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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开创创云云技技术术铸铸实实力力
开开创创山山东东互互联联网网黄黄金金时时代代！！

S07

从生产领域到公共服务领
域，从降低行政成本到普惠民
生，“互联网+”已渗透到中国
的各行各业，改变着人们的生
活方式。借助互联网新技术新
成果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中国经济正在孕育新的动能。

聚焦山东省，山东开创云
软件有限公司作为山东省唯一
的中国云计算五十强企业，致
力于提升各个产业发展水平，
增强各个行业创新能力，助推
新旧动能转换，为山东省经济
增长提供新的内生动力。

除上期所述的企业互联网
基础应用建设、专业营销平台
打造、移动办公系统开发等服
务板块外，开创云还会根据特
殊行业客户的特殊需求提供针
对性个性化定制开发服务。例
如为银丰出行定制开发的共享
汽车系统，为助力防台防汛、河
道监督、水价改革等开发的智
慧水务综合平台等，人性化的
针对性设计赢得了广大客户的
一致赞誉。

智慧物业★★★★☆

开创云智慧物业为物业管
理提供智慧化平台，功能包含
缴费、报修、智能问答、家园活
动、周边商家、快递代收、公交
出行、预约访客、咸鱼市场、特
约服务等，可大幅度提高物业
管理效率，通过增值服务提升
业主满意度，实现物业企业收
入增长。同时，平台还全力打造
智能物业生态系统，为业主、物
业公司及周边商家搭建通道，
输出更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
形成物业、商家、业主三赢模
式，实现社区经济的商业价值。

智慧餐饮★★★★☆

开创云智慧餐饮平台，通
过微信公众平台帮助传统餐厅
实现在线排队、点餐、支付、外
卖、会员管理、数据分析及营销
活动等流程全面互联网化。有
效提升餐厅服务效率，同时大
大降低运营成本。

智慧校园★★★★☆

开创云智慧校园平台，
打造以物联网为基础的智慧
化的校园工作、学习和生活
一体化环境，可以实现教师
端的流程审批、绩效考核、学
生信息管理、评优评先等，学
生端的课程查询、时间安排、
知识分享、物业报修、校园生
活等功能。“智”成一体，是互
联网+时代校园智慧生态圈
优秀解决方案。

金融解决方案★
★★★☆

开创云互联网金融解决
方案分为电脑端、微信版和
手机客户端，为金融企业、投
资机构和孵化园区提供完整
投融资综合解决方案，能够
实现众筹平台的快速搭建。
系统具备规范的业务流程、
项目募集资金、项目辅导、运
营风险控制、资金支付结算、
项目实施控制、投后管理等
功能，安全的软件系统架构
和规范的项目风险控制体系

为投融资双方提供安全优质
的中介服务，保障三方互利
共赢。

直播解决方案★
★★☆☆

开创云已开发的直播解决
方案包括集直播、聊天、互动、
分享、美颜等功能于一体的娱
乐化直播平台和为在线教育、
远程医疗、视频面签等专业领
域打造的实用化直播平台。通
过互联网技术在视频方面的应
用，拉近陌生人间、友人间、医
病间、师生间等的距离，简化流
程，节约时间，改善人们的沟通
方式。

在线教育解决方
案★★★☆☆

开创云已开发的在线教育
解决方案有在线1V1教育和知
识付费平台。

在线1v1教育解决方案是
基于音视频云服务能力面向教
育类客户提供的高效行业解决
方案。可实现远程辅导、小班授
课、直播课堂等互联网+教育
功能。为用户提供高质量的实
时音视频业务能力和专为教育
行业定制的富媒体功能。

知识付费平台是面向儿
童及其家长的音频、视频教
育平台，其中包括了诗词、故
事、育儿经验等，设有评论、
收藏等互动功能，配合推广
大使、积分商城等构成了一
个完善的闭环用户体验，儿
童开心，家长放心。

智慧水务云平台
★★★★★

智慧云水务平台由防汛移
动应用系统、河长制信息管理
平台、农业水价改革云三部分
组成，旨在提升水资源管理、农
田灌溉、农村用水、水土保持、
防汛抗旱、水利工程等业务的
综合管理效率，实现数据统一
存储管理、资源共享、三维一体
化展示、水资源的优化配置与

调度预测分析等业务管理系统
的智慧决策和综合指挥调度。

防汛移动应用系统，可以
实现多元汛情监测预报、减灾
调度决策、多级联动协同指挥、
跨平台信息发布等功能，能够
确保防汛不留空白、不存死角、
快速反应、全面调度，不仅能够
提升基层防汛能力，也为防汛
责任人编制了一张安全责任
网。

