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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持的终端

Supported Termin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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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浏的浏览器
google chrome(推荐),ie,firefox等

windows客户端 android系统⼿机 ios苹果⼿机

企管宝全⾯⽀持各种终端。包括：所有的主流浏览器，windows客户端，android系统⼿机，ios苹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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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业务流程图

Core WorkFlow Ch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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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请放⼤到合适⽐例进⾏查看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第6/109⻚



系统整体设计导图

Syste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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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请放⼤到合适⽐例进⾏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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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Introduction of Typical Fun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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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户
System Por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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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统计
让市场⼈员快速了解⾃已的业绩，让领导层直观了解公司业绩情况。统计客户及商机数量、合同及回款⾦额；客户量及合同量按天、周、⽉、年同⽐；客户量及合同量12个⽉⾛势图；业绩排⾏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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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办⼯作汇总
汇总所有个⼈的待办⼯作，包括：待办流程、今⽇待办⽇程、待办任务及待验收的任务、未读的消息及最新的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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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办⼯作汇总
汇总所有个⼈的待办⼯作，包括：待办流程、今⽇待办⽇程、待办任务及待验收的任务、未读的消息及最新的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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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售前阶段
Pre-Sal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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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销售⽬标
Sales Targ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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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标管理 - 下达销售任务
主要⽤于管理层为销售团队下达销售任务及⽬标，系统⾃动统计团队每个⼈的合同总额及业绩完成率，是⼀项针对销售团队⾮常重要的绩效管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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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标统计

管理层为销售团队下达⽉度销售任务后，透过《销售⽬标统计》可以实时掌握每个⼈的业绩汇总及业绩完成率；从每⽉的业绩统计到全年的业绩均会⾃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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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客户管理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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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客户池
1、公司通过营销/⼴告/渠道/展会等⽅式获客后，统⼀放到公司公海客户池中 2、个⼈⼿动回归或系统⾃动回归的客户都存放到此客户池中 3、⽀持⼿动新建、导⼊EXCEL、API接⼝等各⽅式全⽅位收集客户档案 4、⽀

持将公海客户池开放给销售来主动领取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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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策略设置

根据公司的客户/销售管理制度设置策略,主要策略包括：⾃动回归客户的天数（多少天内未跟进客户⾃动回归）；个⼈能领取公海客户的数量；公海客户池是否需要按照分公司/区域、部⻔进⾏隔离，即是否需要把公海

客户池分成⼩的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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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客户分配
领导将公海客户分配给具体的销售来负责；⽀持批量分配；系统⾃动给相关销售⼈员推送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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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客户
员⼯只能看⾃已的客户；员⼯之间可以移交、共享客户；领导可以看⾃已及下属的客户；可以设置电话号码等敏感字段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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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客户
⽀持三种新建⽅式：⼿动新建，excel导⼊和接⼝对接；同时可以⾃定义调整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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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度客户全景画像
以客户为中⼼，将客户售前、售中、售后全⽣命周期的所有记录汇总在⼀起形成完整的客户画像。包括：客户资料、跟进记录、商机、报价、投标、合同、项⽬、订单、发票、回款、退款、费⽤、预约、售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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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进记录
⽤于记录每次与客户的沟通情况；跟进类型通常分为：电话/上⻔拜访/邮件/QQ沟通/微信沟通/短信等；⼿机端填写跟进记录时，⾃动进⾏GPS定位，并⽀持现场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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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商机管理
Sale Ch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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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管理
销售⼈员发现⼀个销售机会或售前项⽬时，可建⽴商机即售前项⽬⽴项；公司通过对商机进⾏业绩预测。同时围绕商机从商机建⽴》了解需求》⽅案制作》报价》投标》合同进⾏全⽣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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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漏⽃
商机分布在不同的阶段，从初期沟通>⽴项评估>需求分析>⽅案制定>招投标/竞争>商务谈判>合同签约 。通过销售漏⽃能让销售⼈员及公司领导直观了解商机的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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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机全⽣命周期管理
建⽴商机后，我们可以对商机的需求、⽅案、竞争对⼿、报价、投标、合同进⾏全⽣命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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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报价管理
Quotatio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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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价管理
1、⽤于记录给客户的完整的报价历史，便于查询；2、可对报价单进⾏审核，对于单价进⾏控制，同时订单/项⽬的⽑利进⾏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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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预估
设置好产品的成本单价后；系统⾃动根据报价单的价格与成本价进⾏计算，算出每份报价单的预估⽑利，便于领导进⾏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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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导出报价单
⽀持按您的实际报价模板，⾃动⽣成相同格式的报价单；还⽀持⽣成excel报价单，导出的报价单⾥⾯还可以包含产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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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投标管理
Bidd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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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管理
随着商机(售前项⽬)跟进⼯作的展开，对于需要进⾏投标的项⽬，通过投标管理对投标的全⽣命周期进⾏管理。包括：1、投标评审（决定是否参与投标）》2、购买标书》3、交纳投标保证⾦》4、中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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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全⽣命周期管理
以投标评审为中⼼，将购买标书，保证⾦，中标通知，合同全部串起来，形成完整的投标⽣命周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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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售中阶段
Selling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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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合同管理
Contract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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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审批
在历经开发客户，跟进，商机，报价，投标环节后，合同审批是完整的成功销售流程闭环。以合同为分⽔岭，合同以前的⼯作是售前阶段；合同签订后进⼊售中阶段。企管宝的管理理念是⼀个⼊⼝，⼀个中⼼；以客户

