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程CRM客户管理软件
www.qcc rm .com



01 全程软件简介

02 全程CRM系统

03 全程CRM功能

04 全程CRM的优势

05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06 全程CRM的服务体系

07 全程CRM的客户

08 全程一体化系列云办公软件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Transense全程软件创立于2000年，是国内知名的独立软件开发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体化办公软件产品体系。是企业一体化软件的首创单位。也

是国内企业SAAS软件平台唯一一家的一体化软件服务商。

       全程软件现拥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分支机构，拥有广州，成都

两地的软件研发中心。

全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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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软件成立至今一直致力于企业的软件一体化、应用网络化、管理数据

化的研究与开发，在管理软件产品研发上不断的推陈出新。

       目前，全程已开发完成的一体化办公管理软件系列有：

 《全程-OA办公自动化软件》、《全程-HR人力资源管理软件》、

《全程-PES人才招聘系统》、《全程-HMS猎头管理软件》、

《全程-CRM客户管理系统》、《全程-ERP进销存/分销管理系统》、

《全程-PM任务项目管理软件》、《全程云办公》等。

全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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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一体化办公软件在制造业、流通业、服务业、咨询业、金融业、政府

事业单位中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全程的客户遍布全国各省市。并在美国，欧

洲，东南亚等海外国家也获得一些应用客户。

       截至2017年底，全程软件已为全球45000+企业提供了一体化办公软件的

产品和服务，全程软件是一体化管理软件的领军企业。

全程软件

www.qccrm.com 5



广州·北京·上海·成都·香港
151人的团队配置

全国30多家云平台合作伙伴、软件代理商

包括：

华为、阿里云、中国移动、中国电信、北京软

件交易所、招商银行……

全程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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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全程一体化办公软件（ALL-IN-ONE）是行业

第一家可以按需选配、自由组合，积木式软件

系统。

u 专为网络办公而建，感受网络协同办公的快乐！

u 我们的价值在与为用户创造更好用的办公软件，

真正让客户应用起来。

软件一体化·应用网络化·管理数据化

产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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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一体化办公管理软件（ALL IN 

ONE）是基于SOA模块化设计，是可以按

需选配、自由组合的积木式办公软件系统。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需求，按需选配功

能模块进行组合，形成一套个性化的符合

企业自身管理需要的一体化办公软件。

全程一体化软件  all in one

自由组合 按需选配积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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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CRM客户管理软件
管销售·管客户，开启您的业绩增长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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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CRM是一套基于网络应用的一体化客户

管理解决方案，为企业售前、售中、售后的整个

客户服务链条提供高效、畅通的协同工作平台。

提高企业全员网络信息化应用水平，并利用系统

工具来促进企业不断发展和快速应对市场变化。        

 

 　　全程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核心思想是：

企业各部门以“客户为中心”开展经营活动，赢

得客户信赖，提升客户满意度，保持发展客户关

系，提高客户价值，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全程CRM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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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全程CRM客户关系

管理软件，能够使企业更加轻

松地处理销售、服务、支持、

收款等事务性工作，并充分利

用协同工作理念增强客户信息

共享与关怀服务机制。改善销

售和客户服务流程，提高工作

效率，维护客户关系最终达到

增加收益的目的。

全程CRM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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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CRM特色功能

客户管理
完善的客户管理功能，全面了解客

户基本信息；客户分析一览全面掌

握当前跟进中的客户需求、销售机

会、联系人、联系记录、合同订单、

往来账务、报价单、售后服务等助

您轻松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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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CRM特色功能

销售管理
全面掌握客户的销售机会、需求挖掘、

联系人、联系计划、联系管理等，能提

高企业销售人员效率和客户资源利用率，

帮助企业提升销售团队业绩，还能为企

业收集分析销售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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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CRM特色功能

*格式短信
格式短信功能（包括注册验证码、手

机绑定账号、找回密码、群发短信、

通知、生日提醒、产品到期）等，

30多个为企业群发短信量身定制的

短信模板，99.99%的到达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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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签到
手机签到功能简单易操作，摆脱

