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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企业人才储备系统，HR 经理的人才招聘利器！ 

中国已经进入人才短缺、人口红利逐年消退的大环境中, 在这种市场大环境下，大型企

业对人才的招聘需求的增加，让 HR 部门长期处在一个不断招聘的常态中。而各大型企业加

上劳务派遣和人才外包公司的迅速成长，对招聘职位到岗时间要求也越来越短。各企业明显

的感觉是合适的人才越来越难招聘。企业之间人才的争夺也越来激烈。现在企业在招聘工作

中最突出的特点是人员需求急，招聘数量大。负责招聘的 HR 经理往往是上一个招聘工作还

没有完成，新的招聘任务已经下来。介于目前各类企业对有经验的人才需求总量越来越大，

在未来几年内国内中高级人才的争夺也将会越来越激烈。 

企业之间的竞争，虽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竞争，但一方面也可以说是一个团队与另一

个团队之间的竞争，也是企业与竞争企业人才之间的竞争。企业对人力资源的利用和开发是

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所在。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是衡量一个企业、单位或者国家综合

力的重要指标。而人才招聘，找到合适的人才安排到适合的岗位，是 HR 招聘经理们的工作

重点。但在企业招聘工作中，HR 经理常年处在重复发布招聘、天天进行面试但招聘效果还

难以满足企业需要。那么在人才招聘工作中，如何才能提高招聘工作的效率和质量，降低 HR

经理的事务性的工作强度，以应对招聘工作急迫和招聘量大的难题呢？ 

全程云 PES人才招聘储备软件（Personnel  Employment  System），是全程云针对大型企

业、集团公司的招聘工作特点而设计。实现了人才招聘的全过程管理，从简历收集，简历

导入，简历管理，人才招聘，面试管理，人才储备，招聘职位发布，网站人才简历同步、

到招聘供应商管理的一套符合企业招聘业务规范的人才招聘储备系统。 

系统实现了内部招聘管理与企业招聘网站之间数据同步，从发布招聘职位到人才简历投

递，简历分析，招聘面试，人才入职，人才储备，人才跟踪的信息化、网络化人才招募管理

体系。为企业建立起策略性的人才储备库，让 HR 经理在日后的招聘工作中能够从企业人才

储备库中优先选择储备人才，优化招聘效率加快招聘工作进程。 

系统的设计理念：人才简历库是企业的竞争性核心资源，人才库的建立是

对人才简历信息的挖掘和分析的基础。系统通过不断收集的人才简历，形成企

业自身独有、且符合专业需求的人才简历库，为今后人才的高效率招聘，提供

全面数据支持，从而提升企业的人力招聘的快速反应能力和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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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程云 PES 人才招聘软件特点 

全程云 PES人才招聘管理软件《QC-PES》是为大型企业、集团公司、人才外包劳务派遣

公司建立起规范化的招聘工作流程，创建自身专业的人才简历储备数据库，同时又提供与企

业网站招聘职位信息时时同步，为企业构建一个一体化、网络化的招聘工作平台。 

系统完全基于 B/S 模式，网络化运行，适合多分支机构的大型企业的 HR 招聘经理在一

个系统平台下共享人才简历数据，协同进行招聘工作。 

1、 HR招聘经理的招聘工具 

✓ 帮助 HR 经理批量导入各类型人才简历，解决大批简历整理的困难。 

✓ 快速检索你需要的人才，查看历次人才评语和历史招聘面试记录，更易选择。 

✓ 人才简历分类管理，对成长型人才持续跟踪，有招聘需求时可即时通知面试。 

✓ 招聘事务性工作批量处理，招聘面试通知、面试结果回复，群发邮件，群发短信。 

✓ 招聘工作量化管理，招聘职位进度，每日面试人员，面试次数，招聘进展一目了然。 

✓ 用人部门，招聘小组在一个平台下协同工作，效率更高。 

 

