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合作伙
伴

合作伙伴促销计划

促销时间

视频会议终端买十送一钜惠活动。活动期间从华港采购10台或以上
Cisco SX10视频会议终端，可赠送Cisco DX70桌面视频会议终端一
广州华港信息技 台。凡租用视频云CLOUD2UC-虚拟会议室VMR,赠送终端注册服务。 2017.11.1-

术有限公司

优势解决方案

优势行业

区域覆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公司官网

统一协作

房地产，金融业，
立足华南，幅射全
华港客服
制造业，教育，医
国
疗等

400-6860775/02038023145

jenny@cn-hk.cn

统一协作

政府/教育/医疗/
制造业/金融

华东区/华北中区

季红军

13906188099

charles.ji@jiangsu www.jiangs
tp.com
utp.com

2017.11.1统一协作
高威公司26年专注于网络建设与系统集成，帮助企业面对日益复杂的 2018.1.31

外企/零售/金融/
制造业/地产

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上海/江苏/浙江
李楠楠
/广东/福建/四川/
重庆

13631257914

nancy_li@macrovi www.macro
ew.com
view.com

全行业

上海/江苏/浙江

13916454862

maohuan@jowin.
cn

全行业

上海/江苏/浙江/安
郁春琪
徽

广州华港－－专业视频会议服务商，为优质客户提供全面协作解决方
案。

2018.1.31

http://www.
cn-hk.cn

思科Spark Room Kit & SX10 视频解决方案促销计划
江苏网真现推出限时优惠：4方高清视频会议（1台Spark Room Kit+3
台SX10），优惠价99800元，购买即赠iPhone X。
江苏网真推出思科Spark Room Kit & SX10 “智能 + 便捷”视频解决方
案，解决用户视频会议建设成本高、安装使用繁琐等问题。
思科 Spark Room Kit采用一体化视频创新技术，将传统视频会议的高
级功能（例如发言者跟踪、无线共享和 4K 视频等）简单有效的集成
江苏网真技术有 于一体，可显著提高视频会议室的智能化程度和可用性，帮助客户体 即日起至
验更智能的会议，进行更智能的演示，并实现更智能的会议室和设备 2018.1.31
限公司
集成。
SX10 同样是一款一体化终端设备，它不仅安装轻松简单（只需连接
两根线缆）、使用方便快捷，而且提供了一系列极具竞争力的特性和
功能（1080p高清视频、无线双流等），用户体验卓越不凡。
通过Spark Room Kit终端的MultiSite（内置多点）功能，还可以方便
的召集小型多方视频会议，对于寻求经济高效的视频会议应用的用户
而言，思科Spark Room Kit & SX10 “智能 + 便捷”解决方案无疑是一
个明智的选择。

高威电信（广
州）有限公司

现推出Meraki的试用套餐，详情咨询高威联系人。

网络现状，提供智能管理解决方案，帮助企业提高业务。
九闻会议室管理系统平台 5用户以内限时免费体验

九闻会议室管理系统平台
实现预定--展示--互通--控制--数据管理等一体化平台。智能无人值

上海九闻通信科
守管理，提高管理效率，对内支持会议室预定、签到、报表、数据控
技发展有限公司 制，对外可预定会场、会议邀请、会管、营销。在不改变客户原有的

2017.12.1统一协作
2018.5.31

上海紫越网络科 签订紫越资产管理平台和紫越实验室信息管理平台，均享受额外服务
技股份有限公司 或培训升级。

2017.12.1统一协作
2018.11.31

毛欢

预定习惯更可集成Exchange Outlook、音视频会议、微信、OA、门
禁灯光窗帘等中控系统。会议管理系统采用了HTML5前端技术、会议
状态图形化能够更方便用户直观的去体验、使用该系统!

http://www.
joyi.yu@ziyuenet. ziyuenet.co
18018626330
com.cn
m.cn/prodetail/49

华运通云视频会议年底优惠大促——一方云视频半年服务+一台sx10，
15000元
与华运通签订超过一年的cansee云服务，更有机会获得精美好礼！

深圳市华运通科
2017.11.29华运通自建云平台cansee可视，客户无需进行专门的MCU部署，以访
统一协作
技股份有限公司 问宽带互联网（电信/联通/移动等）或专线的方式即可加入会议，进 2018.1.31

全行业

行多方视频会议开会。让远程开会更加灵活便捷和高效，每位客户只
需更低的投资成本即可让视频会议拥有更宽广的沟通协作范围。

北京/天津/河北/上
华运通市
海/江苏/浙江/广东
场部
/福建

陕西尚峰天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思科全系列产品促销限时优惠
新签订合作伙伴及用户，均享受折扣限时优惠，更有机会获得精美礼
陕西尚峰天源信
品一份！
息技术有限公司 尚峰天源推出的新签约客户均可以参与此次活动，解释权归尚峰天源
所有；

