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Office 365 助力跨地域业务快速增长 
 

 

概览 
地区: 中国 

行业: IT 

 

客户简介 

神州数码业务领域覆盖了中国市场从个人消费

者到大型行业客户的全面 IT 服务，为中国成千上万

的公司、政府、企业、学校及个人提供最先进的 IT 

产品、方案及服务。用户遍及金融、电信、制造等

行业及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在中国 IT 产品分销领

域，神州数码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领导者，同时也

是国内最大的整合 IT 服务提供商。 

 

应用背景 

 需要与合作伙伴及渠道经销商进行多方沟通 

 重要文档版本不统一，员工外出携带不便 

 各地区分公司 Office 版本不统一，影响文档协作 

 扩展分支机构，需要控制前期 IT 投入成本 

 

解决方案 

 借助 Lync Online 实现跨平台多方会议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文档，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保持同步更新 

 既可以获得最新版本的 Office 软件，也可使用

Office Online 在线编辑 

 利用 Office 365 统一的用户管理和分配灵活扩展

业务 

 

主要优势 

 沟通无障碍，锐减差旅开支 

 易于发现和随时访问企业资源 

 流畅协作，提升整体效率 

 灵活调控用户数量，严格控制分支结构 IT 成本 

  “在跨地域业务方面，Office 365将为我们提供很
大的帮助，IT 管理人员点几下鼠标，在远端的新
员工就可以使用 Office 的最新软件、邮件、音视
频会议、共享文档资料这些强大功能，快速展开
工作。” 

——杨楠, 副总裁 

企划办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从神州数码诞生的第一天起，就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数

字化中国”，也因此命名为神州数码。十二年间，神州数码的 IT

合作厂商从 25 家发展到接近 300 家，产品领域从不超过 50 个发

展到超过 400 个。与 130 家国际顶尖 IT 供应商合作，将全线 IT 产

品、方案组合覆盖到从个人应用到企业、行业应用的所有领域。 

正如 Digital China 的命名一样，神州数码始终以“数字化中

国”为使命。2010 年神州数码提出了“智慧城市”发展战略，截

止 2014 年 2 月，神州数码“智慧城市”战略布局已在全国 70 余

个城市展开，与 21 个城市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已在全国范

围建立了 6 个区域业务中心，业务网络拓展至全国 19 个平台，同

时拥有 3 个业内领先的区域研发中心、3 个物流中心和 1 个专业

交付基地。神州数码希望借助 Office 365 灵活的部署方式及强大

功能，根据各地域不同的业务量分配办公基础资源，合理控制基

础设施投入成本，以最优化的配置助力各地域分支机构迅速发

展。 



 
 

应用背景 

 

神州数码销售网络从覆盖不到 200 个城市、只有 3000 多家渠道发展到覆盖 860 个

城市、13000 多家经销渠道和 6000 多家增值合作伙伴，拥有中国 IT 领域最广泛的市场

覆盖。 

企业规模不断发展壮大，已在全国范围内建立 4 个区域中心、3 个物流中心和 1 个

数据中心，业务网络拓展至 19 个平台， 近 50 个办事处及分支机构。如此庞大的业务范

围，跨地域之间的沟通、协作、管理都给神州数码带来了巨大挑战。 

需要与合作伙伴及渠道经销商进行多方沟通 

对于神州数码的业务人员，与合作伙伴、渠道经销商经常保持联系是一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由于各地都有分支机构及合作伙伴，跨地域的会议经常召开，单纯使用电话语

音沟通已不能满足会议需要。业务人员出差是非常频繁的事情，差旅费用已成为神州数

码业务部门的一项居高不下的成本，他们在寻求一种简单、快捷、强大的跨地域沟通方

式，有效降低成本，促进业务发展。 

重要文档版本不统一，员工外出携带不便 

每个员工的文档都存放在自己的笔记本电脑、U 盘、移动硬盘或者公司的共享文件

服务器上。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各种文档堆积如山、移动设备丢失、各种设备上的文档

版本不一致、重名文档多、文档安全性没有保证、内容查找不方便等各种情况。神州数

码希望将业务人员的文档统一管理，解决文档分散、版本混乱等问题，并让经常出差的

员工能够在手机上查看文档。 

各地区分公司 Office 版本不统一，影响文档协作 

在神州数码，各地分支机构员工所使用的 Office 软件版本不尽相同。高版本制作的

文档，在低版本上由于不具备相应的功能，可能无法编辑或修改，影响协作。 

扩展分支机构，需要控制前期 IT 投入成本 

随着业务不断扩大，新业务不断开启，各地的分支结构不断建立，IT 基础设施建设

就会出现重复建设、成本过高的问题。如果当地分支机构只有几名员工，同样还是要预

先投入较大成本的 IT建设和维护管理人员，前期成本过高，并且不利于根据市场灵活控

制分支机构规模。在神州数码，这样的情况非常的普遍，业务发展迅速，各地都要有分

支结构支撑，所以在 IT 方面的前期投入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解决方案 

作为智慧城市的倡导者，神州数码计划将领先的云应用技术和服务融入业务，希望

在国内成为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借助 Lync Online 实现跨平台多方会议 

