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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ense Cloud全程云创立于20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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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现拥有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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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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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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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已开发完成的一体化办公管理软件系列有：

《全程云-OA办公自动化软件》、《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软件》、

《全程云-PES人才招聘系统》、《全程云-HMS猎头管理软件》、

《全程云-CRM客户管理系统》、《全程云-ERP进销存/分销管理系统》、

《全程云-PM任务项目管理软件》、《全程云办公》等。

全程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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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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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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底，全程云已为全球45000+企业提供了一体化办公软件的产

品和服务，全程云是一体化管理软件的领军企业。

全程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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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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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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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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专为网络办公而建，感受网络协同办公的快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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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组合 按需选配积木结构

全程一体化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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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软件
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一体化人力资源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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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全程云自主研发，旨在实现企业单位的全

面人力资源信息化管理，提升人力资源管理效率和水平。

◆ 全程云HR软件，是专业的一体化人事业务工作管理平台，集合人力资源

管理八大模块（组织规划，人力部署，人事管理，培训测试，绩效考核、

薪酬福利、员工关系，人力发展）。通过HR系统的自定义设置，满足不

同的职位层级人员对人力资源信息的应用需求。

◆ 全程云HR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可快速、精准地处理人事数据，优化完

善企业人事结构，便于人力资源管理者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去完成人事决

策，挖掘出人力资源的深层价值。

全程云 H R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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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根据用户需求，按需选配功能并随着需

求的变化，可以随时调整和增加功能模

块，并随着软件功能的升级不断升级系

统。对于外部业务系统，全程一体化软

件提供了标准的接入开发接口，可以随

时调整调用接入外部应用系统；最终真

正实现一套统一完成的企业信息化系统

平台。

全程云 H R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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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

建立企业员工的人员信息档案，

管理各类人员基本信息和变动信

息，实现人员信息方便快捷的统

计和查询，支持人员变动操作，

试用期/转正/离职人员一目了然。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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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管理

主要是针对企业内部员工培训体

系的管理，发挥培训计划与资源

的最大价值；支持员工提出培训

申请，HR根据培训资源拟定培

训计划，最后统计评估培训的效

果，帮助企业优化培训。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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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勤排班

可以跟中控考勤机做对接，实现

系统与考勤机的数据实时同步，

支持对漏打卡情况进行手工签到，

对请假/加班/调休的考勤业务进

行审批管理，可以按设定的时间

段进行请假/调班，支持考勤日/

月报表的excel表格导出。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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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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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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资管理

薪资套帐支持100%自定义，可以

设定多个套帐，不同的人员关联不

同的套帐，实现基于薪资标准的定

薪、调薪；薪资管理功能支持多种

模式的薪资核算管理，实现薪资发

放、薪资报表、薪资项目导出、薪

资分析等功能，帮助企业实现全过

程薪资管理。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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绩效考核

可自定义考核类型及考核规则的

各项指标、考核权重、标准分等；

制定考核计划，选择考核对象与

考核规则，指定考评人员，360

度分析考核结果，帮助企业实现

对员工客观公正的考核。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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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差管理
系统支持企业规范化出差审批流程，

管理人员可随时随地处理出差审批

流程，提高出差审批效率；出差申

请审批通过之后，考勤日报表会显

示考勤结果为出差，考勤月报表会

显示具体的出差工时，方便财务核

算出差人员的薪资。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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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平台

员工可以通过自助平台查看到自己

的基本信息，如：在线考评、我的

考勤、我的外勤、考核成绩、培训

信息、我的考试、薪资信息、岗位

职责等等。

全程云HR特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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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效的分类挖掘查询、组合查询,为HR管理人员，提

供了一个实用的数据分析工具。

◆ 独创的薪资计算逻辑表达运算公式，支持各类型逻辑

型的工资计算、社保计算。

◆ 灵活的薪资体系、薪资层级设计，多帐套发放薪资。

◆ 360 度的考核方式，灵活设置考核周期，考核层级关

系。

◆ 可灵活定义考核规则的各项指标、考核评分权重、考

核评分标准等，设定考核表。

◆ 所见即所得的报表输出。

全程云HR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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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HR人事管理系统涵盖了人事部门对员工在企业任职工作的全部过程的管理，从人才招聘

规划到人事管理（包括人事合同、人事调动、奖惩记录、培训、考核、家庭关系、教育经历、

工作经历、专业资格、外语学习等）、薪资管理、社会保险、绩效考核、考勤排班等各个方面。

◆ 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还提供各种查询统计功能与报表输出功能，动态直观地反映企业人力资源

的状况，为企业决策者及人力资源管理者提供高效的决策支持。

◆ 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将帮助企业所有人员通过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平台高效工作，实现企业人力

资源管理的信息化。

全程云HR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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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HR系统，人力资源管理『e』

起来

通过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企业

人力资源部经理可对人事工作进行远程

授权、分派，明确下属职责，强化人事

办公管理与信息共享，形成无纸化+远程

化+流程化的人事管理系统，减少人力资

源管理成本，以便企业HR部门把工作重

心放在人事战略的制定与优化上。

全程云HR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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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平台，多重管理

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涵盖了企

业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从人力资源规划、

人才招聘规划到人事管理（包括人事合同、

人事调动、奖惩记录、培训、考核、家庭

关系、教育经历、工作经历、专业资格、

语言学习）、考勤排班、薪资管理、社会

保险、绩效考核等HR管理环节。

全程云HR带来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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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自动汇总，报表轻松获取

人力资源数据是企业调整未来人事战

略的重要依据，企业管理者会要求HR

部门对这类数据作定期汇总、报告。

使用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HR人员将告别繁琐的EXCEL报表整理，

所有数据汇总将由系统代劳，点一下

鼠标即可坐享其成，企业高层对人事

管理状况也了如指掌。

全程云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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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程云HR的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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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HR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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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案例请访问全程云 24om.com官方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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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HR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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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案例请访问全程云 24om.com官方网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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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一体化系列云办公软件：

全程云-iOA办公自动化软件

全程云-HR人力资源管理软件

全程云-CRM客户管理软件

全程云-ERP/DRP进销存财会软件

全程云-HMS猎头管理软件

全程云-PES人才招聘储备软件

全程云-PM任务项目管理软件

全程云-FAS财务会计软件

www.qc-hr.com

全程一体化系列云办公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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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c-hr.com

经营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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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程云办公 · 一个平台 · 全面管理

扫一扫下载 “全程云办公”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