2、 建立起企业自身所需的专业人才库 

人才简历数据库是企业的宝贵的信息资源，经过日积月累形成本行业的专业人才数据库，

使得 HR招聘经理可以快速地通过专业的人才数据库，筛选出符合招聘需求的人才。 

人才数据库系统准确记录人才全面信息、历史招聘记录、历次面试记录、历次应聘职位

结果、背景调查等信息。 

3、 智能的全程 EX简历导入工具（大量的简历无需手工录入，自动分析导入系统） 

3.1、将各种格式的人才简历（包括：WORD、TXT、EXCEL、PDF、RTF、HTML、Outlook Express）

精确批量导入人才数据库中。  

3.2、大型人才网站的人才简历格式，精确配备度到达 90%以上。导入后自动将原始简历，

全文存入数据库。提供原始简历全文多关键词搜索。 

3.3、成批处理邮件目录夹下的收取的邮件简历，自动处理邮件简历入库。 

3.4、简历导入模版定期更新，应对大型招聘网站的简历格式调整。 

3.5、对导入文件进行分类处理，成功导入的文件与未成功导入的文件分别存放，便于查

看和调整文件格式。 

3.6、支持一份 word文件多份人才简历，自动分拣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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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自动生成导入系统导入报告、导入日志。  

4、建立招聘供应商数据库。 

简历招聘供应商数据库，如人才服务公司、猎头公司。全面管理供应商的公司信息、联

系人信息、推荐人才、委托猎头项目、项目进展、合同信息、收款信息等。 

5、基于 B/S结构，可以安装在企业内部网和互联网上，访问时只需要通过 IE 访问。 

在全程云 PES 人才招聘储备管理系统中，应用用户只要使用浏览器就可进行信息的存

取。软件采用 Internet 云计算模式，将应用都建立于一个集中的服务器上，这为应用系统

的维护和升级提供了极大方便。 

全程云人才招聘储备管理系统支持局域网，广域网和移动办公。 

6、企业网站人才招聘数据库同步 

可将企业网站招聘栏目信息与全程云人才招聘储备管理系统进行数据同步，求职者在网

站填写人才简历后，直接进行系统的人才数据库。管理员可以通过系统查询网站投递的人才

简历审核后入库。 

 

 

 

作为 HR招聘经理你需要一套这样的招聘工具： 

1、能帮您导入各种人才简历 

2、能够快速搜索到想要的人才简历 

3、能够对人才面试全过程管理 

4、能够帮你做大量耗时耗力的事务性工作 

您需要---让你的工作更轻松、更高效的全程云 PES人才招聘软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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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程云 PES 人才招聘软件功能 

3.1 功能流程图 

 

 

 

 

 

 

 

 

 

 

 

 

 

 

 

 

 

 

 

 

 

 

 

 

 

 

 

 

 

 

 

 

 

 

 

 

 

全程云 PES 人才招聘软件，以人才简历库为核心，以招聘职位、人才招聘状态，招聘工作进

度管理为枢纽，梳理从招聘职位发布->人才简历投递->简历分析入库->面试-调查->入职->招

聘分析等全过程的招聘工作信息化流程； 

新增供应商 

人才简历库 招聘供应商 

招聘职位项目 委托招聘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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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效果分析 

招聘进度分析 

面试安排 

往来账务 

联系提醒 

一键导入 

简历批量导入 

网站简历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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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功能模块 

一级模块 二级模块 主要功能 

个人事务 

日程事务 

日程事务，个人事务安排，部门团队事务安排，日程事务

回复，重复周期提醒，查询下属日程，日程类别、重要程

度设置，日程提醒，日程手机短信提醒（未选购开通手机

短信功能，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便签本 简单易用的便签记录本。 

即时沟通 

内部即时沟通工具。电子名片，在线人员，收件箱，发件

箱，群发消息，转发信息，信息保存到便签本，信息保存

到日程事务。 

网址收藏夹 
网址收藏夹，收藏夹类别自定义，网站说明，私有收藏，

公共收藏，收藏夹管理。 

个性设置 
个人信息，修改密码，菜单设置，界面设置，印章设置，

登录日志，系统提醒。 

电子邮件 

邮件收发 

发邮件，收件箱，发件箱，草稿箱，已删除邮件，垃圾邮

件，群发邮件，邮件转发。 

邮件转即时消息。 

邮件转内部邮件（未选购内部邮件模块则此功能不能使

用）。 

邮件转招聘（未选购 PES招聘软件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邮件转猎头（未选购 HMS猎头软件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归档文件夹 对收发的邮件进行归档保存。 