为⼊⼝，以合同为中⼼。售中阶段围绕合同为中⼼，分为收款和做事两条线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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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收款及开票统计
合同签订后，围绕合同分为收款和做事两条线，其中我们通过已收款，未收款，已开票，未开票，成本，利润统计了解合同的财务执⾏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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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调整/合同变更
合同签订后在实际执⾏过程中，经常会遇到合同⼯作内容调整，相应的合同⾦额会发⽣调整。从管理上⾯我们不允许在原合同上直接修改，⽽必须通过合同调整流程经过审批后⾃动更新原合同的内容及⾦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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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全⽣命周期管理
以合同为中⼼，管理合同的变更记录、收款、开票、报销、履约保证⾦、项⽬、售后全部的合同执⾏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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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收款管理
合同签订后，围绕合同分为收款和做事两条线，其中我们通过已收款，未收款，已开票，未开票，成本，利润统计了解合同的财务执行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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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票申请
合同签订后，客户要求开票时可在线提交开票申请，审批结束后由财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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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计划
在实际⼯作中合同会分成多期进⾏回款，通过回款计划您可以直观了解每期回款情况以及近期要回款的记录。每笔回款计划的状态分为：未回、部分回款、已回三种，由系统⾃动根据回款记录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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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款记录
在实际⼯作中合同会分成多期进⾏回款，通过回款记录您可以直观了解每期回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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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申请
由于各种原因需要给客户退款时，由负责⼈提交退款申请审批通过后，由财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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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保证⾦管理
Security Deposit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第48/109⻚



投标保证⾦申请
在投标评审审批通过后，如果本次投标需要缴纳投标保证⾦时，需要提交投标保证⾦申请。投标结束后需要管理保证⾦的退回状态，我⽅收到退回的投标保证⾦时，通过退投标保证⾦管理保证⾦的退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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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投标保证⾦
投标保证⾦退还或转履约保证⾦后，财务新建退投标保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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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约保证⾦申请
合同执⾏甲⽅要求交纳履约保证⾦时，通过履约保证⾦申请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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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履约保证⾦
履约保证⾦退款后由财务登记，系统⾃动更新履约保证⾦的已退⾦额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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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费⽤报销
Expense Reimburs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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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报销
⽤于规范公司报销制度，⽀持分公司、部⻔、⼈、科⽬、合同、项⽬各维度来统计费⽤报销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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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费⽤报销
对于差旅费⽤报销⾥⾯填写⾏程等信息，与⽇常的费⽤报销单区别填报，但系统会将两者合并在⼀起进⾏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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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售后阶段
After Sale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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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预约管理
Booking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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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管理

当我们需要管理客户的服务⽇程，或需要管理的客户预约记录时，可以使⽤预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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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预约申请
新建预约可由客服⼈员代客户完成，也可以开放客户端⼝让客户⾃已新建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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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售后⼯单
Customer Service WorkF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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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后⼯单管理
对于售后阶段的⼯作重点是处理客户的反馈，以售后⼯单流程为任务主线把需要配合处理售后的各部⻔协同起来，同时可以⽅便轻松的掌握处理的进度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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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售后⼯单
⼀般由售后服务⼈员接收客户的电话、邮件反馈后新建⼯单交给相关的技术部⻔，由技术部⻔指定技术负责⼈，技术处理后通知客户，并进⾏反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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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领导层
Boss & Mana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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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统计
让领导层直观了解公司业绩情况。统计客户及商机数量、合同及回款⾦额；客户量及合同量按天、周、⽉、年同⽐；客户量及合同量12个⽉⾛势图；业绩排⾏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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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分析
以客户的各维度进⾏统计分析。包含：客户类型分析，客户性别分析，客户标签分析，客户来源分析，客户区域分析，⼤客户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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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报表