河长制信息管理平台，主
要围绕河湖五大治理难点开
发，设置了灌渠河道巡查、河长
督导、河道信息、视频监控、水
质分析、水位监测、河闸监管、
网络广播、经验分享、投诉公示
等功能，全面监控汛期河湖信
息，并为河道灌区管理机构提
供有效的管理方案，为员工考
核提供依据。

农业水价改革云平台，将
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技术有
效地使用在农业灌溉上，实现
了数据监控、费用收缴、多方式
灌溉等功能，有效贯彻国家灌
溉用水的阶梯水价政策，并有
效控制了农业灌溉方面的水源
浪费问题。

共享汽车系统★
★★★★

共享经济和互联网联手打
造的新时代逐渐影响便利人们
的日常，将以往的个人占有变
为现今的共同拥有。汽车属于
日常中高价值的出行工具，如
今也通过分时租赁加入共享的
行列。开创云与银丰集团联手
打造的共享汽车手机APP，可
实现开关车门、双闪鸣笛、升降
车窗、开关空调、发动机启停、
在线付费、导航、找停车位、车
辆保修、开关后备箱、电量续航
监控、行程路线记录、行驶里程
记录等功能。在丰富用户出行
方式的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了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

电子证件系统★
★★★★

电子证照系统是互联网

+政务服务的又一产物，以手
机为载体，遵循“按需发放，
授权应用、谁持有，谁使用，
谁负责”的原则，企业个人均
适用。企业方面，将重点围绕
工商登记、投资审批等相关
事项，开展行政审批全流程
电子化；个人方面，公众可以
通过在线使用电子证照办理
行政审批业务。该系统的应
用能有效避免群众携带实体
证照到处跑、重复跑的无奈，
还可消除虚假证照无法当场
鉴别导致的经济损失和法律
纠纷，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
满足了民生需求，为打造智
慧城市提供了基础数据共享
平 台 和 创 新 型 业 务 办 理 方
式。

微呼百应★★★★★

微呼百应是一款帮助广告
主精准地完成本地化社交媒体
投放的软件，基于本地朋友社
交圈、共同爱好、同标签人群为
纽带，有效发挥本地意见领袖、
主流媒体、知名自媒体等媒介
的影响力，利用大数据匹配模
型，配合人工智能技术，为企业
提供每场营销活动的最佳媒体
投放方案。

众包跑腿★★★★★

众包跑腿是国内即时物流
配送平台，为企业提供互联网
+配送解决方案，同时聚焦同
城，为个人提供安全、便捷、高
效的直送服务。

众包跑腿有专业配送人
员。用户在众包跑腿APP上发
布任何配送或跑腿需求，附近
的众包跑腿人员就能第一时间
为其提供所需服务。

本地o2o★★★★★

本地o2o，致力于打造中
国最大的生活服务平台，为
用户精选最优质的商家，甄
选品质特色餐厅、优质生鲜
产地和高端大型商超，全方
位覆盖用户生活，为本地实

体商家提供整合营销平台、
构建网上交易平台及配套服
务等o2o整体解决方案，以此
展 示 产 品 和 提 升 品 牌 美 誉
度，为消费者提供精准、即时
的消费信息，以及线上线下
无缝整合的消费新体验。

智慧制造解决方
案★★★★☆

智慧制造，是一种面向服
务、基于知识运用的人机物协
同制造模式，在互联网、物联
网、内容/知识网、人际网和先
进制造技术等的支持下，将各
种制造资源连接在一起形成统
一的资源池，根据客户个性化
需求和情境感知，在人机物共
同决策下作出智能的响应，在
制造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为客户
提供定制化的、按需使用的、主
动的、透明的、可信的制造服
务。

截至2018年8月，开创云产
品已覆盖农业、制造业、教育、
医疗、家政、旅游、餐饮、物业、
物流、金融等领域，为20余万家
企业提供了个性化定制服务。
其中包括中国重汽、银座集团、
长城集团、普利斯集团、海信地
产、兖矿金通、东阿阿胶、力诺
瑞特、齐鲁制药、华夏银行、太
阳纸业等知名企业。

开创云一路走来，已通过
国 家 双 软 、C M M I 3 、
ISO27001、ISO9001、信息系统
集成4级认证，并荣获中国云计
算五十强企业、2017年度公有
云提供商TOP50、2017最具活
力企业服务提供商TOP100、
2018领先科技成果奖、2018中
国IT生态新生力量100(云计
算)奖等荣誉。

展望未来，开创云将深耕
云计算、云+领域，将创新路径
从“技术导向”转为“应用导
向”，将竞争聚焦点从“单一应
用”转为“平台构建”。开创云始
终竭诚为客户打造最佳体验的
云+个性化定制方案服务，向
着成为云计算领域独角兽的目
标砥砺前行，努力开创山东互
联网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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