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远程办公类服务产品

序号 服务机构名称

可提供服务产品情况介绍

2-4月 联系方式 线上服务申请方式
产品名称 内容说明 价格区间 服务周期

1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友空间

友空间是企业社交化协同办公平台，主打“统一入口、协同
办公、社交沟通、业务协同”四大核心价值，利用健康记录
、公告、任务、即时通讯、视频会议、直播等服务，解决企
业防疫和协同办公诉求，使企业可以在多端完成协同管理工
作，帮助企业在抗疫情数字化转型时期构建智慧的数字化工
作入口，提高远程办公效率，降低运营成本，赋能员工和团
队，激发组织活力。

1、友空间协同标准模块：120/人/年
。
2、视频会议：每会议室每年4800元。
3、云直播：每年20000元起，其他增
值服务需单独计费。

年 免费 18800009353
010-86393388转4        
注册：
https://ec.diwork.com

2
畅捷通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T+cloud（京津冀
工业云ERP应用）

小企业的云ERP系统，在线管理企业的购销管理、库存核算、
移动仓管、简单生产、委外加工、分销零售、POS收银、订货
商城、电商管理、微信营销、客户管理、会员管理、财务总
账、报表、发票报税、薪资管理、资产管理、工作圈OA。

普及版2980/年；
标准版4700/年起；
专业版6100/年起；

年 免费
18910888772
18847951023

http://tcloud.chanjet.c
om，在官网上的最下方浮
窗输入正确的手机号，点
击获取，会有客服实时沟
通联系并协助选择适合申
请企业的产品版本。

3
腾讯科技（北京）有限
公司

企业微信
专门用于办公沟通的工具，支持10000人全员群、300人音视
频会议，一键拉会，更有公告、打卡、审批、汇报、日程、
微文档、微盘等协作工具。

普通版免费，定制版视定制内容定价
。

年

免费
（不含
定制内
容）

15319181717
https://work.weixin.qq.
com/

腾讯文档
远程办公多人在线协作文档。支持Word、PPT、Excel等多种
文档类型在线编辑，并实时保存在云端。打通微信、QQ和PC
等多个平台的编辑和分享能力。

普通版免费，会员版240元/人/年。 年 免费 15319181717 https://docs.qq.com/

腾讯乐享
为客户提供企业直播、课堂、考试、学习地图、文档、问卷
调研等多项应用服务，支持跨地域培训/考试、高效信息发布
与收集、实时在线解答员工疑惑等。

视定制内容定价。 年 免费 15319181717 https://lexiangla.com/

4
北京金山办公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WPS+云办公
为企业用户提供的一站式云办公SaaS服务，包括多平台的WPS 
Office、云端存储、协同办公、移动会议、企业管理后台等
模块，为满足企业随时随地、安全高效办公提供解决方案。

1、正常价格365元/年。  
2、免费试用期结束后7折购买。

年 免费
18510664116  
15901068853

www.wps.cn

5
钉钉互联（北京）技术
有限公司

钉钉

钉钉软件产品含手机app版、PC版和Web版。核心功能包括：
音视频会议、员工健康打卡、消息已读未读、DING消息任务
管理、企业通讯录、移动办公考勤，签到，审批，企业网盘
、智能人事等。

普通版免费，定制版视定制内容定价
。

年

免费
（不含
定制内
容）

13910828438
需要和业务人员对接，业
务人员通过系统上传

6
北京云族佳科技有限公
司

云沃客企业版
为企业用户提供在线协同管理、一站式人员管理、各类人员
精准招募、客户关系管理等综合服务。

10人以下企业免费，10人以上企业每
人每年999元。

年 免费 18511778855
https://www.clouderwork
.com/
或手机APP“云沃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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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北京人人时代科技有限
公司

账无忌智能财税机
器人

集业务、财务、税务一体化的智能化软件服务产品
1、疫情结束后3个月7折优惠。
2、小规模2000元/年/账套，一般人
2800元/年/账套。

年 免费
13366425158
18701139021

www.rrtimes.com

8
北京理正软件股份有限
公司

建设云

针对工程建设及相关企业的云生产软件；《图文会商》《疫
情防控管理与协作》《日常办公》《设计生产协作与管理》
《企业经营协作与管理》《施工企业现场协作与管理》《工
程总包协作与管理》《建设监管协作与管理》《理正CAD系列
软件》

疫期免费，初步到6月30日
正常收费每年：3万--50万

年 免费 13641322781

免费使用请登录
https://www.lizheng.com
.cn/按照引导步骤注册使
用！

9
北京中科辅龙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辅龙会议管理系统
满足企业远程管理会议网站、发布会议信息、收集会议报名
信息、查看交纳会费、查看参会统计等多种服务的管理系统
。

