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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PREFACE

不可否认，此次疫情正在深刻影响着传统行业，也加速了远程协同办公、

线上教育、线上医疗、数字化民生等产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公

司选择转型，利用远程协同的办公模式推进业务。

远程办公具有降低办公成本、节约能源、办公模式弹性大等优点；但工

作效率低、信息无法及时共享、数据机密不安全、管理成本加大等问题也随

之而来。

经共达精英团队潜心开发，攻克难题，为您提供一套更安全、更及时、

更可靠的的远程办公一体化解决方案，助您在风雨中平稳前进，再次迎来互

联网春天的曙光。



发展历程 公司理念

企业荣誉 核心价值观

公司简介
ABOUT US



发展历程

1998年
株式会社共達ネットワーク （親会社）

注册资本： 约1億円

成立日期： 1998年1月

总人员数： 200+名

2003年
大连共兴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444.44万元

成立日期 ： 2003年11月

总人员数 ： 550+名

2005年
共兴达信息技术（上海）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200万元

成立日期 ： 2005年3月

总人员数 ： 100+名

2006年
共兴达信息技术（沈阳）有限公司（集团）

注册资本 ： 1392.8万元

成立日期 ： 2006年9月

总人员数 ： 1000+名

2017年
大连共盛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 50万元

成立日期 ： 2017年1月

总人员数 ： 200+名



公司理念

COMPANY  PHILOSOPHY

专业人才
共兴达集团拥有超过1200人（其中80%以

上本科，拥有60多名专家级工程师）的技

术开发团队，集团内部实行一元化管理，

统一开发流程、实现资源共享及人才的相

互支援，为每一个项目竭尽全力。

精英汇集 经验丰富
公司在各行业领域均拥有多名专家工程师

与咨询师，既可以依据客户需求量身定制

软件系统，又可为客户提供同步于国际水

平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更专业，更高品

质的支持与服务。

公司在大、中型项目管理经验丰富，

并依据CMMI及ISO17001国际标准形

成了规范的项目管理标准化流程，使

公司承接的大、中型项目圆满顺利完

成，通过竭诚的售后服务，获得了客

户的信任和好评。



企业荣誉

ISO9001认证

1 2 3

CORE   VALUE

ISO27001认证 MMI LV3认证



核心价值观

真诚

专业

高效

创新

秉承着真诚的服务态度和共
赢的理念，坚持杜绝一锤子
买卖的做法。

通过多年定制化开发经验，
利用国内主流互联网技术，
快速进行产品迭代。

结合多年的行业经验积累，
不但能够绕开项目的阻碍，
还能够根据完整的定制化开
发流程，为客户提供专业及
合理的解决方案。

不拘泥传统，不仅仅满足于
现状，为客户提供主流的专
业咨询意见和解决方案。

CORE   VALUE

按照用户的实际需求，量身定制开发真正适合的软件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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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点问题

