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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无法随时随地办公

业务员出差或者在路途中，无法便捷及时的使用电脑设备，造成无法
及时获取企业信息以及进行相关业务操作。



沟通完全依靠手机通话

每天忙于与客户以及总部人员电话沟通，沟通效果差，工作效率低，沟通成
本较高且沟通效果较差，沟通效率极低。



信息传递慢-被劢等待

公司信息以及业务相关消息，只能被动等待接受，无法自动获取。信息传
播速度较慢且存在不准确等现象。



查询方式单一被劢查询

查询方式单一只能通过不同管理系统查询或通过电话询问总部不同负责人
进行获取。



企业管理系统较多容易形成信息孤岛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较多，数据分散，无法进行集中式管理以及集中式信息获
取，造成信息不统一以及信息不对称。



企业流程流转速度慢

企业信息流转速度较慢，造成信息传播速度滞后，造成企业工作效率较差。



使用电脑粘度太大工作方式单一

企业人员电脑依赖度较大，如离开电脑则无法进行办公以及信息获取。



总部人员忙于电话接听以及其他日常工作

总部企业人员除每天忙于本职工作外，还需花费大量时间用于电话沟通以及信息
交互，处于忙而乱的状态，工作效率较低。



企业综合竞争力需提高

由于企业信息流转速度较低，存在工作效率低下问题，工作人员较多但实际运营
效果较差，造成企业竞争力差。



企业上下流程丌畅

由于无法将企业相关信息及时告知上下游供应商或客户，造成信息传递速度较慢，
信息沟通不畅。



客户满意度有待提高

由于客户无法快速获取所属自己相关信息，造成客户满意度较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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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微信企业号

微信企业号是微信为企业客户提供的移动服务，旨在提供企业移动应用入口。
它可以帮助企业建立员工、上下游供应链与企业IT 系统间的连接。利用企业
号，企业或第三方服务商可以快速、低成本的实现高质量的企业移动轻应用，
实现生产、管理、协作、运营的移动化。



为何选择微信企业号公众平台



有限的关注，无限的信息

微信企业号与公众号最主要的区别是，只有限定范围内的用户才
可以关注对应的企业号，使用企业号发送的信息数量几乎不受限
制。



广泛并有效的连接

微信企业号能帮助企业、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和非政府组
织建立与员工、上下游供应链及内部IT系统间的连接，并能有效地简化

管理流程、提高信息的沟通和协同效率、提升对一线员工的服务及管理
能力。



让信息传递随时随地

微信全平台客户端的覆盖和方便灵活的企业号后台管理及连接能力，使
得员工无论是在办公室还是奔波于一线，企业信息的传递在时间和空间
上将不再有任何的阻碍。



可靠的安全保障

确保信息安全是连接企业的基础。腾讯及微信已建立的业界一流的安全
保障体系、高可靠的系统实现机制，以及企业号完善的安全特性，为企
业信息安全提供了全方位的安全保障。



为何选择微信公众平台

其他优势：
1) 快速移动化办公。企业在开通企业号后，可以直接利用微信及

企业号的基础能力，加强员工的沟通与协同，提升企业文化建
设、公告通知、知识管理，快速实现企业应用的移动化；

2) 零门槛使用。用户微信扫码关注即可使用，在玩微信时，随手
处理企业号消息，无需学习即可流畅使用。

3) 便于企业推广。因微信目前使用率较高，无需单独安装，即可
使用，容易推广。

4) 便于将相应信息转发给客户。因客户微信使用率较高，便于信
息转发与交流。

5) 无信息费用，推送消息无单独费用，降低企业成本。
6) 解决企业信息化孤岛问题，实现多系统串联与数据整合。



对于企业号使用的场景，微信企业号有“四个适宜”：
1. 适宜于办公室员工出差在外的移动办公应用场景。

2. 适宜于企业与上下游合作伙伴、供应商的订单管理、客户销售
发货信息告知、工作协同。

3. 适宜于以移动办公为主场景的一线员工，如一线销售、行销代
理、售后服务、巡检巡店、安保后勤等人员的工作管理与支撑。

4. 适宜于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以及社会组织同样可
以通过企业号简化管理流程，提高信息发布与触及的效率，提
升组织协同运作效率。

5. 此外，企业号可以建立企业任何内部IT 系统或硬件物理设备与

员工微信的连接，实现企业系统的移动化的同时，实现端到端
的流程闭环。以前，传统IT 很难做到的，如今，基于微信，利
用企业号，一切皆有可能。

适合场景



功能介绍



微信企业号平台通过与各系列ERP系统（用友、金蝶、SAP、浪潮、速达、

管家婆等）或其他企业管理软件对接，实现企业信息化整合与升级，提高
企业移动办公水平。

应用简介

数据查询—可快速实时查询企业相关数据信息，例如：库存信息、生产信息、销售信息、采购信息、
回款信息，财务信息等诸多信息。
信息推送—实现企业管理软件相关消息推送，以微信消息的方式自动发送于相关人员，以起到提示

以及告知作用。例如：发货消息、物流消息、回款信息、设备保养信息提醒、生产设备信息警报、
生产信息等。
移动下单—实现通过微信企业号进行移动业务单据下达。例如：销售订单、销售发货单、采购订单、
客户信息登记、设备巡检、客户回访等。
企业报表与数据分析—实现企业相关报表查询与推送。例如：老板查询、财务报表、生产报表、成
本报表、销售报表、企业各项数据分析等。
进度跟踪—可对各业务进度进行及时查看与告知。例如：销售订单执行情况、生产进度、采购订单
执行情况、合同执行情况等



