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图凌科技有限公司

图凌 ＯＡ 产品介绍

基于图凌 OA 的企业办公自动化解决方案
广州市图凌科技有限公司 采用世界顶级的群件和电子邮件产品 Ｌｏｔｕｓ
Ｄｏｍｉｎｏ 和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为开发平台，充分利用 Ｄｏｍｉｎｏ 和 Ｎｏｔｅｓ 强大的工作流
机制、便捷的复制手段、可靠的安全机制以及对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技术全面的支持，开
发一套大型综合办公自动化系统— 图凌办公自动化系统（图凌 ＯＡ 系统）。该系
统包括电子邮件、公文处理、信息处理和查询、会议安排和管理、活动安排和
管理、领导批示管理、个人事务管理、信访管理、议案管理、档案管理、公共
服务接口十一个子系统。各子系统之间紧密联系、处理灵活，集完整性、通用
性、可靠性、实用性于一体，是一套完整的无纸化办公支持系统。

系统特点
①完整性：图凌 ＯＡ 系统的完整性首先体现在其覆盖面宽，１０ 个子系统几
乎覆盖了企业日常办公的所有领域；其次是各个子系统的功能设计深入细致，
可以支持复杂、多级流程下的无纸办公；第三是各个子系统之间紧密联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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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化程度高，能够发挥办公自动化系统的综合效能，这是办公自动化高级阶段
必须解决的问题。
②通用性：图凌 ＯＡ 系统的通用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硬件设备
的要求伸缩性极强，大到可支持多台服务器、多级网络互联的广域网络系统；
小到有一台普通微机作服务器，连接几个工作站即可运转。二是可适应 Ｕｎｉｘ、
Ｗｉｎｄｏｗｓ ＮＴ、Ｗｉｎｄｏｗｓ ９５／９８、Ｎｅｔｗａｒｅ 等多种网络操作系统。三是系统的各种
功能可灵活配置，办公流程可任意定义。
③可靠性：图凌 ＯＡ 系统以世界顶级的群件和电子邮件产品 Ｌｏｔｕｓ Ｄｏｍｉｎｏ
和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为数据库平台和开发平台，这是其可靠性的重要基础；系统开
发完成后，经过了长时间的测试、试用和修改完善。另外，电子文件在图凌 ＯＡ
系统的流转过程中，可进行加密、电子签名、防止拷贝、反馈回执、邮递报告
等功能定义，保证传输过程的安全可靠。
④实用性：图凌 ＯＡ 系统不仅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和技术人员智慧的结晶，
而且是图凌公司的研发人员在办公自动化领域多年经验的结晶。系统的设计充
分考虑到了领导和各类工作人员工作和应用水平的实际，尽量简化操作，方便
使用，提高效率。例如，领导通过“待办”一个入口，即可完成公文、信息、
会议、活动等所有事项的阅、批、审操作。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北大街一号四栋三楼

邮编: 510660

-2 -

电话:

020-82318748, 13609789469

传真:

020-82318748

广州市图凌科技有限公司

图凌 ＯＡ 产品介绍

系统功能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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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邮件系统
（１）电子邮件功能可以以灵活的方式制作、发送、接收、阅读、回复、查
询、打印和保存电子邮件。
l

发送邮件

l

用户既可以发送新创建的邮件，也可以发送以前创建并保存下来但未
发送的邮件。系统允许用户在发送邮件的同时自动保留该邮件的一份
拷贝，或者提示用户选择是否保留一份拷贝。

l

接收和阅读邮件。
当您收到新的邮件时，系统会给予声音提示或视觉提示。在阅读邮件
时，系统会对已读过的邮件和未读过的邮件加以明确的视觉区别。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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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选择只给邮件发送者回信，也可以给该邮件的所有接收者回
信。阅读邮件后，可以将邮件转发给他人。
l

设定和跟踪工作。
系统可以跟踪您必须完成的工作，以及您指定给其他人要完成的工
作。当您需要给自己或他人指定一个工作时，填写该工作的有关信息，
再指定给有关人员。此后系统可以根据工作的进程标记工作已完成或
浏览和更新每项工作的状态。