通过部署 Office 365，与各区域合作伙伴、经销商进行沟通将会变成一件非常容易

的事情。Office 365 中的 Lync Online 跨平台的特性使员工可以在电脑、手机、平板上通

过网络进行音视频会议，具备共享 PPT、桌面、附件、录制会议、会议笔记等强大功

“在试用Office 365时，没想

到用 Lync 与合作伙伴开视频

会议如此简单，他们不需要

有登录账号，打开浏览器就

能加入，会议的语音和共享

内容也都支持的非常好。” 
 

王俊奇，高级经理 

信息化管理部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能，只需依托互联网就可以使业务人员如身临其境一般地与合作伙伴、经销商或客户进

行远程会议。并且一方邀请，另一方并不需要 Office 365 账号，只需要使用浏览器即可

加入沟通会议中。 

使用 SharePoint Online 管理文档，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保持同步更新 

在 Office 365 SharePoint Online 中，提供了完善的文档版本管理及强大的文档搜索

功能，精确定位文档标题、内容、版本、修改时间、修改人等，使用户可以一目了然。

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可以在用户的电脑、手机等设备上随时同步文档。 

既可以获得最新版本的 Office 软件，也可使用 Office Online 在线编辑 

Office 365 的订阅方式，允许用户在订阅期内不断获得最新版的 Office，并且每个用

户许可能够安装五台 PC/Mac 计算机和五个移动设备。 

         即使在没有 Office 本地客户端的情况下，Office 365 还提供 Word Online、Excel 

Online 、PowerPoint Online 等在线版本，在浏览器中即可编辑文档。 

利用 Office 365 统一的用户管理和分配灵活扩展业务 

         Office 365 使用通过一个集成的控制台管理用户和服务，能够精确控制用户数量及

每用户可使用的功能、空间容量，并实时监控个服务运行状态。当神州数码扩展新的分

支机构时，只需为新的员工开通账号。如果撤销某个分支机构或员工离职，只需删除原

有的账号，就能回收账号给其他人员使用。员工一旦获得账号，即可访问业务应用。 

 

优势与收益 

微软 Office 365 成熟的云服务平台，将会为神州数码在 IT 管理、即时沟通、存储、

邮件、搜索等基础业务应用上提供重要的支持，并且很好地控制投入成本，做到人员 IT

成本颗粒化，使神州数码的不断扩张时，免除 IT 成本的后顾之忧。 

沟通无障碍，锐减差旅开支 

使用 Lync Online，神州数码的业务部门预计可以省去大量差旅费用，业务人员的工

作时间安排将更加灵活。原来一个出差的会议至少需要两个工作日，在 Office 365 上线

后可能只需要 1-2 个小时。 随时随地召开会议，不必在拥堵的交通上耽误时间，从时

间、计划、成本上，均会为神州数码业务部门减少大量费用开支。 

易于发现和随时访问企业资源 

SharePoint Online 强大的搜索功能使集中管理的文档即刻呈现，并且提供搜索结果

预览，使用户精准定位文档，节省时间。OneDrive For Business 如同一个随身网盘，在

移动设备上即可访问云端文档，将促进神州数码的移动办公应用。 

流畅协作，提升整体效率 

神州数码希望采用 Office 365 后，可以实现相同的文档在电脑、手机、平板上完

美呈现。不仅能时时获得最新的 Office 应用，还可确保协作的高效展开。有网络的地

方，可以实时协作；没有网络的地方，可以脱机访问，联网自动同步。这些灵活多样

的工作方式，能有效提高跨地域、跨设备的协作效率。 

灵活调控用户数量，严格控制分支结构 IT 成本 

“有次在外面出差，我的笔

记本突然不工作了。如果那

时我有 Office 365，就可以用

手机从云端查看文档，解决

燃眉之急。我很期待 Office 

365 在神州数码上线后能带

来的更多体验，比如，能用

手机、平板查看文档，甚至

可以编辑修改。” 

张星宇，经理 

技术部门 

神州数码（中国）有限公司 
 



 
 

 Office 365 提供可靠、专业的 24x7 技术服务支持，神州数码无需担心上线后需要

庞大的 IT 团队对 Office 365 进行管理运维。在扩展分支机构业务时，可以根据业务需

要，灵活增加或减少订阅数量，成本不仅可控，还能准确预见所需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