功能介绍—进入微信企业号交互平台



功能介绍—仓库查询



功能介绍—仓库查询

1.选择相应查询类型（1-纱线 2-坯布 3-服
装 4-其他）
2. 填写相应查询内容（查询为模糊查询）
3.点击查询按钮
4.进入查询结果展示界面
5.如继续查询则点击“ ”图标，即可返
回

注：如需增加或者减少查询界面以及结果展示字段，
可告知系统管理员进行设定更改



功能介绍—物流查询



功能介绍—物流查询

1.进入物流查询界面
2. 填写相应查询内容（查询为模糊查询）
3.点击查询按钮
4.进入查询结果展示界面
5.如继续查询则点击“ ”图标，即可返
回

注：如需增加或者减少查询界面以及结果展示字段，
可告知系统管理员进行设定更改



功能介绍—回款查询



功能介绍—回款查询

1.进入物回款询界面
2. 填写相应查询内容（查询为模糊查询）
3.点击查询按钮
4.进入查询结果展示界面
5.如继续查询则点击“ ”图标，即可返
回

注：如需增加或者减少查询界面以及结果展示字段，
可告知系统管理员进行设定更改



功能介绍—消息推送



功能介绍—消息推送

1.系统自动进行消息推送，无需操作，只
需登录微信即可
2.信息送达后，在微信界面上将出现提示
信息
3.点击相应信息进行信息详细查看
4.系统自动根据ERP相关负责人进行详细推
送
5. 详细推送内容根据ERP数据自动进行获
取
6. 查看消息后，如需对消息进行转发可直

接按住该消息然后选择弹出菜单的转发即
可

注：消息推送频率以及推送字段由企业管理员统一管
理



功能介绍—移劢销售订单下单

1.需要进行添加销售订单时，点击“添加”按钮。
2.根据情况填写单据表头信息，需添加物料明细
信息时，点击“添加存货”按钮。
3.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存货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添加”按钮，完成物料信息添加。
4.单据填写完后，点击“操作”按钮。
5.如确认单据填写完毕，则点击“保存”按钮，
对单据进行保存处理。
6.保存完毕后，则返回到单据列表界面中。
7.如需对单据进行查询或修改时，可填写相应查
询条件进行单据查询与修改操作。

注：单据字段可进行自定义设定。



功能介绍—移劢销售发货单

1. 进入后可以看到，历史单据，以及单据状态
等信息。

2. 点击添加可以添加新的订单，选择已有订单
可以查看，删除和修改（未审核）订单信息。

3. 选择销售类型。
4. 在订单编号中选择要参照的订单
5. 点击参照。
6. 根据需求修改存货信息。
7. 选择存货信息，颜色等。
8. 填写件数，数量。
9. 点击添加完成明细数据
10. 对订单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操作，然后点

击保存。
11. 以上业务人员完成订单业务。

注：单据字段可进行自定义设定。



功能介绍—调拨单

1. 进入后可以看到，历史单据，以及单据状态
等信息。

2. 点击添加可以添加新的订单，选择已有订单
可以查看，删除和修改（未审核）订单信息。

3. 选择转出部门，转出仓库，出口类别，转入
部门，转入仓库，入库类别等。

4. 填写其他信息。
5. 点击添加存货。
6. 选择存货信息，颜色等。
7. 填写件数，数量。
8. 点击添加完成明细数据。
9. 有多条明细数据是可以点击添加存货继续添

加。
10. 对订单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操作，然后点

击保存。
11. 以上业务人员完成订单业务。



功能介绍—各单据催办/审核

1. 选择保存的数据信息，点击催办,审核人员
可以及时接受到信息。

2. 主管人员接收到信息后点击同意或拒绝。



功能介绍—生产计划管理

1. 点击生产计划管理，查询相关数据（可根据
时间，业务类型，部门等）。

2. 点击查看，可以修改数据。
3. 点击打印可以打印相关数据。



功能介绍—生产计划管理（打印）

1. 点击打印进入打印画面。
2. 点击1图标处进行保存处理，可保存为PDF，
Excel，Word

3. 点击2图标处进行打印处理。



功能介绍—发货管理

1. 点击发货管理（销售发货，调拨发货，出口
发货。）

2. 检索相关数据（客户，日期）
3. 点击查看，可以修改数据和生成用友单据。
4. 点击打印可以打印相关数据。



功能介绍—发货管理

1. 输入毛重等运输信
息，点击保存订单。
运输信息更新完成。

2. 点击生单后，系统
自动生成用友的销
售发货单。

3. 发货完成后，微信
的发货单状态变为
发货。



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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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效果-从电话沟通中脱离出来



使用效果-改变信息获取方式



使用效果-仓库、物流、回款三箭齐发解决企业信息传递突出问题



使用效果-加快信息传递提高工作效率



使用效果-提高客户满意度



微信公众智能平台在手公司业务尽在掌握



摆脱办公桌的束缚



提高工作效率



目标—为企业信息化建设劣力



提高企业竞争力



注力企业腾飞梦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