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服务类型 服务内容 说明

          安装实施

安装调试 系统安装和调试

环境搭建

服务期内免费

软件安装

局域网调试

互联网调试

实施指导

调研企业实际管理需求

服务期内免费确定针对性实施方案

实施方案执行及指导

          软件培训

实施培训 根据实施方案，进行一对一针对性培训

服务期内免费

使用培训

远程视频会议培训

专属客服一对一针对性培训

在线使用培训 终身免费

          服务响应

实时响应

专属客服实时响应

服务期内免费客服中心实时响应

投诉专线实时响应

          软件维护

系统维护

软件维护指导

终身免费软件BUG解决

服务器环境更换支持

新需求响应、分析和方案支持

服务期内免费

数据库备份和定时自动备份设置

          升级扩展

系统升级 同版本系统功能升级 服务期内免费

版本升级 跨版本升级 补升级时两系统的差价

个性定制 根据客户需求个性开发 根据需求确定费用和周期

          服务监督

服务回访 回访专员定期回访软件使用和服务支持情况 服务期内免费

客服中心 客服中心反馈和提交问题

终身免费

官方微博 官方微博反馈和提交问题

官方微信 官方微信反馈和提交问题

投诉专线 监察部直接接听和受理投诉专线

备注：

1. 智邦国际服务理念：让客户省心、舒心、放心；

2. 智邦国际为每位客户都配备一名专属客服；

3. 客户购买后，从产品的安装、实施、使用、维护等各个环节都会得到客服和技术人员专业的协助和指导；

4. 由总部直接指定专业工程师负责系统的安装、实施、操作培训和后期维护指导；

5. 第一年免费升级和服务，自第二年起可以选择缴纳服务费；

6. 服务费用是可选内容，如不需要服务，可不缴纳任何费用，并且不会影响您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使用。

私有化本地部署 · 一次买断 · 终身使用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521服务体系：省心 · 舒心 · 放心

权益 说明 权益 说明

专业顾问 配备专业顾问，提供一对一深度交流。 免费演示
专业顾问根据用户具体场景和管理诉求，提供针对性系统演示和

功能讲解。

免费培训 免费提供远程、在线视频等多种方式产品和业务培训。 金牌服务 配备金牌专属客服，提供VIP一对一专属服务。

定期升级
根据客户需求，进行不间断迭代更新，让系统伴随业务，随需而

变。
定期巡检

每季度对系统运行情况进行一次定期检查，寻找出可能存在的问

题，并对问题进行解决排除。

回访监督
配备回访专线和监督热线，确保服务体系各环节全程在监督和管控

状态下按标准执行。
数据安全

重要数据不可逆加密，定时自动备份及异机备份等多种机制，彻

底保障数据安全。

终身使用 软件一次买断，私有部署，终身无限期使用。 终身支持 终身提供技术支持，解决疑难问题，保证用户正常使用。

十大权益：专业支持 · 立体服务 · 终身保障

产品名称 5用户 10用户 20用户 30用户 50用户 100用户 不限 备注

一体化ERP·经典型

天启系列 12000 19800 35000 49500 68000 83500 98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短信：赠送5000条

天工系列 16800 29500 49800 65000 86800 105000 128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5000条

天时系列 35600 56000 86000 98000 128000 149000 176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2台

        PDA：赠送2台

       短信：赠送5000条

       实施：赠送15天

天策系列

（多公司管理）

总系统 免费

 使用期限：不限

子系统 按子公司业务需要选择

一体化ERP·行业型

机械行业 30000 55800 77600 99800 115000 130000 1528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10000条

       管理方案：赠送一次

       定期巡检：一年两次

设备行业 33000 61500 85000 110000 126800 143000 168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10000条

       管理方案：赠送一次

       定期巡检：一年两次

电工电气 31500 58600 80000 103000 120000 135000 158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10000条

       管理方案：赠送一次

       定期巡检：一年两次

电子行业 29500 55800 76000 98000 114700 128000 149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10000条

       管理方案：赠送一次

       定期巡检：一年两次

仪器仪表 23000 44800 57600 78000 91500 98000 1236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10000条

       管理方案：赠送一次

       定期巡检：一年两次

医疗器械 25600 49000 65000 90000 99800 115000 138000

【所有用户数】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品牌自设：赠送

【50用户及以上】

       考勤机：赠送1台

        PDA：赠送1台

       短信：赠送10000条

       管理方案：赠送一次

       定期巡检：一年两次

简易ERP

新客系列 5200 8600 11000 13000 16500 21000 25600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新工系列 5600 9800 12000 13800 18600 23800 28000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新通系列 5300 9500 11600 13300 17500 22800 26900
使用期限：不限

移动终端：包含

增值系列

加密狗（客户端） 100/个 使用期限：不限

加密狗（服务器） 200/个 使用期限：不限

PDA 2800/个 使用期限：不限

考勤机 2860/个 使用期限：不限

实施系列 适用地区

现场实施

1天 2000 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济南、合肥、郑州、武汉、西安、长沙

3天 6000

地区不限（港澳台、新疆、西藏及非中国区域除外）

4天 7000

5天 8000

30天 45000

远程实施 1天 1600 地区不限

1. 备注：

2. 每位客户配备一名客户管家和一名专属客服；

3. 所有系统支持私有化部署，一次购买，终身使用；

4. 部署方式支持公有云、私有云、混合云等，当天即可启用；

5. 所有价格都含税，发票和客户保障卡将在2个工作日之内用顺丰快递给您，请注意查收。

方案名称 价格 用户数 使用期限 个性定制

销售管理解决方案 266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项目管理解决方案 235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采购管理解决方案 135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库存管理解决方案 160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生产管理解决方案 366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客户管理解决方案 136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合同管理解决方案 125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售后管理解决方案 116000元/套 不限 终身 赠送15个工作日

解决方案系列：经验沉淀· 专属拥有 

十大权益：专业支持 · 立体服务 · 终身保障

创造价值  创造价值  
让世界更美好让世界更美好

服务邮箱：

公司总机：

公司名称：

服务监督：

邮政编码：

010-69939459

100094

400-650-8060

https://www.zbintel.com

北京智邦国际软件技术有限公司

咨询热线：

010-69939469

服务热线： 400-630-8060

官方网站：

service@zbinte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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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10108696391037G信用代码：

币种：人民币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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