邮件账号 
邮箱账号对收发的邮件账号进行设置，邮件空间使用情况

一览。 

邮件设置 
邮件文件夹设置，邮件模版设置（个人邮件模版，公共邮

件模版） 

共享信息 公告通知 
发布公告，公告已读，公告回复，公告置顶，公告通知类

型管理，公告通知显示模式，公告通知模版，手机短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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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内部通讯录 

职工基本信息，联系方式，任职信息，个人照片，通讯录

个人管理，通讯录授权管理， 

公用电话，外部关系单位机构部门设置，联系人，联系电

话设置，社会电话查询管理。 

人才简历 新增简历 
新增简历，简历一键分析,原始简历，基本信息，应聘意向，

当前任职，履历备注，相关附件。 

 简历查询 

简历管理，简历查询，全文搜索，查询器，简历共享，简

历收藏，简历导出（按自定义简历模版导出简历）。人才简

历，简历助手（打印简历，发短信，发邮件，加入招聘职

位，加入黑名单，人才评语，面试记录）。批量操作（加入

职位，发短信，发邮件，删除），列表模式，显示列设置，

原始简历模式。 在线测评，人才在线考试测评管理(未选

购人才测评功能，则此模块不能使用)。 

 简历收藏 收藏的人才简历管理，收藏简历查询。 

 简历整理 

简历整理（冗余人才整理，人才分类整理，人才级别整理，

登记人整理，人才职能整理，人才行业整理，简历编号更

新）。 

 简历统计 
简历库简历统计分析，列表、图形模式，按统计范围，时

间段统计（部门，学历，年龄，级别，类别，职能，性别）。 

招聘职位 新建招聘 

新增招聘职位，招聘面试流程设置（面试流程加入模版，

从招聘流程模版中导入面试流程），招聘职位要求。 

委托人才中介、猎头公司招聘设置。 

招聘职位同步到公司招聘网站（未选购全程云网站简历同

步接口，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我的招聘 
我的招聘（全部招聘职位，招聘中，招聘完成，暂定，放

弃搁置），招聘显示设置。 

 招聘管理 
全部招聘职位管理，转公共招聘，招聘显示列设置。 

招聘职位管理，应聘简历，搜索简历库，从其他职位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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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到其他招聘职位，简历显示排序，简历移除招聘职位。

招聘面试记录，面试提醒（当天，近 7天，过期，全部），

招聘信息，招聘进度统计）。 

 E面试 邮件面试，面试人员邮件通知，邮件回写面试记录。 

 公共招聘 公共招聘职位查询，公共招聘职位管理。 

 招聘统计 
工作统计，招聘人员面试情况统计，招聘状态统计，工作

情况统计，招聘职位统计，面试官统计。 

面试管理 面试提醒 
按联系人查询面试计划，面试计划提醒（当天，近 7天，

过期，全部），面试计划管理，面试计划执行。 

 面试记录 人才面试记录查询，面试记录管理，面试记录导出。  

 背景调查 人才背景调查记录，背景调查管理，调查记录导出。 

 人才录用 
人才录用管理，人才简历转人事档案（未选购 HR 软件员

工档案模块，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招聘供应商 新增供应商 
新增供应商（人才中介公司，猎头公司，招聘网站），供应

