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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简介
一串数字，感受泛微的成长与收获

志达宇泛、见著于微

变革的年代，泛微不做林中鸿雁、渊中卧龙，欲以十年一剑之锋芒，创
软件宏图，建信息伟业，以激情和从容面对机遇，以智慧和真诚回报社
会。面对新经济大潮，面对众多的期望，我们坚信前进的年代必定映射
前景事业。

1 个目标

20 余年

87 个行业

200多家机构

6800 多位同仁

50,000 多家客户

为客户提供最好的协同管理软件产品

20年来始终专注协同办公软件的研发与服务

87个细分行业解决方案适应大部分企业组织

200家本地化机构打造2小时内服务能力

全国6800多名专业人士为客户提供全方位服务

全国拥有50000多家中大组织客户，覆盖87个细分行业
eteams 80万家注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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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泛微持续自主创新主路

泛微公司发展历程

产品立足 代工OEM 产品发展    全国布局 品牌深化

2001

泛微初创，协同管

理软件V1.0面世

2002 - 2004

• 获得上海优秀软件产品，

之后连续4年获此殊荣

• 通过ISO9000认证

• 获得上海火炬计划项目证

书

• 国内首家通过CMM3认证

• 开始为浪潮、朝华做OEM

• 泛微协同管理研究院成立

• 推出协同办公标准版e-office

2005 - 2006

• 全面团队规模建设

• 全国渠道体系走向成熟化

• 全新产品线发布

• 实现销售合同额突

破亿元大关

2007 - 2008 2009 - 2012 2013 - 2016 2017 - 2020

• eteams云办公平台发布

• 国家重点软件企业

• 推出全新移动融合平台

• 2017年泛微主板上市

• 智能化.平台化.全程电子化OA

• 全面国产化支撑的OA

•  腾讯战略投资泛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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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泛微组织发展历程 -- 以客户为中心
二十年发展赢得政府及行业认同

项目服务中心

客户运营管理中心
覆盖全国的客服服务网络，关注客户的使用，定期的运维

市场营销管理中心

覆盖从战略客户、常规服务的营销服务体系，同时与

各大厂商形成合作

咨询服务管理中心
全国300多位行业技术专家，为

用户提供专业管理体系梳理

技术与产品研发
1000多人的技术与产品研发团队，

保持持续的技术领先

覆盖全国的现场服务圈，打造2小时内的现场服务能力

以客户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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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组织发展历程 -- 覆盖各地2小时服务圈

沈阳  大连  长春

丹东  吉林  朝阳

哈尔滨 

北京  天津  太原

包头  承德  石家庄

唐山  呼和浩特   

杭州  南京  济南  苏州  福州  合肥

宁波  温州  金华  嘉兴  台州  绍兴

湖州  丽水  常州  扬州  无锡  南通

淮安  盐城  昆山  镇江  泰州  连云港

厦门  莆田  龙岩  漳州  泉州  芜湖

滁州  青岛  烟台  临沂  潍坊  淄博

日照  威海  济宁

成都  兰州  昆明

重庆  贵阳  西安

西宁  银川  新疆

滇南  榆林  西藏

长沙  郑州  南昌  武汉

荆州  宜昌  襄阳  长沙    

邵阳  衡阳  恩施  十堰

 株洲  娄底  常德  岳阳  

许昌  湘西  郴州  永州  

  九江  赣州  豫南  商丘  

宜春  上饶  

深圳  广州  东莞  珠海

汕头  中山  佛山  惠州      

潮州  揭阳  肇庆  江门

海口  柳州  桂林  南宁 

200多个

本地化服务机构 东北

华北

华东

华南

华中

西部

海外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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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的行业领导力
泛微已成为中国高端移动办公协同OA的专业厂商