了传统考勤方式无法考核外出人

员的局限，让企业的外勤签到更

方便，外出人员的考勤监管更直

接，还可以显著提升外勤人员的

工作效率。

全程CRM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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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系统的客户信息数据库，客户管理细致且高效。

u 严格的权限控制体系，让客户资源保护与企业业务顺

利开展可兼得。

u 是客户信息管理与销售业务的统一平台，信息助力销

售。

u 它是销售团队的协作平台，在企业内构建顺畅的沟通

渠道。

u 一键处理客户投诉，分派人员跟进，赢得客户信任。

u 它是企业发展的基础动力，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全程CRM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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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建设统一的客户档案信息资源数据库。

u 建立售前、售中、售后等部门统一的一体化客

户管理平台。

u 实现浅显易懂、简单易用、功能强大、安全可

靠的软件应用体系。

u 实现客户访问权限层次化，达到记录级的安全

控制体系，保证客户资源安全。

u 实现基于网络跨地域、高效、稳定的网络化应

用体系。

u 建立标准化的客户数据仓库，支持原系统的数

据导入和功能扩展。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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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资料快速查询

全程CRM系统支持企业完整地

记录所有客户的资料，形成庞大

的客户档案库。在客户档案管理

里面，强大的查询功能可根据

（客户名称、联系人、客户类型、

行业、地区等）快速查询客户资

料。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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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状态尽在掌握中

全程CRM系统支持客户联系记录，客户

跟进人可在系统内更新每次与客户联系的

内容，方便下次联系时，能对该客户的状

态及跟进情况一目了然，使得每一次跟客

户的联系和谈判都胸有成竹。系统还支持

联系提醒功能，对于有意向的客户，跟进

人可安排下次联系时间，并由系统提前通

知。不遗漏任何商机，提升销售机会。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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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高效分派——防止“撞单”

全程CRM系统支持客户经理在线分派客户，把

某客户分派给指定的业务员，其他业务员则无法

看到该客户的资料，避免重复跟进客户的情况。

灵活的共享客户功能，在业务员遇到无法独力完

成跟进的客户时，则可把客户共享出去。此时，

有权限的业务员即可看到该客户的资料并协助跟

进，实现全方位团队跟踪服务。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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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的客户档案管理——避免客户流失

全程CRM系统完善的客户资料管理功能，可对客

户进行分门别类的管理，方便查询，每个客户的状

态、联系记录都一目了然。即使员工离职，他负责

的客户资料、跟进情况也会被完整地保留下来，新

人也很容易接手。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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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在不增加市场投入和销售成本的情况下，增长60%的利润
让您的客户动起来！

全程CRM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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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热线服务中心

技术支持服务

项目实施过程中
的服务

个性化服务

项目售前咨询服务

根据诸多项目成功实施的经验，结合国

内外先进项目管理方式为客户提供保障服务。

在充分了解客户系统需求的基础上，

结合客户的实际情况为客户快速、

准确提供完善的解决方案。

系统培训服务 

配套的免费培训服务，使客户真正

能熟练运用一体化系统平台和管理

系统。

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资深专业化的技术服务队伍面对面地和您沟通，对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使问题迅速得以解决。

本公司将视项目实际情况，安排必要的人员跟进，深度介入项目服务。

专职客户服务人员24小时响应，为客户提供全面、

周到的服务，快速解答客户提出的问题。

针对客户个性化的需求，本公司提供“量身定制”服务，

使用一切资源，包括和合作伙伴一道为贵公司提供全面

的应用解决方案

全程CRM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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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CRM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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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CRM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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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一体化系列云办公软件

全程一体化系列云办公软件：
全程-iOA办公自动化软件

全程-eHR人力资源管理软件

全程-CRM客户管理软件

全程-ERP/DRP进销存财会软件

全程-HMS猎头管理软件

全程-PES人才招聘储备软件

全程-PM任务项目管理软件

全程-FAS财务会计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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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理念

提供让企业获得高回报的产品服务，让企业获益!
做企业的网络技术部、软件开发部!

www.qccr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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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卓越·精益求精·心无旁骛·力求完美全程云办公 · 一个平台 · 全面管理

扫一扫下载 “全程云办公”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