商联系人。 

 供应商管理 

供应商管理，供应商基本信息，联系人，主要联系人设置，

联系记录，合同管理，委托项目，推荐人才，财务结算。 

供应商导出，列表显示设置。 

 联系人 联系人查询，管理，导出，显示列设置。 

 联系记录 
联系记录查询，联系记录管理，联系计划执行，联系记录

导出。 

 新增合同 新增合同，合同附件，合同执行状态，合同结算情况。 

 合同管理 合同查询，合同管理，批量删除。 

 财务结算 
新增财务结算单，相关合同，推荐人才，结算单查询，结

算单管理，结算单导出。 

 推荐统计 
按供应商推荐人才统计，按招聘职位统计，成功入职数，

成功率，统计数据导出。 

网站简历 应聘简历 
网站投递简历查询，网投简历审核入库。（未选购全程云网

站简历同步接口，则此功能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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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位发布 

招聘职位网站发布管理（发布中，待发布），取消发布，网

投简历查询。（未选购全程云网站简历同步接口，则此功能

不能使用） 

招聘设置 简历设置 

简历编号规则设置，招聘职位编号设置，职能设置，人才

级别，人才类别及访问权限设置，招聘职位状态，人才自

定义字段，简历查看份数设置，新增简历必填项设置。 

招聘阶段，招聘状态设置，招聘流程步骤模版设置。 

手机短信* 

短信收发 

短信发送，立即发送，定时发送，发信记录，收信记录， 

系统群发短信（个人通讯录，内部通讯录，猎头库，人才

库，客户数据库），根据选购的系统模块配置*。 

常用短信 常用短信管理，短信分组设置。 

群发短信 群发短信，群发短信号码导入。 

短信账号 短信账号信息查询，短信后缀，短信余额查询。 

在线测评 我的考试 我的考试，在线考试，考试成绩查询。 

 考试管理 

新建考试，试卷选择，考试有效期，阅卷人，答题时间。 

考生管理，考试查询，考生选择（从人事档案，从招聘人

才库，从猎头人才库，）考试通知（即时消息通知，邮件通

知），e考试。 

 阅卷管理 试卷查询，阅卷打分，阅卷管理， 

 考试分析 按考生，按考试，统计考生成绩，平均成绩，排名。 

 试卷库 
新建试卷，答题时间设置，试题选择，试题分数设置，试

卷管理。 

 试题库 

试题类别设置管理（专业题目，行业知识，性格测试），题

库管理，新增试题（单选题，多选题，问答题，测评测试

题），试题管理，答案管理，图库试题排序。 

 E考试设置 邮件通知模版设置，E考试邮件模版设置，发送邮箱设置。 

 招聘设置 
招聘软件参数设置，用人单位部门启用系统组织机构设

置。 

 简历导出模版 简历导出模版设置（word，excel，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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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设置 机构信息 新增机构，机构信息管理，机构排序。 

 部门信息 
新增部门，部门管理，部门排序，部门职位，批量添加部

门，批量添加职位。 

 职位信息 
新增职位，职位管理，职位排序，职位成员，批量添加成

员。 

 人员信息 

新增人员，人员职位分配（主职，兼职），人员基本信息管

理，帐号锁定， UKEY 设置*，个人文件夹、电子邮件空间

设置。 

软件管理 应用一览 
系统应用一览，系统授权信息，系统所配软件模块列表，

许可证更新。 

 菜单设置 新增菜单，菜单模块分配，菜单编辑排序。 

 角色权限 
新增角色，角色范围，角色授权，角色成员，角色桌面设

置， 

 可扩展软件 全程一体化办公管理软件其他可扩展系列软件推荐。 

系统设置 系统参数 系统首次登录欢迎页设置，系统应用通用参数设置。 

 IP访问设置 系统 IP访问范围限定，系统例外用户设置。 

 更换 logo 
系统登录页，系统头部，默认批复，通用打印 logo图片更

新设置。 

 提醒信息 系统提醒日志，日志清空。 

 数据备份 数据库备份 

 系统清理 

系统数据清理，（电子邮件，内部邮件，即时消息，公文流

程，登录日志，操作日志），可按三个月，6个月，一年，

两年，三年以上进行响应模块数据清理。 

系统日志 登录日志 
系统登录日志，登录时间，登录 ip，未登录系统日志，日

志导出。 

 操作日志 系统操作日志，查询，导出。 

系统帮助 初始化向导 
系统初始化，OM，OA系统初始化设置，CRM,DRP 系统初始

化设置，HR系统初始化设置，高级个性化应用设置 

 在线帮助 链接全程云系统帮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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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配增值服务 