112人

446人

870人

6800人

组织规模

2005

2008

2011

2021

1家

15家

35家

200家

2005

2008

2011

2021

服务地域范围 销售业绩

2005

2008

2011

2021

客户总量

13%

33%

23%

34%客户营业收入
1-15亿之间

客户营业收入
超15亿以上

中国企业
500强

世界企业
500强

泛 微 团 队 全 国 人 员 总 数 达 到
6800多，每年人员培养增长
30%以上

泛微在全国200多个城市设立
本地化服务团队，满足全国客
户的服务需求

泛微每年保持良好增长，已成
为销售业绩领先的协同管理软
件厂商

泛微已为87个行业，超过5万多家
企业提供了协同管理软件的服务

领先 领先 领先 领先



产品研发与创新
Weaver Network Focus OA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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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客户实时互动，推动产品研发创新效率与成果

泛微产品的生态体系 -- 构建协同行业完整产品线

移动信息门户
把所有移动应用装入

一个手机APP

E-Mobile

一体化移动办公云应用平台
公有云部署，快速构建高效率线上协作团队

eteams

e-cology 中大型企业协同管理应用平台
私有云部署，面向中大型组织

e-office 中小型企业协同管理应用平台
私有云部署，面向中小型企业

e-nation 移动化电子政务平台
私有云部署，提升政府办公效能

统一印控与电子签署应用平台
公有云/私有云部署 帮助客户统一管理物理与
电子印章，完成全程电子化的最后一公里

契约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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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持续的研发创新
与客户实时互动，推动产品研发创新效率与成果

采用自然语言、实时化数据等技

术实现智能化的移动办公平台

独 立 的 研 发 总 部 | 1 0 0 0 多 研 发 人 员 | 客 户 互 动 式 研 发 
为客户提供持续创新产品、完善的产品服务、致力为客户提供好用的协同办公软件产品

高配置性的平台，成熟的配置

组件，即插即用的成熟应用

全程电子化

实现组织内外协同，电子化签约，

打通所有的流程，实现全程电子化

智能化

平台+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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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持续的研发创新
与客户实时互动，推动产品研发创新效率与成果

第一家专注于协同管理平台的厂商

第一家以组织为核心的协同软件厂商

第一家具有自主工作引擎的协同厂商

第一家具有自主门户引擎的协同软件厂商

第一家具有自主内容引擎的协同软件厂商

第一家具有集团分权体系的协同软件厂商

第一家具有自主移动办公协同软件厂商

第一家具有云计算协同办公的厂商

第一家具有微信集成的协同办公厂商

2001

2002

2004

2005

2006

2007

2010

2012

2014

第一家推出语音智能办公软件厂商2017

第一家推出全程电子化移动办公厂商2018

第一家具有建模开发平台的协同软件厂商2008

二十年创新路-引领协同管理软件行业发展

第一家推出开放平台的移动办公厂商2019

领先推出内外协同全面解决方案的协同软件厂商2020



公司资质与荣誉
Weaver Network Focus OA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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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资质与荣誉
二十年发展赢得政府及行业认同

2013-2020年度上海市著名商标

2016年度上海市名牌

2015-2016年度上海市明星软件企业

2013-2014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2014安永复旦中国最具潜力企业

2011-2012年度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中国协同办公领域客户满意最佳品牌  

中国协同管理软件领军品牌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实习基地

2012年度上海市明星软件企业 ISO9001认证  

2011年度上海市明星软件企业

……
   

2020年“年度中国IT行业最佳产品奖" 

2020新基建与行业创新应用优秀产品

2020中国SaaS优秀产品奖——eteams

2016年“全新移动协同系统优秀解决方案”

2016年“阿里云金牌合作伙伴”

2013、2014年度上海市优秀软件产品(V8.0) 

