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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移动多会议 APP 应用方案
Mobile Value Your Future

www.o2oevent.com

Why 为什么?
要选择 O2 Event 移动多会议方案
企业内部或外部的会议活动，都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集中管理，就像一个移动会议的应用程序，作为所有会议活动的集线器，通过参
与者的反馈等各种可测量指标来评价会议效果是改变游戏规则的创新，无论是在会议活动前、中，还是会后。
精确评估企业会议活动的投资，在今天的商业环境中是至关重要的，但保障企业商务会议的成功并不简单，当您邀请的嘉宾回绝，或
者是参加的嘉宾并不参与时；当您不得不采用强制手段要求员工参加企业内部会议时，您的会议活动的任何努力都是无聊的、纯粹是
浪费时间。这会使得企业的支出付诸东流。

O2 Event 有氧会议 App 提供高需求的移动会议功能和无缝的用户体验，提供您所需要的建设会议社区、分析和自定义用户体验的
各种功能和灵活性，建立绿色的、健康的会议生态环境，致力于通过深度互动及需求撮合创造更大商业价值，为您的参会人员提供充
足的氧气，他们才有力气大声地赞美您的会议、扩张您的企业品牌影响力。
多会议、个性化品牌、动态菜单、PPT 同步、手写笔记等。这些特性 - 以及当天部署和甚至永久免费升级的价格，已经吸引 300 多
家企业采用 O2 Event 有氧会议产品建设全球性的企业移动会议社区。

1．

会者互动，推动友好的竞争，使得整体体验拥有更多的
乐趣。

率和参与度来解决这个问题。与会者不再需要花时间通
过邮件筛选、打印、记住议程。他们可以通过
iPhone，iPad 或 Android 应用程序访问所有的会议
材料。像玩游戏一样点击、添加、收藏感兴趣的议程、
演讲、嘉宾、文档到会议应用程序里，能激发更多的与

2．

O2 Event 移动会议应用可以通过提高出勤

想想每次会议之前都要制作、打印、印刷的

大量文件，因为偶然的错误或必然的变化，就得全部重
新打印，反反复复，没有任何工作人员因从事这个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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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快乐的。现在想象一下不用这样做了，O2 Event 移
动会议应用程序意味着没有更多的精力，时间和资源的
浪费。如果你需要让别人知道的最后一分钟的变化（如
改变会议地点），O2 Event 移动会议应用程序可以很
容易变更、并发出变更提醒给每一参与者。

3．

这就是 O2 Event 移动会议应用程序和与会者门户网站
能够真正帮助您的：面向未来的高效率会议方式。

5．

O2 Event 企业移动会议应用程序的客户是

O2 Event 移动会议应用程序也可以跟踪出

席情况，并告诉你哪些活动、议题是有趣和引人入胜
的。通过获取用户行为信息，可以帮助你提高会议活动
整体体验，使您的会议效率高很多。想要获得更快速的
反馈吗？在会议应用程序，您可以发布各种测验和调
查，并通过对完成者的奖励，吸引参与者来帮助您改善
会议。

4．

O2 Event 移动会议应用程序还可以帮助您

和外部合作伙伴、客户、投资人，建立一个灵活的，高
效的公司会议活动传递通道，通过会前的有效沟通，确
保他们在离开时能够获得你想传达的完全正确的信息，

多种多样的，有着各种复杂的企业需求，基本围绕着易
用、业务、安全和数据保密的需求而展开，从投资机
构、商业银行，知名品牌，到跨国公司都在寻找一个新
的和吸引人的方式提高会议效率、加速决策过程、展示
自己的产品、获得品牌认知和客户订单。

