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无锡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利用 Office 365 优化企业管理 
 

 

概览 
地区: 中国 

行业: 软件 

 

客户简介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Pactera Technology 

International Ltd.是咨询与科技服务提供商，公

司拥有超强的全球运营能力、严格的质量标准

和高效的交付流程，致力于成为全球企业“新

时代的合作伙伴”，为客户成功保驾护航。  

 

业务状况 

 建立专业的邮件系统，满足业务需求 

 建立统一沟通的解决方案 

 内部文件实现统一管理 

 结合云实现商业智能报表 

 迁移到云时不影响日常办公应用 

 

解决方案 

 利用 Office 365 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提

供企业级的专业邮箱 

 利用 Office 365 的 Lync Online 服务实现多方

高清音视频会议 

 采用 Office 365 的 SharePoint Online，轻松

分享、同步企业内部资料 

 开箱即用的商业智能工具 

 完整的云中 office 

 

主要优势 

 稳定可靠的邮件系统让工作更高效 

 高清在线音视频会议让沟通更快捷 

 开发人员保持技术文档时刻更新 

 高管获得直观的业务洞察力 

 简单部署，立即使用 

  “云平台理念将成未来趋势，利用 Office 365，
我们快速的将公司部分业务转移到云平台，在成
本可控的前提下，Office 365 还很好地解决了公
司在邮件系统、沟通方式以及文档管理等方面存
在的问题，优化企业内部管理。” 

——白亮，经理 

IT 部门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文思海辉”）是一家海

外上市公司（纳斯达克股票代码：PACT），一直致力于为全球客

户提供世界领先的商业/IT 咨询、解决方案以及外包服务，在金融

服务、高科技、电信、旅游交通、能源、生命科学、制造、零售

与分销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行业经验，主要客户涵盖众多财富

500 强企业及大中型中国企业。凭借专业的交付能力，文思海辉

帮助客户在全球市场中赢得成功，并且获得合作伙伴和行业分析

师的高度认可。 

文思海辉在高速增长的业务需求前提下，需要将邮件系统和

即时沟通等方式整合，在业务转移到世界领先的云平台的同时，

改善传统的 IT 环境。在了解了微软的 Office 365 云服务的各项优

势之后，文思海辉认为它能够近乎完美的解决自己面临的内部管

理优化的问题。 



 
 

应用背景 

文思海辉面临业务转型，需要将一部

分业务转移到云。长期以来，企业员工的

邮箱容量小，无法与其他沟通协作方式集

成，文件资料缺乏统一管理。文思海辉希

望获得能够满足他们需求的最具性价比的

云服务和办公方式的一体化解决方案。 

建立专业的邮件系统，满足业务需求 

文思海辉原有的邮件系统由的开源邮

件系统及 Exchange 邮件系统组成。开源的

邮件系统对垃圾邮件的过滤比较差，员工

的邮箱容易收到大量垃圾邮件，影响沟通

效率。邮箱空间较小、无法对手机等移动

设备进行支持以及邮件安全等多种问题干

扰着公司员工的日常工作，现有的邮件系

统已经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文

思海辉急需稳定可靠的邮件解决方案，保

障邮件传递安全通畅，扩大邮件空间，并

且能够让员工用手机随处访问。 

建立统一沟通的解决方案 

文思海辉公司一直缺少统一沟通、协

同工作的解决方案。员工之间信息的沟通

基本通过邮件和电话的方式，需要发送即

时消息或者开展视频会议时，会使用多种

不同的个人即时通讯软件。不能将各种沟

通方式整合，势必降低沟通效率。因此希

望获得企业级的即时沟通工具，并且能够

将各种沟通方式密切集成。 

内部文件实现统一管理 

文思海辉的主要业务包括技术开发、

数据挖掘等等，许多内部资料都存储在开

发人员的电脑中，其他业务人员想要调用

文件时，都需要与开发人员通过邮件传递

文档，当文档有更新或者修改时，就需要

多次文档发送和接受，容易造成文档管理

混乱。同时，部门之间也无法进行文档资

料的共享。文思海辉希望能够改善和加强

企业文档的管理。 

 

 

结合云实现商业智能报表 

文思海辉希望迁移到云后，能够从云

端的业务数据中，挖掘展现业务状况，展

现业务报表，为高管提供商业智能工具。 

迁移到云时不影响日常办公应用  

文思海辉计划将部分业务迁移到云，

如何选择最具性价比的迁移方案成为重中

之重。原本文思海辉已经对 Office 进行了

相应的二次开发，员工已经习惯利用这些

自定义的插件进行工作。文思海辉希望在

迁移到云时，能有效地利用这些已经完成

的功能开发，不影响日常办公应用。 

 