1、疫情过后5折优惠半年。
2、正常价格2000-10000元。

年 免费 18611409655

在线注册申请，审核后开
通。
http://conf.fulong.cn/c
onf

10
北京京东尚科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

云桌面办公系统

京东云与AI在服务支撑京东远程办公的同时，也把支撑京东
远程办公的利器（云桌面），向有需要的企业和社会开放，
并提供免费服务，从而满足企业远程办公需求。京东云紧急
扩容，特开通华东、华北2个云桌面资源池，优先向医疗卫生
教育行业用户及湖北企事业单位提供免费云桌面服务，全面
支持远程移动办公。云桌面套餐：包含弹性云服务器、云系
统盘、云数据盘、桌面云软件、Windows Server操作系统等
。

标准型：284元/月，2840元/年。
高配型：540元/月，5400元/年。
豪华型：950元/月，9500元/年。

月、年 免费 18601156811 同业务人员联系后对接

11
北京高速波软件有限公
司

心通达云OA平台

满足企业一站式协同办公需求，支持即时通讯、流程审批、
公文流转、疫情上报报表统计、视频会议、考勤、客户与进
销存管理、项目与任务管理、人力资源、在线考试，全面支
持电脑和手机，可支持云服务，也可以安装部署到企业内网
服务器。

1、疫情结束后继续免费半年。
2、正常价格为100用户1万元，不限用
户2万元。

年 免费 18611504337

http://www.8oa.cn 下载
安装软件，联系网站上技
术支持指导完成软件注
册，也可以由技术支持人
员开通云OA服务（无需自
备服务器）

12
北京易信掌中云科技有
限公司

易信

易信综合在线办公解决方案。由北京思特奇信息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票代码300608）组织研发旗下易信掌中云科技有
限公司，提供PC端\移动端互通的包括视频会议、在线沟通、
文档管理和共享、考勤打卡等功能的在线办公综合解决方案
。

1、疫情结束3月：419元/月-2099元/
月
2、正常价格：599元/月-2999元/月
 

月 免费 18518632501
http://www.teamshub.com
/pages/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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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北京致远互联软件股份
有限公司

致远星云（A6+中
小企业云）

基于主流协同管理软件与“华为云”携手推出的面向中、小
、微企业的云协同管理管理平台：（1）开箱即用的全员化移
动办公、流程审批、以及核心业务管理应用和数据价值实
现，快速实现管人、管费用、管合同、管客户以及员工健康
情况上报等功能。（2）提供致远协同软件+华为云独立服务
器（支持后续转为本地存储），提供远程运维服务，以及为
满足企业个性化支持有偿的远程实施服务以更加符合管理要
求。（3）通过云+端的模式可持续获取新的业务应用，为企
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40元/人年 年 免费 4007003322
www.seeyon.com 提交需
求，注明服务券企业。

“Formtalk”数据
采集云

为企业提供数据海量业务数据采集、智能报表分析，同时提
供数据业务的自定义搭建能力，实现多业务的数据运营，支
持管理决策。功能如下：（1）通过完整的外部人员体系，为
企业提供面向一线员工、客户、公众用户等目标对象的海量
的业务数据采集；（2）以二维码为应用核心，提供生产制造
、流通等供应链管理过程中的外部相关人员的数据查询、数
据处理等业务场景；（3）以连接微信为核心，提供新营销、
新客服、新交易场景，为新零售行业的客户管理和运营提供
数据采集、数据处理的业务场景；（4）提供多维的智能分析
报表，为企业提供大数据分析能力。（5）特色应用：防疫上
报管理,面向企业提供员工每日健康状况统计、复工状况统计
、病患接触统计等。

1000元/1万条数据 年 免费 4007003322
www.seeyon.com 提交需
求，注明服务券企业。

“薪巴巴”人力资
源管理云平台

该产品是全模块的人力资源管理云平台，主要提供组织人事
、人事流程、考勤薪酬、招聘管理、绩效考核、测评等HR应
用功能。功能特点如下：（1）复杂薪税计算：支持2019年最
新的个税算法，年度计税、个税申报抵扣，每月多次发薪，
并与国税总局APP联通一键报税；直连438个城市社保缴费方
案并及时更新；（2）全渠道招聘管理及AI人岗匹配：自带企
业招聘网站，内推，社会化招聘；招聘职位一键发送到主流
招聘网站：智联招聘、前程无忧、猎聘、拉勾、Boss直聘
等；AI智能简历解析及人岗匹配，面试及入职全流程管理；
（3）绩效考核：结合PaaS平台能力，通过零代码的业务搭建
平台解决绩效考核个性化需求，包括KPI以及OKR考核等模
式，落地交付能力强，实施周期短；（4）与市场主流的薪税
优化平台无缝打通：一键测算企业最优的人力成本方案，并
与福利积分平台、灵活用工平台打通。

240元/人年 年 免费 4007003322
www.seeyon.com 提交需
求，注明服务券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