用户身份加密

锁 u-KEY 

 

U-KEY 为全程一体化软件用户身份认证设备，用于全程一

体化系统平台登录及工作流、电子印章的身份认证，类似

网上银行 U 盾的安全登录，质量问题一年包换保修。 

USB 用户 KEY： (一次订购 1-10 个)220 元/个，(一次订购

11-50 个)180 元/个，(一次订购 50 个以上)160 元/个。 

招聘网站人才

采集 
 

（前程无忧，智联招聘，中华英才网，卓博人才网）4 大

人才招聘网站完美对接，人才简历实现 100%导入！  

1、多任务、多线程，可以同时执行多个采集任务，每个任

务又可以使用多个线程。 

2、通过 N层导航技术，可以进行海量简历采集 

3. 支持采集标识，有效避免重复采集 

4. 跨网页层采集功能，能够对复杂的网站结构进行采集 

5. 支持网站验证登录，可以采集需要填写验证码进行登

录的网站 

6. 通过文件自动下载上传，可以下载人才简历照片 

7. 通过职位匹配，可以自动将下载的简历存放到相关的

招聘职位下（仅限 PES招聘软件） 

EX 简历导入

工具 
 

1、将任意格式的中文、英文简历精确批量导入人才数据库

中。  

2、将存在电脑硬盘的 doc、txt、rtf、pdf、htm格式的中

文、英文简历可按建立格式来源精确分类入库。  

3、成批处理通过 Outlook Express 收取的邮件简历，自

动处理邮简历。   

4、常用简历格式，可以随时调整，即时应对大型招聘网站

的简历格式调整。 

5、对导入文件进行分类处理，成功导入的文件与未成功导

入的文件分别存放，便于查看和调整文件格式。 

6、自动生成导入系统导入报告、导入日志，导入成功数、

失败数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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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开发接口  
提供《全程一体化平台 API开发接口》《开发事例》及接口

开发技术支持服务。 

SAAS服务  

1、 提供双线高速 VIP云主机系统存储空间。 

2、 提供数据库备份、恢复功能。提供 24 X 7 的数据备

份。 

3、 提供服务期间系统维护、软件更新、安全维护工作。 

4、 提供域名解析服务（用自己的域名直接登录办公平

台）。 

5、 提供电话、网络远程技术支持及咨询服务。 

6、 提供实施指导，远程培训、软件应用讲解服务。 

7、 VIP客户服务，2小时及时响应支持服务。 

3.3 功能描述 

1、简历一键导入（全程云 EX简历批量导入工具） 

解决的问题： 

1、您是否有大量的各种格式的人才简历（包括：WORD、TXT、EXCEL、PDF、

RTF、HTML、Outlook Express），这些简历以文件或邮件形式存在，不便于搜索

和查询。 

2、您是否需要一个工具能够将这些大量的简历文件，自动导入人才库中，

以便进行高效的查询和管理。 

全程云 EX 简历导入工具功能特点： 

1、将各种格式的人才简历（包括：WORD、TXT、EXCEL、PDF、RTF、HTML、Outlook 

Express）精确批量导入人才简历库中。  

2、大型人才网站的人才简历格式，精确配备度到达 90%以上。导入后自动将原

始简历，全文存入数据库。提供原始简历全文多关键词搜索。 

3、成批处理邮件目录夹下的收取的邮件简历，自动处理邮件简历入库。 

4、简历导入模版定期更新，应对大型招聘网站的简历格式调整。 

5、对导入文件进行分类处理，成功导入的文件与未成功导入的文件分别存放，

便于查看和调整文件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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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支持一份 word 文件多份人才简历，自动分拣导入。 

7、自动生成导入系统导入报告、导入日志，导入成功数、失败数一目了然。 

8、快速形成企业储备人才数据库，在日后的人才查询，人才招聘时能够快速

筛选人才，提高人才招聘工作效率。 

 

