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借助 Office 365 降低 IT 管理成本 
 

 

概览 
地区: 中国 

行业: 金融 

 

客户简介 

在产品和服务体系方面，工银租赁广泛借鉴国

外先进经验，并结合国内实际及公司定位，在

同业中率先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品服务体系：

在租赁服务方面，主要有新设备融资租赁、设

备出口租赁、新设备经营租赁、厂商租赁、优

化型售后回租、税务租赁转租赁、融资型售后

回租以及国际合成租赁；在金融服务方面，主

要有应收租金转让、租赁资产证券化及设备投

资基金；在产业服务方面，主要有设备资产交

易、设备资产管理及设备投资咨询等。 

 

业务状况 

 计划采购 Office 软件 

 希望为全球办公室提供文档共享和协作 

 希望实现移动办公 

 

解决方案 

 Office 365 可提供持续最新的 Office 软件版

本 

 完整的共享、协作和沟通在线服务 

 打通电脑、手机和平板的移动办公方案 

 

主要优势 

 合理分配预算，灵活控制成本 

 无需建设 IT 基础设施，降低 IT 管理成本 

 快速投入应用，支持业务高速发展 

  “微软 Office 365使我们可以真正获得完整的云服务和

软件，为全球分支机构提供最新的会议工具、资料共享

平台和专业的邮件系统，帮助我们迈向国际一流的租赁

企业。” 
孙东光，信息科技部，总经理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租赁”）成立于

2007 年，是中国工商银行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110 亿元人民

币。 

工银租赁定位于大型、专业化的飞机、船舶和设备租赁，坚

持“专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发展战略，依托工行的品牌、

客户、网络和技术优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金融租赁产品和服务

体系。 

目前，工银租赁已成为国内资产规模最大、最具创新能力的

金融租赁公司，主要经济指标均列行业第一。 

工银租赁是工行一个新的和飞速发展的业务，销售额在以

70%-90%的速度增长。工银租赁的 IT 运营也需要和业务一起高速

发展，而传统的本地部署的 IT 硬件、软件、IT 管理和维护等非常

昂贵和耗费时间。利用 Office 365，就能让 IT 支持紧跟上业务的高

速发展，并且不需要基础硬件上的投资。Office 365 为工银租赁带

来的核心价值就是降低 IT 管理的成本。 

 



 
 

应用背景 

工银租赁在成立之后，业务发展迅猛，

需要先进的信息技术手段为全球范围的员

工和办公室提供高效的沟通、协作，实现

移动办公。在考察微软的产品和服务时，

工银租赁注意到，Office 365可以提供完整

的云服务和生产力工具，比原计划自行部

署 IT 系统节省大量时间和成本。 

计划采购 Office 软件 

工银租赁原计划采购一批 Office 正版

软件，为员工提供生产力工具。在考察和

对比软件功能和价格时，他们注意到，微

软可提供本地部署的 Office 2013 套件，以

及在 Office 365 中订阅的 Office 套件。工

银租赁希望了解这些套件的区别，用最适

合自己的方式采购。 

希望为全球办公室提供文档共享和协作 

工银租赁在全球范围的办公室和工作

人员，经常需要快速传递文档。通过邮件

传递的方式，不利于共享。希望在共享文

档的同时，可以即时沟通，实时协作，使

全球办公室紧密连接在一起。 

希望实现移动办公 

工银租赁的工作人员遍布全球，有强

烈的移动办公愿望，希望可以方便地用各

种移动设备接收邮件，快速与异地同事进

行联络，同时降低国际沟通成本。工银租

赁为员工租赁了企业邮箱，但远远不能满

足实时沟通的需要。在考察微软Office 365

时，注意到其中包含了 Exchnge Online 企

业邮件服务。工银租赁希望进一步了解将

邮件迁移到 Exchange Online 的好处，能否

全面解决移动办公的需求。 

 