（２）系统使用的电子邮件的特点是具有丰富的电子邮件选项。
l

标识重要文件
用户可以在重要邮件前加上一个图标以表示邮件的重要性。

l

发送邮件类型
用户可说明所发邮件的类型，如个人邮件、备忘录或感谢信等。

l

邮件签名
用户可以在邮件中加一数字标识，即电子签名。这个电子签名可以确
认邮件的发送人。

l

邮件加密
使用邮件加密技术可以做到只有收信人才可以看到邮件内容，其他人
即使打开别人的邮箱，也不能阅读别人的邮件。

l

邮件传递优先级
根据服务器邮件传递优先级的不同确定发送给用户邮件的时间。

l

确认传递的邮件
用户可以要求系统在传递邮件失败时提供传递报告，以便查看邮件传
递过程中在何处出现问题。

l

对收到的邮件返回回执
对于要求返回回执的邮件，在收信人打开该邮件时，可以向发件人返
回一通知，确认已经收到这封信。

l

防止收件人拷贝或打印邮件
发信人可防止收信人对邮件进行拷贝、打印、转发及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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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文流转（包括收文处理子系统与制发文处理子系
统）
公文管理分为收文管理和发文管理两个主要部分。

“收文管理”主要处理各级来文，解决收到文件的登记、拟办、传阅、转
办、反馈等的电子化处理。
“发文管理”主要处理本级文件的制发工作，解决文件的起草、审核、会
签、签发等过程的电子化处理。
在公文处理的整个过程中，都会涉及到公文的登录、跟踪、催办、分类、
统计、归档、销毁等的管理。在这些方面，本系统提供完善的功能：

（１） 公文收发登记管理
l

公文的收发登记
图凌 ＯＡ 系统支持将外部电子文件转换为系统支持的格式，并进行自动登记；

可以对纸质文件等非电子文件进行手工登记；可以利用扫描仪和第三方软件，
如 ＯＣＲ 软件，将纸质文件形成图形和文字稿件，减少文件录入人员的工作量。
l

公文级别管理
图凌 ＯＡ 系统对文件级别进行严格管理。文件的秘密等级分为无密级、秘密、

机密、绝密四个部分，符合国务院对公文处理的要求。
l

公文加密管理
图凌 ＯＡ 系统采用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的加密机制对文件正文进行加密，没有权限

的人员不能查看文件的内容。
l

公文流转
图凌 ＯＡ 系统支持一个文件的多流程处理，满足了机关办公对的复杂流程的

需要。包括对发文流程拟稿、审批、核稿、会签、签发，收文流程拟办、传阅、
批办、转办、反馈等环节进行管理。
（２） 公文跟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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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正在处理的文件进行跟踪，确定文件所处的状态
图凌 ＯＡ 系统对文件已经进行、正在进行、即将进行的情况都可以跟踪，以

把握文件流向、实现对文件的有效跟踪管理。
l

对超时未办的文件发出催办信息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对已超时而未处理结束的文件进行催办，提示其尽快处理；

可以对长时间没有办理的强制文件返回，以继续公文流程；并可在特殊情况下
强制对没有处理结束的文件强行办结。
l

对加急文件的催办
图凌 ＯＡ 系统对于加急文件直接发送通知，接收方只要启动图凌 ＯＡ 系统，

就会接收到紧急文件的催办通知。
（３） 公文分类
l

按文号、级别、部门、主题、内容进行分类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对公文按照文号、级别、部门、主题、内容进行分类，在

视图中直观地显示。
（４） 公文销毁
l

建立文件销毁档案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在得到批准的情况下，对文件强制销毁，并建立销毁档案，

以便今后追查责任。
（５） 公文批示管理
l

应用多媒体技术，领导可以直接对公文进行批示和签字
图凌 ＯＡ 系统利用多媒体接口，对领导的批示和签字进行计算机处理，并可

以使用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的电子签名技术，对领导签名进行更有效的管理。
l

批示内容查询
图凌 ＯＡ 系统提供对领导批示的完整的管理。有权限的人员可以对领导批示

内容进行查询，并可以查询所批示文件的处理过程和办理情况。
（６） 公文综合查询
本系统对查询提供了很多手段。可以使用视图查询、全文索引查询、自制
查询等多种方式。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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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凌 ＯＡ 系统对收发的公文可以在不同的视图中直观地展现出来，支持日期、
文件字号、来文单位等多种查询方式。
l

可对公文处理状态进行查询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直观地显示已处理公文、处理中公文的处理状态，支持对

公文状态的不同查询方式。
l

可对公文的批示进行查询
图凌 ＯＡ 系统对于领导批示有专门的模块进行处理和查询，支持严格的权限

控制。
l

查询支持模糊方式
图凌 ＯＡ 系统支持对上述查询条件进行模糊查询，利用 Ｌｏｔｕｓ Ｎｏｔｅｓ 提供的

全文索引，可以方便地对领导批示、正文内容进行全文查找，大为方便了使用
人员、提高了使用人员的工作效率。
（７） 统计分析
l

对收发公文可以进行分类统计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对收发公文进行分类统计，如按照类别、时间段等对公文

的处理情况进行统计。
l

统计公文的处理率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对公文办理人员对公文的处理效率、处理时间、处理数量