2、人才简历库 

新增简历、人才简历库、简历助手、简历查询、面试提醒、面试记录、简历整理。 

◆ 新增简历：建立人才简历数据库，管理人才简历信息。记录了人才各方面资料，主

要包括：基本信息、个人简历、工作经历、面试记录，应聘职位、背景调查等近 30

多项资料。系统提供中文、英文双语种的人才简历信息格式，支持中文、英文简历

生成和导出。 

◆ 人才简历库：管理查询人才简历对人才简历更新、操作、下载进行管理。 

◆ 人才所在行业类别可以自定义设置。系统默认有 20 多个主要的行业类别。 

◆ 工作地点、岗位、职位系统均提供自定义设置功能。 

◆ 自定义查询、统计：用户可对任意指标项目进行组合，满足用户自定义的报表格式。 

◆ 面试、复试、背景调查记录： 

◆ 详细记录每个招聘职位的每位人才的面试日期、面试时间、面试官、面试结果、面

试评价、背景调查结果等。并可按应聘职位、面试结果、面试日期等字段对人才进

行筛选。便于筛选人才时能够准确及时查询某个职位某个人才的面试信息。 

◆ 简历助手：针对简历的快速操作功能区，可以便捷的新增人才评语，面试记录和将

人才加入招聘职位。是 HR 经理对简历日常操作的好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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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招聘职位管理 

招聘提醒、我的招聘、招聘管理、公共招聘、E 面试、招聘统计 

◆ 工作提醒：业务工作导航平台，包括今日联系提醒，近 3 天工作提醒，过期提醒。 

◆ 我的招聘：新建招聘职位、招聘人数、招聘部门、招聘要求、面试小组、招聘顾问、

招聘经理、人才级别，岗位职能、备注等。 

◆ 委托供应商信息：记录招聘职位委托的人才中介或猎头公司信息，包括委托职位、

供应商推荐的人才、人才状态等。 

◆ 网站招聘职位发布*：将招聘职位信息发布到公司网站，便于人才通过公司网站直

接登记简历。 

◆ 筛选应聘人才：系统提供按简历关键字、职能，毕业院校，工作时间等多字段搜索，

并提供原始关键词模糊搜索人才信息，并将搜索到的人才简历加入到招聘职位中。 

◆ 应聘过程管理：针对招聘职位中的应聘人员，系统提供全过程的人才从预约面试到

用户部门面试，小组行政面试、背景调查、成功入职等招聘工作流程化管理。将招

聘过程梳理的更加清晰。 

◆ E 面试：招聘负责人将需要面试的人员，通过邮件发送给需要面试的用人部门负责

人，用人部门面试人员通过邮件直接填写面试记录。 

◆ 招聘统计：提供招聘职位统计、招聘工作统计，可以清晰地查看招聘顾问、经理的

每周，每月招聘工作进展情况。 

4、招聘供应商 

招聘供应商是管理提供人才中介服务公司、猎头公司等人才供应商，它集中管理招聘供

应商的各种资料及其联系人、委托招聘职位、合同账务等信息。 

包括新增招聘供应商、供应商管理、联系人、联系记录、推荐人才记录、委托职位、委

托合同、账务结算。 

◆ 基本资料：包括供应商客户编码、供应商名称、类型、行业、所在地、人才服务项

目等二十多个客户的基本信息。 

◆ 联系人信息：登记与业务相关的客户联系人，包括：联系人、职位、电话、电子邮

件等信息。 

◆ 推荐人才：登记该招聘供应商推荐的人才，与人才简历库关联。适用于对供应商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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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推荐人才分析和委托招聘项目分析。 