结果呢？您的会议更有效率，与您的利
益相关者有更多沟通，您用更令人振奋
的方式来传播您的企业价值和愿景。

主要功能介绍


新闻和社交媒体发布



将您的应用程序导入社交媒体







与所有流行的社交媒体整合
使用 RSS 和 MRSS 供稿
无限渠道
切换页面布局到新闻为主导
的'杂志'风格











智能推荐







多国语言









覆盖所有的语言和字符集



多赞助商回报方式

增加您的会议活动回报





无限数量的会议在一个单一
的移动应用程序
会议功能没有任何限制
完善的“置顶”功能
随着时间的推移积累人气



旋转横幅
创建市场营销活动
横幅广告通栏
选择展商专题报告

条码识别（二维码）

通过所有与会者的移动终端，发挥 QR
码的威力





主办方消息推送





召集，咨询和参与，会议活动现场招标
完全定制的调查，投票和反
馈形式



达到每个人，无处不在

支持众包业务


参会人员个人信息
隐私控制和选择退出
与会者的私人信息
展商的消息和约会
许可和游客组管理

多会议 App



基于与会者行为的持续分析
智能实时建议
推荐参展商，赞助商，演讲
和文章

让您的会议支持所有的语言

易于使用的收藏夹
在所有个人信息和下载文件
的做笔记
易于访问“我的会议”
电子邮件分享喜好和笔记

基于移动应用程序的时间表，让您的与
会者全年全程参与您的会议互动

如果你是商务人士，你一定会喜欢










个性化和笔记

一个真正独特的设计脱颖而出



您的会议专属的私有社交网络

互动式的记事本，收藏和共享

设计师页面布局

清除模板布局的限制
采用自己的设计，或者使用
我们的风格
* 只适用于 Android 和 iPhone

嵌入在移动应用程序本身以
供离线使用
满足您的需求的风格和品牌
实时在线结果和报告

发送消息给会议 App 用户
提前或在飞行中计划时间表
在线管理信息
通过赞助消息提高收入

社区互动




确保 QR 扫描仪在你的会议
很普遍
整合 QR 码到您的会议
使参展商和赞助商想使用它
扫描和资源保存在应用程序
中，便于用户记录
QR 码可以用在与游戏活动中

游戏活动

利用人的天性改善您的会议




创建灵活的游戏和竞赛
捕获所有参加者的行动...
评判，喜欢，消息，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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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形式等
在排行榜中显示结果
积分或奖杯
时间敏感的 QR 码扫描




会议表现和流行特点



会议地图（Google）



毫不费力的方向指导



产品目录

个人社会化媒体分享

与会者的放大器

GPS 集成到定位场地
无限的基于图像的地图




建立您的移动市场









全产品目录，以文本、图
片、网页、视频等各种方式
展示
可选链接到参展商
图片展示的盛宴
无限文件下载、播放
配置类别和标签
企业市场销售工具



当地指南



互动会场地图（展厅）



与会者生活在一个地图上，指导买家卖
家约会








高亮推荐展商的展位
从现有的平面图构建
与参展商信息链接
高亮收藏的参展商
路线寻找
多展厅支持








展商目录

给您的客户应有的关怀






完整的品牌控制
页面布局的选择
图标选择
艺术品的性设计质量



丰富和详细的信息文件
独特的预览列表
参展自助服务门户
简介展位工作人员
管理类别和赞助方案








会议日程






独特的易于使用的日历视图
多流向和轨迹
无限的附加下载内容
个人议程
全面的演讲嘉宾信息目录

强大易用的管理后台

完全控制在我们的（或你）的指尖操作

移动的时间表，让您的与会者全程参与


建设和发布移动应用程序
完整的数据管理
新闻和媒体链接
消息管理
报告和图表
一体化管理。

信息页面






实时仪表板
用法和行为数据
投资回报率和赞助商回报



主赞助商回报

主要展示机会给主要赞助商



手写批注

与会者自由的手写笔记、批注
在文档的任何位置、以任何
颜色、粗细手写
 笔记、便条、批注、签名等
 高亮重要文本
 下划线标记
 所有批注、高亮、标记快熟
索引
 个人学习、企业高层批示
* 只适用于 iPad




多媒体笔记

把演讲人的声音、现场照片与演讲材料
融为一体的多媒体笔记方式
在文档的任何位置、插入现
场的录音、照片
 以多媒体笔记形式记录现场
重要内容
 永久查看、回放
 适合高端教育、企业培训、
商业会议使用
* 只适用于 iPad




移动资料库



完全格式化，基于 HTML 的
页面
应用程序中的外部链接，

数据分析

前所未有的洞察您的业务



整个应用程序共享内容
会议，演讲嘉宾，参展企
业，产品，新闻等
预填充消息
智能链接

与会者可以查找任何资料、携带到任何
地方、

一般信息，精美展示




当地企业和设施的无限目录
图片，档案和地图的位置
集成路由发现和 GPS 地图
用户标记的兴趣点，个性化
他们的列表
展示您当地的合作伙伴和赞
助商
从日益增长的本地资源库中
选择您的目的地

客户品牌传播

美不仅只是皮肤表面






为您的与会者打开你的目的地





天高的点击率

赞助贯穿整个应用程序
奇异品牌联想设计







财报、行业分析报告等信息
量巨大
制作、印刷、复杂，等待时
间长
高层阅读，但阅读者并不多
现场查阅非常辛苦
往往得不到往期资料做参考
会后即成为垃圾

我们的服务

会议签到服务

现场无线网络

iPad 租赁服务

现场互动服务

 二维码

 大规模接入

 最新型号

 PPT 同步

 RFID

 安全高速

 数量充足

 电子白板

 短信等

 快速部署

 定制皮套

 桌面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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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 设计展示

我们的客户

销售联系：

技术支持：

客服热线：

电话：021-50273510

电话：021-50273520

400-920-8118

邮件：rita.zhou@hutandm.com

邮件：yang.gao@huatandm.com

上海华探通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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