解决方案 

工银租赁在详细了解和试用了 Office 

365 之后，认为它不仅可以提供邮件、即

时通讯和协作共享平台，还能满足移动办

公的全面需要，同时解决了 Office 软件采

购的问题。 

Office 365 可提供持续最新的 Office 软件版

本 

工银租赁在对比传统的 Office 软件采

购和 Office 365 订阅模式后，非常愿意接

受这种新的订阅模式，因为它与工银租赁

对客户提供的金融租赁服务如出一辙。 

传统的 Office 采购，为用户提供本地

安装的 Office 套件，目前最新的适合企业

用户的有 Office 2013 标准版和 Office 2013

专业增强版。这 2 个版本需要用户在本地

电脑上安装，当微软发布新的 Office 版本

后，不能免费升级。 

Office 365采用的是订阅模式，这是一

种按月或按年付费的租赁模式，可获得在

线服务和 Office 软件。其中包含的软件是

最新也是最强大的 Office 2013 专业增强版，

用户只要在订阅期内，就可以持续使用最

新版本的 Office 软件。另外，这种模式还

允许每个用户将 Office 安装到 5 台电脑

（PC 或 Mac）以及 5 个移动设备上（智能

手机、平板）。 

完整的共享、协作和沟通在线服务 

Office 365 的 SharePoint Online 服务，

为用户建立了云端共享和协作平台，文档

和资料存储在云端，可以多人同步和在线

编辑，并提供了文档库、图片库、资源库、

列表、日历等多种开箱即用的应用。 

Office 365 的 Lync Online 服务，可以

让工银租赁在全球的工作人员通过即时消

息、语音和视频会议等方式建立基于互联

网的快速沟通。 

Office 365 提供的 Exchange Online 服

务，为每用户提供 50GB 的超大邮箱，支

持 25MB 的超大附件，并提供一系列安全

服务保障，如垃圾邮件过滤、防病毒、数

据防泄漏保护等。 

打通电脑、手机和平板的移动办公方案 

Office 365的在线服务，可以很好地在

移动设备上使用。员工可以在 Windows 

Phone、iPhone、iPad、Android 等各种设

备上连接 Exchange Online，同步邮件、日

“有了 Office 365，我们就

能够实现快速增长，让我们

的 IT支持紧跟上我们业务人

员的高速发展，不需要基础

硬件上的投资。”  

 

郭靖原，信息科技部，高级经理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历和联系人。在这些设备上安装 Lync 移动

客户端，就能随时随地参加远程音视频会

议。Lync Online 的即时消息和会议功能，

可以与 Exchange Online 的邮件服务及

SharePoint Onlie 协作平台完美集成在一起，

让用户灵活发起沟通。此外，在移动设备

上提供的 Office Mobile、Office for iPad 等

应用，可以让用户直接访问或编辑

SharePoint Online 上的文档。Office 365 借

助云端服务，打通了各个设备之间的通道，

真正做到了让文档和信息随身而行。 

 

优势与收益 

工银租赁采用Office 365，有效地降低

了 IT 管理成本，不仅能随着业务的高速发

展提供全面的 IT 支持，还可以合理分配预

算和控制成本。 

合理分配预算，灵活控制成本 

Office 365的订阅模式，让工银租赁可

以根据员工数量进行准确的成本估算，并

按年分配预算。相比传统的一次购买，一

次投入大量资金的方式，有效降低了资金

压力。此外，如果随业务扩张增加了更多

员工，也可以定期灵活调整订阅的用户数，

使成本完全可控。 

无需建设 IT 基础设施，降低 IT 管理成本 

工银租赁仔细核算了自建 IT 基础设施

与订阅 Office 365 服务的成本，认为采用

Office 365 能够大幅降低 IT 管理成本。 

首先，不需要购买安装服务器硬件，

不需要建设机房、申请带宽。第二，不需

要购买 Office 软件和 Windows Server、SQL 

Server、SharePoint Server、Lync Server、

Exchange Server 等服务器软件和客户端访

问许可。第三，不需要自己安装部署服务

器。第四，不需要庞大的 IT 团队负责管理

和运维，一切运维由 Office 365 服务提供

商负责。 

因此，Office 365对于工银租赁而言，

是最具性价比的 IT 投资。 

快速投入应用，支持业务高速发展 

 Office 365 的部署方式简单灵活，只

需为用户建立账号，即可立即投入使用。

员工能够迅速获得最新的 Office 生产力工

具和全套的办公应用服务，满足共享、协

作、沟通和移动办公的需要，为工银租赁

的业务高速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Office 365 的业务模式其

实对我们工银租赁而言非常

熟悉：我们是利用金融产

品，为客户降低经营和融资

成本；Office 365是利用 IT

服务，帮助客户降低 IT管理

成本。” 
  

郭靖原，信息科技部，高级经理 

工银金融租赁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