◆ 供应商类型设置：对客户类型进行自定义分类设置，默认设置为：人才招聘网站，

人才中介服务，人才猎头公司。 

◆ 招聘职位：委托该供应商招聘的职位，所有正在进行中、已经完成、已经搁置的招

聘职位、委托时间、完成时间。 

◆ 合同管理：包括合同名称、合同编号、签署时间、地点、甲乙方名称、签署人、服

务费标准、合同起止日期、合同原件等信息的管理。 

◆ 账务管理：记录每次合同及招聘职位、项目的付款信息、记载与每一个供应商公司

发生的每一笔款项，记载付款时间、金额、收款人、相关合同、委托职位、被推荐

人姓名等内容。可按时间段统计总额。 

5、网站简历同步（可选服务） 

全程云提供 web 网站人才简历同步接口程序包，由网站设计人员加入网站页面中，通

过系统发布招聘职位，应聘人员在网站上登记简历后直接同步到招聘系统中。便于对网站应

聘人才的统一管理。  

◆ 人才同步，求职者在网站填写人才简历表后，直接进行系统的网站简历人才中，经

过管理员审核后该人才简历自动入库。系统管理员可以通过简历来源、招聘职位来

查询检索网站登记的人才简历。 

◆ 简历审核，对同步来的人才简历数据进行人工审核，筛选适合的简历快速分析入可。 

◆ 新建招聘职位，选择网站发布显示模式，对招聘职位名称进行修改，修改完成后选

择发布到指定网站上（公司网站），即将招聘职位的信息发布到网站。 

◆ 根据招聘职位查询投递的人才简历。 

◆ 根据招聘职位、招聘时间统计分析本次发布招聘的人才简历数。 

 

◆ 人姓名等内容。可按时间段统计总额。 

6、在线测评 

    在线考试测评系统，可以建立企业专业知识试题库，人才测评题库，试题库建立完成后

既可以展开在线考试，考试人员可以通过系统进行考试测评，也可以邮件方式进行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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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包括：新建考试，试卷生成，考生管理，考试查询，考生选择（从人事档案，从招

聘人才库，从猎头人才库，）考试通知（即时消息通知，邮件通知），e考试。 

7、统计分析 

人才简历统计、供应商公司统计、招聘职位统计、面试统计、招聘入职统计 

◆ 人才简历统计：人才简历总数，各职能、级别人才总数。 

◆ 供应商公司统计：供应商公司分类统计，供应商公司招聘效果分析、委托项目推荐

人才统计、招聘项目工作进度统计。 

◆ 招聘职位统计：按时间段、招聘职位统计，分析招聘职位执行阶段招聘量、招聘项

目数、招聘周期、各招聘职位进度一览。 

◆ 招聘工作统计：按时间段统计各招聘人员的人才联系、推荐、面试、入职数量。 

8、协同办公 

◆ 日程事务: 可以用于个人招聘工作日志和招聘汇报管理。可以通过日历进行查看安

排好的各类日程事务，同时还提供了时时提醒功能和日程回复功能。部门负责人可

对属下的员工进行招聘工作安排，查看员工对工作计划情况的回复。能实时监督工

作事务完成状况，极大提高工作效率。 

◆ 事务提醒：您可将各类提醒，如重要的面试安排、人才访谈等，进行提前提醒设定。

到时系统会自动弹出提醒窗口来提醒您！  提醒事件的具体内容：提醒标题：提醒

事件标题，提醒时间：可精确到分钟，提醒内容：具体提醒事件的描述，提醒类型：

每小时、每天、每 星期、每月、每年。事务提醒同样具备回复功能。系统根据事

务重要程度以不同颜色显示当天工作重点情况、工作完成情况。利用日程事务安排

可以将每日繁琐的工作安排的有条不紊，重点工作一目了然。 

◆ 电子邮件：提供批量对人才、供应商公司的电子邮件发送。 

◆ 手机短信*：提供批量对人才、供应商公司进行手机短信发送（需要开通全程云网

络短信通道支持） 

◆ 即时沟通：建立一个面向企业内部的在线及时沟通工具，是企业内部的 QQ、MSN，

目的是给员工提供更方便的内部沟通方式，增强组织的信息共享和沟通能力，提高

工作效率，减少企业内部通讯费用，同时也创造一种新型的企业内部沟通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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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告通知：快速传递信息，实现无纸办公！可供企业快速发布相关信息，员工可在