以产品的各维度进⾏统计分析。包含：产品类型分析，产品类型销售分析，产品库存分析，产品销售排⾏，产品销售分析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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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功能介绍 / BI智能报表
BI Report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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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BI统计分析
企管宝⼀共有5个引擎：表单引擎、流程权限、权限引擎、运算引擎、BI引擎。通过⽤户通过BI引擎可以对任何表单、任何流程进⾏统计分析或数据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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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0代码⼆次开发
System Scalability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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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字段

轻松增加、减少字段

⾃定义功能

0代码增加新的功能

⾃定义流程

可视化设计⼯作流程

⾃定义报表

⾃定义统计分析

⾃定义app

app配置简单易学

企管宝轻松实现《1分钟，0代码》⼆次开发。只要会做excel，就会做软件！

您的需求是否⼀直在变？那么还需要开发⼯程师做⼆次开发的系统根本不值得考虑和购买！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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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tAPI

我们提供基于http的RestAPI

WebService

我们也提供基于WebService的接⼝

我们免费开放所有的接⼝，您既可以调⽤企管宝的接⼝读取数据，也可以写⼊数据，与您的第三⽅系统⽆缝集成。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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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字段
Field Configuratio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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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配置所有的字段属性，对表单进⾏控制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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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流程
WorkFlow Desig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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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给流程取个名字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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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设计表单

可直接导⼊EXCEL，⾃动⽣成表单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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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设计流程步骤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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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告成
⾃动在浏览器端及App端配置完成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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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功能
Function Desig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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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给功能取个名字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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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设计功能的表单字段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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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告成
⾃动在浏览器端及App端配置完成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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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统计
Statistical Desig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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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配置统计数据源及统计图形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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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告成
可配置任意数据源，任意图形的报表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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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选择器
Data Selector Desig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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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选择要绑定的选择器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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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连线，建⽴选择器的引⽤关系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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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通⽤⼦表
Child DataTable Desig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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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配置主表与⼦表的关系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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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告成
可以将所有的关联⼦表信息进⾏展示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第91/109⻚



系统扩展性 / ⾃定义运算
Calculate Configuratio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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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运算关系配置起来如此简单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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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与表之间的复杂运算也只是简单配置⽽已，强⼤到超出您的想象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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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扩展性 / ⾃定义App
App Design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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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的开发也简化成了可视化配置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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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部署⽅式

System Deployment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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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端部署

可以租⽤阿⾥云，百度云，华为云等

本地化部署

也可以部署在本地私有服务器上。

我们提供灵活的部署⽅式；既可以部署在云上，也可以部署在您的私有服务器上。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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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安全保障

System Security Guarantee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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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输安全

SSL加密传输

数据安全

重要数据加密处理

基础安全

系统定期升级；
防SQL注⼊
防XSS攻击
防CSRF攻击等

容灾保障

⾃动定时备份
⽀持异地备份

具有完善的灾难恢复保障措施

权限安全

按⻆⾊及⼈员划分权限

物理安全

采购⾼性能云服务器或直接部署
到您的本地私有服务器上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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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升级保障

System Upgrade Guarantee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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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在升级迭代的路上....我们全⼒保障每个客户的系统正常运⾏，终身免费升级！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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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实施流程

System Implementation WorkFlow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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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1、需求调研 & 确定⽅案 

周期：7天~15天 

由企管宝专业⼯程师和您对
接需求，免费设计⽅案。

2、签定合同 

周期：1天~3天

3、部署配置 

周期：30天 

系统部署1天完成；按照您
的需求及实际业务流程进⾏
配置调整在30天内完成

4、权限分配 & 数据导⼊ 

周期：7天 

由我们的实施⼯程师协助您
分配权限，并协助您通过

excel批量导⼊已有的数据。

5、培训 & 交付 

周期：3天 

我们提供不少于2次的现场
或远程培训

6、售后服务 

周期：终身 

我们提供终身的系统免费升
级及售后技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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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售后服务

Customer Service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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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免费维护服务

免费BUG处理，数据恢复等

现场技术⽀持

提供现场技术⽀持，8⼩时内到达现场

终身免费系统升级

每两年⼀次⼤版本升级

免费使⽤培训及配置培训

不少于2次的上⻔培训；不限次数的远
程培训及使⽤指导

7X24⼩时服务

专属的售后客服提供7X24⼩时服务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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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系统功能清单

