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通达纪检监察系统
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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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速波软件有限公司， 是中国首家倡导全能型企业移动运营云平台的厂商。旗下核心产品高速波云
办公（www.gsubo.com），将眼下最热的企业管理应用模块CRM、ERP、OA、财务等整合起来，并
融合最新的移动互联、社交网络和云技术智慧，创新性重构PC时代的传统管理软件和互联网时代单一移
动管理应用，解决其成本昂贵、操作复杂、部门孤立、数据分散等弊病，打造最新一代移动云管理平台，
帮助企业快速提升运营效率和业绩。

此外，高速波软件正在打造第三代智慧型OA平台，基于云计算模式的SaaS架构研发，引入AI人工智能、
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智能化技术，为传统OA产业注入新的活力。

同时，我们将在系统互联整合、行业应用、智能流程引擎、PaaS开发平台、移动办公、物联网等领域进
行深入的研发与探索，目标是满足政务云、工业云、教育云等智慧城市云平台的建设需求。

公司成立以来，高速波不断地将创新技术应用于企业管理领域，吸取国际、国内企业管理的最佳实践，
创建了一套打造高效运营的解决方案，成为中国移动企业管理领域最专业的服务商，同时获得了万和电
气、中国城投、中船重工、航天测控、徐州地铁、上海打捞局、上海闵行区教育局等合作伙伴的青睐。

高速波创始人 & CEO高波，也是通达OA创始人，拥有16年企业管理软件行业经验，所创立的产品服务
企业、政府客户数十万家。高速波核心团队由来自微软、用友、NEC、数字通等IT企业的精英组成，是
一支极具创新能力、大客户服务能力的专业团队。



我们的核心能力

丰富的产品实践经验

立足国内，稳步提升市场份额。并开发国际化

版本，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展全球客户。

全国范围培训与服务能力

可面向全国团队提供本地会议、远程会议、视

频短片、文档等综合培训能力。

卓越的产品设计能力

创始人具备国内OA行业一流的产品设计能力，

研发总监具备专业的数据结构设计、程序总体

设计能力。

技术创新与改良能力

吸收引进国内外最新开源技术，并进行改良式

创新，形成商业价值产品的能力优秀。

高品质产品品质管控能力

通过若干大产品研发及升级实践，对于高品质

产品输出、管控，具备相关理论和管理手段。

专业的二次开发能力

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现有功能模块优化改

造、用户新增需求的开发制作、与第三方业务

系统进行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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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价值

系 统 价 值
随着互联网的进一步普及，基于Internet的各种应用得到飞速发展。作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的重

点行业，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建立纪检监察电子政务系统，实现纪检监察单位和其他各部门、各单

位的信息系统和数据库联网，提高纪检监察部门的办公效率成为纪检监察系统面临的迫切问题。针对

重庆大学纪检监察部门办公业务的实际需求，设计并实现了一个基于B/S的网络办公系统，采用基于

B/S的三层体系结构和面向对象方法进行系统分析和设计，使用JSP技术、SSM框架以及MYSQL数据

库技术进行系统的开发与实现。该系统满足了纪委监察各部门的办公需求，提升办公效率。



整体介绍

01 02 03 04 05

纪检监察系统具有跨平台、高性能、高度灵活、高稳定性、高可扩展性等特点，不仅适用于中

小企业，更适用于大型集团企业和政府机关，组织机构可根据即时通讯设置，通过权限控制实现分

公司之见的信息隔离，也可实现组织架构信息的集中管理。多终端数据同步，实现移动办公与沟通，

打造功能强大的协同通讯平台，提升工作效率。可与多系统进行整合，从根本上解决企业的信息孤

岛问题。



平台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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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非关系型据库 通讯 Oracle SQL Server DB2数据库 Gbase（国产）人大金仓（国产）……
数据层

操作系统（Windows、Unix、Linux）、服务器集群

协同办公

心通达OA服务器采用Tomcat服务器，系统运行高速、稳定、可靠；数据库支持Oracle、 Mysql、SQL Server和达梦等国产数据库，令

数据存储和访问更高效；开放的系统平台构架、柔性化的二次开发平台、完善的二次开发技术支持、支持企业个性化需求，提供应用扩展

的无限可能；支持企业私有云的部署, 可在IE8以上版本IE浏览器上使用，全面兼容chrome、firefox浏览器，并有配套的移动APP产品。



功能架构

系统主要包括一个平台、两类流程、三种角色、四项功能、五大亮点、六大应用、七大环节

一个平台

两类流程

三种角色

四项功能

五大亮点

六大应用

七大环节

纪检监察管理平台

纪检流程 监察流程

案管员 纪委委员 纪检监察员

案件管理 案件统计 案件流程设置 办公平台集成

自定义流程步骤 自定义表单设计 自定义环节走向

移动端数据收集可视化综合展示

个人事务

公文管理

行政办公

档案管理

人力资源 系统管理

信访环节

审理处分环节

线索处置环节

申诉、复核环节

立案环节 审查／调查环节

个执行环节



业务架构

系统主要包括两大流程分支



建设意义

纸质审批

• 需逐级确认如何审批

• 重复填写表单

• 打印纸张，造成浪费且不环保

• 统计结果麻烦

• 信息获取不及时

信息化审批

• 设置步骤灵活

• 相同属性自动关联

• 案件统计管理实时可查

• 统计分析实时更新

• 可视化综合展示一目了然，便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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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定义流程步骤
根据需要自定义流程步骤