网络（交换机、路
由器、无线）/安全 政府、交通、小金 陕西/甘肃/宁夏/青
即日起至
2017.12.31 （防火墙）/统一协 融、教育、医疗、 海/新疆/北京/上海 姚海伟
/广东/深圳
作（视频会议、IP 制造业、零售
截止
电话）

上海信桢网络科
买10台SX20 12倍，赠送一台DX80。
技有限公司

2016.11.1统一协作
2017.1.31

上海禹亮信息科
2017.11.1上海禹亮信息推出全新的多媒体智能会议系统解决方案，汇聚高清
统一协作
技有限公司
2018.1.31
LED小间距显示大屏结合最新思科spark智能会议终端、AMX中控系统

400-7700www.chinalifm@huayuntong.
688
cloudvideo.
com
18476699129
com

yaohaiwei@sftywww.sfty18192010654 info.com/117298
info.com
3851@qq.com

全行业

北京/天津/河北/山
东/上海/江苏/浙江
客服
/广东/福建/四川/
重庆

400-8208896

zengcong@xinzhe http://www.
n.cn
xinzhen.cn/

全行业

上海/江苏/浙江/广
东/北京/福建/四川 曾陈亮
/重庆

02161390738

http://www.
shanghaiyuliang@
yulianggrou
vip.qq.com
p.cn

教育/医疗/制造/
金融/零售/媒体

北京/天津/河北/山
周丹
东/上海/四川/重庆

13911169035

http://www.
zhoudan@goldsu
collspace.c
nshine.com.cn
om/

政府/医疗/教育/
企业/能源

西区

冯成旭

28fengcx@cysinfo.c
83337656/18
om
683931209

外企/集团公司/金
1、易科智恒作为思科客户旗舰体验中心，全面服务东北企业用户。凡
统一协作（IP电话
融/制造/医疗/教
沈阳易科智恒科 到易科客户体验中心参观的用户，赠送Jabber手机帐号两个，免费使 2017.12.1东北
、统一通讯）/数据
用一个月；
育/物流/零售/政
技有限公司
2018.3.1
中心/网络（无线）
2、购思科无线产品赠送测试、勘测服务、调优服务。
府

王波

13591420488

wangbo@eknet.c
om.cn

教育（以中职以上
全国
院校为主）

石英

18601034106

18601034106@q
q.com

禹亮信息高清智能化会议室系统集成 8折限时优惠
签订新版智能会议系统及展板系统，均享受5折限时优惠，更有机会获
得京东购物卡、IphoneX手机等精美礼品！

以及无纸化会议办公于一体的解决方案，可以帮您快速提高会议组织
效率，提供全高清的4K LED显示视觉效果，以及便捷的会议音视频视
觉体验，期待您的咨询与合作。

用户可以按15999价格购买Cisco SX10+1年云平台服务费，按35999
价格购买Cisco SX20+1年云平台服务费
视频会议云（终端+云平台）
“阳光金网视频云”是全球领先的视频云平台，为商业和行业用户提供
互联互通、简易联通的高清视频通讯及视频会议服务。
“阳光金网”视频云平台价值体现：1、灵活的订购模式：便捷、灵活的
北京阳光金网科
即日起至
订购模式，随时随地按需订购服务，即时开通；2、合理的投资模式：
技发展有限公司 帮助客户改变投资模式，将固定资产投资转化为信息服务采购；3、简 2018.3.31
单的部署方式：采用智能接入方式，安装部署极其简单，半小时就可
以为您提供视频服务；4、高效的会议管理平台：通过会议管理平台，
企业可以方便的管理设备，预约会议，发起会议；5、跨企业互通：企
业之间可以随时随地沟通，打破企业或部门间界限，为企业创造新商
机；6、专业服务，无需运维：为用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远程现
场支持等多种会议保障模式，用户无需保有维护团队

统一协作，网络

CMS-1K CMS-2K BE6K SX10 SX20 SX80 MX300 MX700

四川创思益信息 MX800 DX70 DX80 Spark room kit 等系列产品 1、提供免费安装 2017.12.1 统一协作
技术有限公司 调试服务、并提供备机、提供3年维保。2、项目超过30K，赠送DX70 2018.12.30
一台

北京云联汇通科 签订云联汇通移动定位刷脸考勤系统，均享受5折限时优惠，更有机会 即日起至
统一协作
获得IPAD mini 2、IPhone X等精美礼品！
技有限公司
2018.12.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