System Function List

企管宝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序号 ⼀级菜单 ⼆级菜单 功能名称 备注 类型

1

⾸⻚⻔户

业绩

客户统计 标准

2 合同统计 标准

3 客户量⾛势 标准

4 合同量⾛势 标准

5 业绩排⾏榜 标准

6

待办

今⽇待办 标准

7 待审批流程 标准

8 待阅读公告 标准

9 待阅读制度 标准

10 待办任务 标准

11 常⽤56个流程快速发起 标准

12

客户管理

销售⽬标

销售⽬标设置 按⽉设定个⼈销售⽬标 标准

13 销售业绩统计 标准

14

公海客户

公共客户池

⼿动新建 标准

15 excel导⼊ 标准

16 接⼝对接 标准

17

公海策略设置

设置⾃动回归的规则 标准

18 设置领取或分配客户的数量 标准

19 设置部⻔公海池等 标准

20 公海客户分配 标准

21 领取客户审核 标准

22 客户转换审核 标准

23 我领取的客户 标准

24 我的客户 新建客户 ⼿动新建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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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菜单 ⼆级菜单 功能名称 备注 类型

25

客户管理

我的客户

新建客户

excel导⼊ 标准

26 接⼝对接 标准

27

客户查重

按公司名称 标准

28 按联系电话 标准

29 按微信号 标准

30 ⾃定义规则... 标准

31

权限控制

员⼯只能看⾃已的客户 标准

32 员⼯之间可以移交、共享客户 标准

33 领导可以看⾃已及下属的客户 标准

34 可以设置电话号码等敏感字段隐藏 标准

35

提醒设置

今⽇新增 标准

36 今⽇分配公海客户 标准

37 今⽇应联系 标准

38 今⽇未联系 标准

39 今⽇已联系 标准

40 今天⽣⽇ 标准

41 ⾃定义规则... 标准

42 潜在客户 标准

43 成交客户 标准

44 ⽆效客户 标准

45 客户联系⼈ 标准

46 收货地址 标准

47
跟进记录

跟进记录 标准

48 邮件记录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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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菜单 ⼆级菜单 功能名称 备注 类型

49

客户管理

跟进记录 短信记录 标准

50

商机管理

项⽬/销售机会 标准

51 销售漏⽃ 标准

52 详细需求 标准

53 解决⽅案 标准

54 竞争对⼿ 标准

55 报价单 标准

56
预约管理

排班⽇历 标准

57 预约审核 标准

58

售后⼯单

售后⼯单 标准

59 待处理 标准

60 处理中 标准

61 已处理 标准

62

投标管理

购买标书 购买标书 标准

63 投标评审 投标评审 标准

64 中标通知 中标通知 标准

65

合同管理 销售合同
合同管理

服务合同 标准

66 产品销售 标准

67 ⼯程项⽬ 标准

68 ...... 标准

69 合同调整 标准

70

财务管理 收款管理

开票记录 标准

71 回款计划 标准

72 回款记录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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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菜单 ⼆级菜单 功能名称 备注 类型

73

财务管理

收款管理 退款记录 标准

74

保证⾦管理

投标保证⾦管理 标准

75 退投标保证⾦管理 标准

76 履约保证⾦管理 标准

77 退履约保证⾦管理 标准

78
费⽤报销

差旅费报销 标准

79 费⽤报销 标准

80

产品管理

产品类别 产品类别 标准

81 产品管理 产品管理 标准

82 价格策略 价格策略 标准

83

流程中⼼

待处理流程 待处理流程 标准

84 抄送我的流程 抄送我的流程 标准

85 我发起的流程 我发起的流程 标准

86 我处理过的流程 我处理过的流程 标准

87 查询所有流程 查询所有流程 标准

88 ⾃定义流程 更多流程⽀持⾃定义... 标准

89

⽇常办公

公告通知 公告通知 标准

90 管理制度 管理制度 标准

91 企业邮箱 企业邮箱 标准

92 ⽇程安排 ⽇程安排 标准

93

⼯作⽇志

⽇报 标准

94 周报 标准

95 ⽉报 标准

96 定位轨迹 定位轨迹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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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级菜单 ⼆级菜单 功能名称 备注 类型

97 ⽇常办公 企业云盘 企业云盘 标准

98
消息提醒

消息提醒管理 消息提醒管理 标准

99 APP消息推送 APP消息推送 标准

100

智能BI报表

客户分析 客户分析 标准

101 产品分析 产品分析 标准

102 智能BI报表 智能BI报表 标准

103

系统管理

组织架构

组织管理 标准

104 部⻔管理 标准

105 岗位管理 标准

106

⼈员权限

⼈员管理 标准

107 ⻆⾊管理 标准

108 权限管理 标准

109

系统扩展

⾃定义流程 标准

110 ⾃定义功能 标准

111 ⾃定义统计 标准

112 ⾃定义App 标准

113
App

android端 android端 标准

114 ios苹果端 ios苹果端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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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宝 - 为您量身打造⼀体化的企业管理平台！

400-885-9808

http://www.qiguanb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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