泛微协同商务系统V7.0软件著作权 

泛微协同办公标准版软件8.0软件著作权

泛微合同管理系统软件V1.0软件著作权 

泛微统一通讯平台软件V1.0软件著作权 

泛微协同办公标准版软件V8.0软件产品登记 

……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

产品资质 行业荣誉 客户荣誉
2015-2020年度中国云服务最佳案例奖

2013福布斯中国非上市潜力公司100强前十

2015中国协同管理领域领军企业奖

2015最具服务满意度企业奖

2014中国行业信息化突出贡献企业奖 

2012年度协同管理领域领先企业

2011最佳云OA软件品牌奖 

2011年度最佳成长IT供应商

企业信息化十佳优秀解决方案 

企业信息化十佳优秀解决方案奖

协同办公OA软件领军企业

……

上海全筑集团、中信戴卡股份、快尚时装CIO分获

2015信息化贡献人物奖

新日电动车信息化案例荣获2013年度中国两化融

合应用领先最佳实践奖

TNT（集团）协同管理平台（e-cology）荣获

2013年中国物流与采购信息化优秀案例

上海医药、中央商场、新日电动车信息化案例荣

获商业评论管理行动奖优秀奖

王府井百货OA项目获2012年度最佳IT项目实施奖

江苏PICC协同OA荣获商业评论管理行动奖优秀奖

复地集团协同OA荣获商业评论管理行动奖优秀奖

……

上交所主板上市公司 腾讯战略投资企业

公司资质



泛微客户与伙伴
Weaver Network Focus OA Softw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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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相伴20年一起成长的客户
是所有客户的一路相随，推动泛微快速成长

江苏扬子江药业集团

华数数字电视有限公司

人本集团有限公司

开元旅业集团

九州通集团

四川省亚中医疗仪器有限公司

锦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帅康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鲍麦克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伊通有限公司

四川迪康产业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

上海华虹（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蓝鸟机电有限公司

中山市恒立针棉织品有限公司

北京彩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泰恒光学有限公司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上海航华国际船务代理有限公司

上海晶澳太阳能光伏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已有3000多家客户与我们相伴成长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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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服务于上万家大中型企业组织
是所有客户的一路相随，推动泛微快速成长

衣 食 住 行

能源行业 化工行业

文化娱乐 金融

物流运输 科研所

商务服务 五金机电

农林牧渔 轻工电器

多元化集团 医疗卫生

电子信息 投资

政府及公共事业 服务行业

装备制造业 建筑装饰

影视媒体 制药与药品

教育 节能环保

IT软件及互联网 商贸流通

交通 餐饮酒店

烟草 物资贸易

日用生化 零售百货

冶金矿业 传媒行业

87 个细分行业 20 种企业类型 1000 个应用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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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服务于上万家大中型企业组织
是所有客户的一路相随，推动泛微快速成长

世界500强
44家

中国500强
160余家

上市公司
1500余家

民营500强
20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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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有客户的一路相随，推动泛微快速成长

泛微超大用户数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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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与行业公司形成合作生态体系

泛微的合作生态体系

 

 

 

 

 

高端战略伙伴

管理咨询伙伴

本地 / 行业软件伙伴

互联网公司伙伴

高校联盟伙伴



| 泛微公司介绍-2021 20 主板上市公司  腾讯战略投资

稳定交付.持续沉淀

信创生态

完全覆盖生态链 
泛微已和生态圈100家伙伴绑定互认，完全覆盖整个生态链。生态厂商联合研发业务组

件（龙芯 Open JDK、华为鲲鹏、高斯、 WPS、契约锁、数科……）

完整生态发展，走出我国自主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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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客户提供好用的协同OA软件

专注、专业

n  泛微的技术 – OA行业内的技术创新应用泛微一直领先；

n  泛微的产品 – 7大引擎可灵活配置的协同管理平台-行业应用典范；

n  泛微的经验 – 87个行业的成功应用经验，保证快速成功实施；

n  泛微的规模 – 全国6800多位协同软件人才—公司规模领先；

泛微的业绩 – 行业内主板上市公司—公司业绩领先；

n  泛微的客户 – 20年服务了50000多家中大型客户—客户群体领先；

n  泛微的机构 – 分布在全国200多个城市的本地化服务机构—服务范围领先

n  泛微的资质 –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腾讯战略投资

志达宇泛、见著于微

二十年来持续创新只为一个目标：为客户提供好用的OA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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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微软件  盛开中国
是所有客户的一路相伴，推动着泛微的快速成长

移动办公
OA软件

房产
建筑

酒店

医药
医疗

政府
机构零售

集团型
客户

信息
科技 金融业

物流
行业 通讯

农业

…

…

传媒

…

制造业
餐饮

化工

服装

87个行业

50000
余家客户

通过与客户合作形成了众
多的行业解决方案



志达宇泛   见著于微

感谢您的信任与支持！
我们始终努力提供好用的协同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