工作效率明显下降
任务分配难、任务收集难、资料共
享难等一系列问题，明显让管理者
感觉到了效率降低的现象，还很难
一针见血的分析问题所在。

远程办公

信息共享不彻底
我们用即时聊天软件共享项目信息，
解决了沟通问题，但难以确保落实
到位的情况。

项目过程把控艰难
项目进度反复确认，员工抱怨大，
临近下班统计，延迟让人头疼。

忽视了企业信息安全问题
常用的远程办公软件单纯解决了居
家办公的问题，如何避免安全事故
问题，成为了当前的一大难题。1

2

3

4



定义标准

保密协议

所有员工按照标准申

请及签订保密协议，

同时规定员工远程办

公规范及准则。

VPN申请

通过员工号进行VPN

的申请使用，所有事

件追踪到人，操作日

志及时监控。

瘦客户机申请

轻量级的提供远程办

公硬件环境配置，公

司发放便捷，成本低

廉。

虚拟机中转

所有远程办公员工通

过VPN访问指定虚拟

机进行中转，安全可

靠，负载均衡平稳。



安全策略

数据传输加密（SSL）
保证远程接入过程中的信息安全
问题，避免数据传输中造成的风
险问题。

远程数据防拷贝
提供定制堡垒机，远程在家仅能
操作屏幕无法拷贝数据。
可选增强的安全策略，VPN用户
仅能远程到堡垒机，之后再连接
办公电脑。

网络权限设定
客户端支持Ukey硬件身份识别，
同时所有员工通过域方式访问。

远程
接入



无感办公

兼容性强

远程网络要求较低，三大网络运营商皆可。
 网络无门槛 01

02

03

04

全平台支持Windows/Linux/Mac OS X/IOS/Android。
 操作系统不限定

对公司网络架构无限定，任意安全接入。
 支持任意网络拓扑

支持分支机构间内网无感互联（站点到站点）。
 多分公司任意互联



云会议

云端工作协调讨论

多终端、多格式、锁定会议、锁定画布、一键静音等，保障
会议秩序不受影响。

基于阿里云的实施使会议时刻共享，信息保真，便捷高效。

云会议基于互联网实现协同会议，轻松实现云白板+云
视讯协同会议。



协同办公

OA系统
支持远程考勤及审批流程。

日报系统
根据出勤时间远程填写日报信息，
把整天任务进行分类统计，清晰
把控全天的时间分布。

任务系统
支持远程任务分配、拆解、追踪

及完成状况的统计。

资材管理系统
资料共享平台可以有效的对员工
远程进行分享，并能完好的保存
所有成果物。

进度系统
能够提供远程进度填写、搜集、

整理及分析。

线上教育系统
降低反复培训所花费的工时外，
让远程培训变得轻而易举。

财务系统
公司成本及支出的全状况一览、并协
同审批环节，远程操作无障碍。

平台级全系统联动打通，环环相扣



行为监控

目的：保障网络关键业务应用

解决方案：实施流控（行为管理）设

备，对各个协议进行优先级限制，对

项目组人员进行有效业务网络带宽保

障配置。



网络加固

目的：保障网站与内网安全

解决方案：分析发现，网站服务器直

接接到外网上，并且与内网可以互通。

首先对网络进行VLAN划分，配置ACL

不允许网站和内网互通；为网站配置

WAF安全过滤并通过反向代理发布；

将网站迁移至虚拟机中，便于备份恢

复。



售前咨询 交付服务

定制化开发 客户成功

服务介绍
SERVICE



服务简介

咨询
PROFESSION

交付
ACTION

定制
DREAM

大连共达的服务体系包括：售前咨询、交付服务、定制化开发、客户成功服务四大模块。

成功
DREAM

相比传统IT服务，大连共兴达不止于运维，而是通过客户
成功服务，帮助客户只需提升远程办公的能力。



售前咨询

2012年起，大连共兴达即着手对远程办公和协同办
公能力的研修，多年不断创新的基础上，积累了大量的
行业经验和技术底蕴。

具备多个行业的咨询服务经验，能够帮助客户量身
打造适合的远程办公环境和协同办公平台的整体解决方
案能力。

底蕴沉淀、不断创新



交付服务

大连共兴达的专业交付团队包含了网络架构、系统集成、产品数据库、网络部署等各个领域专家，他们将依据结合实
际业务，最佳实践的交付流程，将远程办公平台能力交付到客户手上。

交付的目标是以最低的风险，最短的实施周期和相对合理的成本实现企业远程办公的体系搭建。



定制化开发

大连共兴达的开发团队利用成熟的开发工具支持客户项目的定制开发。从问题的精准定位到快捷的创建任务、分解任
务，一直到快速实施任务并结构化思维灵敏，对成熟的经验进行知识储备，做到实践、经验、实践的闭环，保证二次
开发得到很好的输出。

同时，大连共兴达有着16年以上的外包开发经验和管理标准，可以为定制化项目开发把好质量关。



客户成功

定期巡检

贴身服务

定期培训
大连共兴达提供产品培训上更深的客户定制化。
同时对反馈较多的共通疑问进行答疑，也会把更好的解决方案和领先的行业前沿技术，通过培
训方式，共享给客户。

大连共兴达为客户提供一对一的即时通讯服务。
客户只要有了需求，可第一时间通过即时通讯工具联系我们的客户成功专
员，由客户专员将问题输入智能系统，实时监控，并及时沟通解决问题。

关注实施完成以后客户在持续生产中性能是否已经达到标准，同
时运维方面是否会有相应风险。
通过提供定期的服务报告，检查整个系统使用的状态，从产品的
广度、深度、热度，去看用户和产品的粘性和依赖性。

大连共兴达为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客户成功服务



联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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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我们

大连共兴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Dalian Cooperativ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项目咨询：王先生
联系电话：15104071711
公司地址：大连市软件园东路21号12号楼

在此输入内容
ENGLISH ENGLISH



感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