进行统计并进行比较。
（８） 使用电子公文流转，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公文流转过程中每一步都有催办机制，对于没有按时处理结束者，系统自
动进行催办，提示其尽快办理。这一功能可以防止公文不按正常流程进行流转，
避免许多人为因素对办文过程的影响，有利于公文办理的规范化。

3、 会议和活动管理
采用会议日程管理，可以避免以往手工安排会议造成的通知不及时、疏漏
人员、会期安排不合理等弊病，对日常会议安排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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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日程管理完成以下功能：
l

会议文件的起草

l

提出会议议程

l

会议的审批
系统可以实现会议起草、会议议程安排、审批的电子流转。

l

会议场所安排
通过本系统，会议安排人员可根据部门的资源设置对所要召开会议的场所

进行安排。
l

会议记录
图凌 ＯＡ 系统可以对会议记录进行管理，并使用全文索引机制对会议记录进

行全文索引，便于今后对会议记录进行查阅。
l

会议归档
系统对会议归档采用和文件归档相似的办法，对会议文件进行整理、组卷、

归档等操作。
l

会议室管理
系统可对会议所需要的资源如会议室等进行管理。会议安排人员可以添加

或删除会议室资源，监控会议室状态，对使用会议室的申请进行答复，对临时
调整会议室情况向有关人员发送通知等。
l

日程安排
系统可以对公务活动和私人活动进行管理，自动将会议、活动安排记入个

人日历，可查看空闲时间、自动处理答复。

4、 信息处理
信息管理系统完成对公共信息、信息统计、外部接口及出版刊物的处理；
实现信息接收、编辑、传递、筛选、送阅、批办、分办、反馈检索、批示、组
刊、转制发文等全过程的计算机处理。从功能上划分为四个部分：信息处理模
块；刊物编辑模块和条目接收模块和领导查询批示模块。各模块功能简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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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处理模块：
为来自于外界的跨系统的信息提供进入本系统的接口，如来自外界的条目

和信息。这些信息有不同的格式，要进入图凌 ＯＡ 系统进行信息流转必须进行一
定的处理。此模块负责接收信息条目、进行条目筛选、对接收到的信息进行预
处理、信息的加载和信息入库等操作。
●

刊物编辑模块：
用于生成一期刊物，刊物的信息条目可能来自于自编信息或其它信息库，

刊物经过审核后可以出版成纸制刊物，或转入领导信息库以供查询，也可以生
成专门的格式，散发给外界。
●

条目接收模块：
使用者通常是处于本系统的下一层次，需要从上级的信息库中筛选信息。

通过从上级的地方信息库中接收条目，进行筛选，提取所关心的信息。
●

领导查阅批示模块
提供各类供领导查阅的信息，其中包括外部接收来的信息和本地编发的各

类信息，领导通过全文检索和特定查询可方便的查阅到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同
时系统设置了电子批示、打印批示单批示和手写板批示三种批示方法，各领导
可根据自己的键盘操作水平选择适合自己的批示方法，批示的内容将自动按照
系统预先的设置转到相应的办理部门，进入批示办理阶段。

对于处于不同职能的使用者，所对应的模块也不相同。对于本系统的下一
层次（各处、室、办、子公司等），可能用到刊物编辑模块和条目接收模块。相
类似，处于上一层次的单位，由于要从其上级单位接收信息，所以不仅用到刊
物编辑模块，还用到信息处理模块。具体用到哪些模块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配
制。

5、 档案管理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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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凌 ＯＡ 系统提供对档案文件的一系列处理，包括档案文件的筛选、顺序调
整，档案案卷的移卷、拆卷、封卷、解封等。
l

档案的录入和归档
图凌 ＯＡ 系统对纸质文件，可以手工立卷归档；对于从图凌 ＯＡ 系统公文管

理办结的文件则可以进行电子归档。
l

档案的借阅
图凌 ＯＡ 系统提供了灵活的档案借阅手段，包括电子邮件借阅、联机借阅的

电子手段和填写借阅单等手工借阅手段。
l

档案的查询
图凌 ＯＡ 系统通过全文索引，提供对档案的强大的检索功能，并可以对档案

的借阅进行查询。

6、 信访(投诉)处理
l

来信处理
对人民来信进行登记、分类、办理、反馈；对领导批示信进行流转；对来

信进行统计、分析等。系统可对处理流程进行实时跟踪。
l

来访处理
对来访进行登记、分类、办理、反馈；对集体访、重复访、越级访等做出

统计；对相应部门进行考核等。系统可对处理流程进行实时跟踪。

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车陂北大街一号四栋三楼

邮编: 510660

- 10 -

电话:

020-82318748, 13609789469

传真:

020-823187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