自定义表单设计
根据表单自定义设计名称，控件

可视化综合展示
案件办理统计，用数据说话，直观

了解考核效果

技术创新与改良能力
立足国内，稳步提升市场份额。并开发

国际化版本，通过互联网方式，发展全

球客户。

自定义环节走向
灵活设置各环节，通过案件
情况选择纪检、检查环节走向

移动端收集数据
利用移动端进行数据收集
高效便捷，实现无纸化办公

灵活设置权限
根据需要为用户分配权限

统计分析
多维度统计分析，便于管理者决策

产品亮点



03



功能介绍

纪检监察管理平台功能介绍

01

03

05

02

04

06

07 08

09



01案件流程设置

可自由灵活的设置审批步骤，各步骤可进行详细设置名称、经办权限、可写字段、是否回退、加签、会签、延期设

置、选人过滤规则、附件新建、下载权限、智能选人等设置



02信访环节—工作流程



02信访案件管理—案件呈阅登记

可以便捷的对所有呈阅登记的案件，进行查阅、办理、可以查看案件的标题，时间，执行状态等重要信息。支持标

题模糊查询等功能



02信访案件管理—案件登记

根据实际工作中的表单样式进行案件登记，根据权限进行了表单可写字段的控制。界面方便打印归档，美观大气。

提交案件后根据设置的权限，相关人员进行审批。



02信访案件管理—案件呈阅审批

有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审批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

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

审批人查看。



02信访案件管理—案件移送审批

有移送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移送审批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

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

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2信访案件管理—非检控类信访处置

根据案件类型，非检控类型案件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移送审批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

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

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3案件问题处置管理—工作流程



03案件问题处置管理—问题处置审批

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进行问题处置审批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

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

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3案件问题处置管理—书面说明函

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书面说明函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

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

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3案件问题处置管理—函询情况报告

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函询情况报告的审批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

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

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3案件问题处置管理—初步核实情况报告

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初步核实情况报告的审批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

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

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4立案管理—工作流程



04立案管理—立案审查审批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需要立案审查审批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

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4立案管理—立案调查决定书

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到需要初步核实情况报告的审批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

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

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4立案管理—立案调查通知书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需要立案调查通知书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

页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5案件审查管理—工作流程



05案件审查管理—违纪事实材料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需要违纪事实材料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

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5案件审查管理—审查报告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需要案件审查管理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

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6案件处理管理—审理报告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需要案件审理报告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

面上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5立案审查管理—党纪处分决定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党纪处分决定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

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05立案审查管理—处分执行报告

根据被反映人是否为党员（党员走纪检审查，非党员走监察审查），有该模块审批权限的人，可以通过该模块查看

到处分执行报告的流程，并且可以根据办理状态来查看自己待处理的流程，通过模糊查询检索的相关流程。页面上

对流程进度有简单的反馈，包括举报人，被举报人、流程执行状态等信息，便于审批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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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拓展—应用门户

具有高扩展性，可无限拓展应用，根据合理有效的权限控制，打造企业独有的管理平台



功能拓展—纪检监察门户

纪检门户，管理层可以多维度进行统计分析，方面快速掌握信息，有利于正确的进行决策



功能拓展—首页门户



功能拓展—CRM门户



功能拓展—多终端办公

可切换多种界面风格，可多终端办公



功能拓展—微信公众号

可与微信公众号进行整合，支持项目、活动、服务等多种功能



通过信息化专家顾问组成方案团队，帮助企业进行信息化总体规划。

将单位的OA、ERP、BI分析系统等进行整合，主要体现在辅助决策、

人事绩效管理、数字化运营、管理会计，经营竞争力优化和改善。

通过整合现有信息系统，再通过业务和数据的分析，实现数据业务流

程具象化，且直接、有力的推动了企业向数字化管理转型。

可与第三方系统

进行整合

功能拓展—与金蝶ERP、HR等第三方系统进行整合



每季度主动远

程巡检

组织具有丰富经验的工程师，每季度主动致电或QQ远程的
方式进行一次巡检。

档案基本信息：企业名称、产品名称版本、成交时间、系统上线时间等。
系统维护记录：记录每次运维详情。

为每一个客户
建立VIP档案

无死角专业技
术指导

专业软件工程师提供部分开放代码，提供二次开发指导；专业运维工程
师提供系统基础软件安装指导；专业实施工程师提供软件使用指导；培
训讲师提供系统性的软件产品使用培训。

培训内容根据客户的培训目标而设计，培训分为：二次开发培训，产品
使用培训，系统运维培训。适合产品相关的

各类人员，不同层次培训需求。

每年向客户提供
1次免费总部培
训（食宿、交通

自理）

售后服务—服务优势



技术支持方式包括电话、QQ、
远程桌面等，解答您在系统使
用中遇到的问题，及时协助处
理问题或给出处理建议。

承诺48小时应急上门到现场
（服务期内每年享受两次）

在服务期内，用户系统遇到紧急问题，经
公司和用户沟通，决定上门服务。公司在
48小时内派1～2名工程师上门解决问题。

有奖采纳客户建议

建议范围：心通达产品、方案、
项目管理等。
奖励办法：客户提出的建议被
采纳的，每条建议100~500元。

承诺48小时提供定制
开发解决方案

从接触客户实际需求起，48小时内
提供需求解决方案。

全年无休7╳14小时技术支持

售后服务—服务优势



—— THANK YOU ——

谢谢您的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