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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a CRM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是二进制软件公司专门打造的、高度可定制

的一款协同 CRM。以 10oa BPM（业务流程管理）为内核，能够实现客户、人

员、商机、销售、回款、服务等全面协同，帮助企事业单位快速响应客户需求，

提高销售跟单能力和服务质量，并增强对销售队伍的分工和管理。 

 

 

 

 

 

 

1 全面掌握客户 3600的信息 

 

从一个集中的客户门户，3600查看客户的全面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客户基本

信息、联系人信息、商机信息、跟单记录、报价记录、合同和回款记录，以及售

后服务等等，从而更加准确地作出分析、行动和决策。 

系统特色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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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全程辅助实现销售自动化 

 

管理者可以将每一个客户或商机精确分配给指定的人员。然后业务人员根据

预定的销售流程，持续进行跟单、报价、合同签署、回款和售后服务等工作，系

统全程辅助自动化处理，并记录全部工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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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全支持移动设备访问 

 

系统完全支持移动设备访问和操作（包括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和桌面办

公无缝融合、实时互通。从而跨越时空障碍，实现异地办公和移动销售，更快响

应客户需求，更快适应市场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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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时汇总和分析销售数据 

 

系统内置销售漏斗图和数种统计报表，并利用 10oa BPM 强大的自定义业务

报表功能，可以实时汇总多样化的销售数据，并以图表方式友好展示，能够深入

分析并指导后续的行动和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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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续改进和优化销售过程 

 

利用 10oa BPM 强大的业务流程梳理能力，可以持续改进和优化销售过程，

包括但不限于商机处理流程、跟单流程、报价流程、合同和回款流程、售后服务

和投诉流程等等，从而持续自我改进，引领制胜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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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oa CRM 的主要功能模块如下表所示。 

 

系统登录 多种皮肤 身份认证 验证码(对于非可信 IP 地址) 

我的桌面 聚合式列表 主动提醒 定时刷新 

客户关系 

 客户池管理 列表 分类 新增 修改 删除 查找 

客户门户 分配给 收回 

 我的客户 列表 分类 新增 修改 查找 客户门户 退回客户池 

 客户门户 客户主信息 联系人信息 商机信息 

跟单记录 报价记录 合同记录 售后记录 

 客户联系人 列表 新增 修改 删除 查找 

 商机池管理 列表 分类 新增 流程化处理 查找 商机门户 

 我的商机 列表 分类 新增 流程化处理 查找 商机门户 

 商机门户 商机主信息 跟单记录 报价记录 合同记录 

 商机过程池 列表 分类：跟单/报价/合同记录 查找 

 商机统计 销售漏斗图 按成交概率/按商机来源/按商机重要性统计报表 

 客户售后 列表 分类 新增 流程化处理 查找 

 我的售后 列表 分类 新增 流程化处理 查找 

信息发布 

 信息门户 聚合式列表 缩略图 查找 切换到分类显示方式 

已阅读人显示 

 信息中心 列表 新增 修改 删除 查找 上线下线 置顶 

已阅读人统计 

 信息监管 全局列表 查找 

知识文档 

功能模块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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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文档 列表 分类 上传 创建 修改 删除  

查找 复制 粘贴 

 共享的文档 列表 查找 

 文档柜 列表 分类 上传 创建 修改 删除 

查找 复制 粘贴 版本控制 

 文档柜监管 全局列表 查找 强力删除 

系统管理 

 组织机构 列表 分类 新增 修改 删除 

 岗位角色 列表 新增 修改 删除 一岗多人 

 用户管理 列表 新增 修改 删除 初始化口令 一人多岗 

 权限管理 按模块授权 按操作授权 按用户授权 

 在线用户 状态跟踪 列表 

 系统日志 后台记录 列表 查找 

设置中心 

 个人设置 修改口令 设置状态 设置常用联系人 事务委托 

 系统设置 可信 IP 地址段设置 系统图标和名称 客户参数 

 流程设置 新增 基本设置 删除 多级分类 

可视化表单设计 图形化流程设计 仿真测试和优化 

 

 

 

 

 

10oa CRM 采用完全的 Browser/Server 结构。这意味着您只需要在一台服务

器（或者配置较好的 PC 机）上，进行系统安装和配置，而所有的用户端无需任

何安装和配置。而任何的系统更新和升级，也只需在服务器上进行。 

 

10oa CRM 预置了缺省权限，各级领导和员工可以基于缺省权限而立即使用

系统。更多的权限设置、表单设置、流程设置，可以在需要时进行，可以持续优

易于实施和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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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行。 

 

10oa CRM 在实施前，通常要准备好如下部分。 

 

 局域网络：单位内部应该具有局域网络（LAN）。 

 服务器：使用现有的一台中低端服务器或新购一台中低端服务器。 

 操作系统：具有 Windows Server 2003 / 2008 安装光盘，或者 Windows 

Server 2003 /  2008 已经安装在服务器上（包括其自带的 IIS 程序）。 

 组织人事：提供各级部门、分支机构和员工的名称，及其从属关系。 

 

 销售流程（可选）：调查现有的销售流程情况，准备在系统中定制实现。

我公司可以协助进行销售流程的梳理和优化。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10oa.com ，或打电话 (025)84512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