公告通知平台快速浏览、查看公司最新通知，了解公司政策及自身所需处理的问题

大方向，建立企业和员工间良性的信息沟通平台。公告通知可以自定义通知类别，

如：内部应聘通知，行政公告，人事通知等。 

9、系统设置 

基础数据设置、联系提醒规则设置、数据初始化、数据同步、权限设置 

◆ 组织机构设置、员工管理：个人信息，职位、登陆账号、登陆密码设置等功能。 

◆ 部门职务设置：可以根据用户实际情况，定义部门信息。 

◆ 权限设置：提供系统权限管理，它通过对不同的用户进行分组角色的定义来达到系

统用户的单级和多级赋权。系统将功能模块划分成若干功能权限项，企业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从若干功能权限项中组合设置对每个角色的功能权限授权。 

◆ 全程云人才招聘储备系统可通过对人才分类和功能操作的双重组合权限设置，达到

系统记录级别的权限管理。 

四、软件应用环境 

服务器：硬件：最低配置 P4，2G 以上内存，建议配置 P4 以上，4G 内存，80G 以上剩余

硬盘空间  

          软件：WinNT/ Win2000，IIS6.0，SQL Server2005 浏览器要求 IE7.0 以上。 

工作站：硬件：最低配置以可流畅运行 IE7.0 为标准，建议配置 PII233 以上，1G 内存。 

          软件：WINDOWS2000/Me/XP，浏览器要求 IE7.0以上版本。 

五、售后服务体系 

全程云提供的售后服务体系范围包括：软件培训、软件维护、软件技术支持以及软件咨

询等广泛的维护内容。具体内容如下。 

类型 服务项目 服务描述 

售后培训 技术培训 

使用培训 

软件安装、维护、更新培训。 

软件日常管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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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维护 系统维护 

系统更新 

软件故障及时维护、更新。 

电话咨询、互联网技术支持服务。 

收费服务 新增功能 

修改功能 

如果在使用期间客户提出软件外功能模块增加，全程云可为

客户定制某些软件功能，定制的功能及价格另外商定 

贴身服务 故障响应 

客户服务回

访 

紧急故障（服务器等故障造成系统瘫痪），2小时响应，24小

时解决。 

严重故障（因故障严重影响系统运行）4小时响应，24小时解

决。 

一般故障（因故障影响系统运行效率）8小时响应，48小时解

决。 

客户服务回访：每月一次。处理故障，提供技术咨询。 

服务热线 技术支持 

项目服务 

电话：020-61277022，邮箱：tech@eqccd.com 

电话：020-61277027，邮箱：service@eqccd.com 

 

六、结论 

《全程云 PES人才招聘软件》提供了人才储备、人才筛选、招聘人才面试全过程管理和

招聘效果分析。为企业提供了人才招聘的全面 IT 解决方案，使招聘企业有了一个基于信息

化、网络化的统一的人才招聘管理平台。因此我们还可以说，全程云 PES招聘软件能给招聘

企业带来成熟一流的招聘业务管理平台，它能帮助招聘企业顺利实现由传统工作模式到以信

息化招聘模式的转变。 

应用全程云 PES招聘软件所带来得用户效益可从如下方面得到体现： 

⚫ 快速筛选简历（简历一键分析导入，简历批量导入，人才网站简历采集），降低 HR

经理简历整理工作强度，提升招聘效率。 

⚫ 建立全面完整的人才简历库，让企业成为真正的人才资源拥有者。 

⚫ 改善招聘工作模式，形成招聘工作数据化管理, 提升招聘工作效率。  

⚫ 带来策略性的人才招聘优势，建立人才储备机制。  

⚫ 减少人才信息浪费、增加了人才信息的利用率。  

⚫ 使管理层能够及时了解招聘工作进展和招聘进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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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计算-智慧办公！  

Transense Cloud全程云 PES 招聘软件 

广州：020-61277013、61277022  

上海：021-61131302、60526591 

北京：010-52863850、5245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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