，加添、

取消应用，查看最新消息及代办事宜。 

 

 



                                                    《iOA 协同办公管理平台》简介  

成都埃尼亚克软件有限公司                                                  第 7 页 共 9 页 

2.7.2  iPad 界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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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3  文件审批示意图 

手写意见、电子签章、电子私章、痕迹保留、笔记修改、自动套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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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服务保障 

3.1 服务 

为系统因技术原因造成的质量问题提供终身质保。 

免费提供一年维护服务。 

维护服务包括：内容服务、现有模块技术升级服务、操作培训、接口服务、

备份及数据安全服务。 

服务相应时间：7×24 小时热线服务，项目经理专属热线服务，30 分钟内给

予问题反馈，2小时内上门服务。 

3.2 联系我们 

联系电话：028-6916 2266    

联 系 人：王坐予（134 3811 9099） 

网    址：www.eniac.sc.cn  

联系地址：成都高新西区西芯大道 4 号 123室 

 

http://www.eniac.s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