解决方案 

文思海辉采用了微软的 Office 365 服

务，更好地满足员工与业务的需求，也为

员工提供更灵活的基于云的工作环境。 

利用 Office 365 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

提供企业级的专业邮箱 

Office 365 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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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员工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或者平板

电脑等各种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连接到企业

邮箱。 

利用 Office 365 的 Lync Online 服务实现多

方高清音视频会议 

文思海辉利用 Lync Online 为员工构建

了企业级即时消息和会议平台。结合

Exchange Online，员工可以快速组织会议，

发送会议邀请，开展多人在线会议，会议

当中可以共享查看 PowerPoint 文件，共同

记录 Onenote 会议笔记，组织投票等。关

键的一点是，邮件和即时消息是完美集成

在一起的。 

 

 

“Office 365 在我们熟悉的

Office 软件的基础上增加了

全新的 Online服务，我们不

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去学习

如何操作使用，能够快速地

适应新的工作方式。邮件和

即时消息、远程会议很好地

集成在一起，不用在各种应

用之间来回切换。”  

——顾伟，Senior Manager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采用 Office 365 的 SharePoint Online，轻

松分享、同步企业内部资料 

Office 365 提供的 SharePoint Online 服

务可以将文档直接保存在云端。任何人都

可以将自己的文档上传到云端，并共享给

其他同事。在有互联网的环境下，任何设

备（PC、手机、平板电脑）都可以通过访

问企业内部站点中的 SharePoint 文档库，

获取所需文档。文档修改后，会自动保存

版本记录。员工还可以使用 OneDrive for 

Business 将文档同步到本地，当文档更新

时可以自动同步到云端。 

开箱即用的商业智能工具 

在 SharePoint Online 中集成了多种商

业智能工具和服务，比如 Excel Services、

Performance Point Services 等，可以实现

Excel报表在线展示和交互，连接数据库获

得业务数据，在页面仪表板呈现多种商业

智能报表。 

完整的云中 office 

Office 365 提供的完整的云中 office，

包括 Exchange Online 、Lync Online 以及

SharePoint Online 三大在线服务，无需搭

建本地服务器，即可轻松使用云服务。此

外，它还提供最新版本的 Office 客户端软

件，以往的应用开发可以无缝迁移，熟悉

的办公工具让员工持续高效工作。而对于

希望实现移动办公的员工，可以在手机、

平板上安装 Office Mobile 或其他 Office 应

用。 

 

优势与收益 

文思海辉借助Office 365，优化内部管

理，让员工获得更好的 IT 环境，在节约 IT

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 

稳定可靠的邮件系统让工作更高效 

Office 365 的 Exchange Online 服务让

员工接收的垃圾邮件大量减少，可以更加

关注核心业务信息。50GB 的超大邮箱满

足了邮件存储的需要。移动的办公方式让

一切信息触手可及，大幅提高员工的工作

效率。同时，邮箱系统的管理也更加轻松。 

高清在线音视频会议让沟通更快捷 

相比其他硬件音视频会议系统，

Office 365 的 Lync Online 服务无需复杂的

本地架构，多方视频会议功能不受时间、

地点、场地的限制，通过熟悉的界面，在

电脑、手机、平板上都能参加会议。与邮

件、日历的整合，使会议的组织更加高效

灵活。在邮件中自动记录即时消息历史记

录，便于查找。 

开发人员保持技术文档时刻更新 

基于 SharePoint Online 的文档库和

OneDrive Pro for Business，开发人员可以

多人同步资料和文档，减少了不必要的传

输环节，确保版本一致性和保持最新。 

高管获得直观的业务洞察力 

基于 SharePoint Online 的商业智能服

务，文思海辉利用自身优势，进行了进一

步的开发，高层管理人员可以在网页中直

接查看业务数据，动态分析图表和报表，

对业务的掌控更加直观准确。 

简单部署，立即使用 

Office 365可以简单部署、立即使用，

企业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逐步将业务

迁移到云。在不改变原有工作方式的基础

上，优化企业内部管理，还可以根据员工

人数的增减，灵活订购服务数量，节约 IT

成本。 

 

 

“以前我与客户的联系邮件

经常淹没在一堆垃圾邮件当

中，对我的工作造成了很大

的困扰。现在使用的 Office 

365 邮件系统能够帮助我拦

截几乎所有的垃圾邮件。其

他一些功能，比如日历、联

系人卡片等等，用起来非常

方便。另外，Office 365 还支

持多人同步文档，这比一般

的网盘更有优势。” 
  

——李新龙，经理 

IT 部门 

文思海辉技术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