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
西
：
利
用
﹃
互
联
网+

﹄
解
决
防
疫
期
间
就
业
问
题

06 姻2020年 2 月 6日 星期四 姻责编院危永华 校对院温云高WEEKLY 职场荫周 刊财经

2 月 3 日开工第一天袁
数百万企业使用企业微信袁
达到去年同期的 3 倍遥 同
期袁包括钉钉尧企业微信尧猿
辅导在内的多个在线办公
及教育网站遭遇限流袁随后
又被紧急修复遥

记者注意到袁受新型冠状
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影响袁
在线教育和远程办公成为
不少企业和机构的首选遥 目
前袁腾讯企业微信尧阿里钉
钉尧字节跳动尧金山办公等
均已推出了相关业务袁并进
行了扩容尧 免费等调整袁其
背后云计算提供了极大支
持袁高峰值需求爆棚的问题
也相应得到了解决遥

远程办公需求野爆冶了

为共同抗击疫情袁在线教育
机构猿辅导开放免费直播课袁却
在上课首日野宕机冶了袁不少家长
在直播入口吐槽卡顿尧上不去等
多种情况遥 记者从猿辅导相关负
责人处了解到袁造成这一问题的
原因是上课学生数过多袁野有超
过 500 万人同日在线上课冶遥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远程
办公平台钉钉和企业微信上遥 有
网友爆料袁企业微信挂了袁野谁能
想到远程办公的第一天袁我们在
YY 上开了个直播间开会遥 冶

野远程办公冶有多火爆钥 据企
业微信负责人介绍袁 开工第一
天袁 数百万企业使用企业微信袁
是去年同期的 3 倍曰数千万用户
使用企业微信远程办公袁同时几
十万场会议在企业微信召开遥

更有钉钉的工程师感慨院
野这几天袁每天都是耶双 11爷遥 冶数
据显示袁 超过 1000 万家企业组
织在钉钉数字化平台上复工遥 瞬
间爆发的流量洪峰袁一度让钉钉
平台承压遥

业内专家认为袁这次疫情可
能催化中国视频会议和直播等
产业的极大爆发遥 远程协同办
公袁更多是以视频会议和直播室
为基础应用遥 开工首日各大平台
的流量洪峰袁体现了中国市场对
此的巨大需求遥 记者了解到袁包
括苏宁尧蒙牛在内的不少公司的
开工仪式及日常会议均已通过
网络视频展开遥

针对远程办公的爆发性需
求袁各大平台目前都已推出解决
方案遥 其中袁阿里钉钉将免费视
频会议全量升级至 302 方免费曰
腾讯会议把医院的紧急通知能
力开放到了 1000 人袁且支持 300
人同时音视频会议曰字节跳动旗
下办公套件飞书也推出了野线上
办公室冶功能袁提供语音沟通袁每

个办公室支持最多 50 人同时在
线遥

科创板上市公司也在积极
行动遥 据金山办公内部人士介
绍袁 金山办公旗下 WPS+一站式
办公平台袁 将面向企业客户免费
提供远程办公及音频会议服务遥
其中袁 多人远程会议支持多人同
时查看文档尧 文档自动随主讲人
翻页尧手机电脑语音讨论尧远程会
议渊不限时长冤等功能遥

UCloud 优刻得联合一起教
育科技等袁为紧急救助的教育机
构免费提供直播带宽和流量等
资源及技术支持遥 公司表示袁凡
是与疫情相关的紧急救助项目袁
公司将提供免费的云计算资源
和技术服务支持遥紧急救助项目
包括但不限于院政务信息的及时
同步尧医疗信息同步尧免费教育
资源提供尧在线医疗尧物流等遥

云网协同支持野成冶了

如果说此前远程办公只是
作为办公手段的补充袁那么疫情
时期的远程办公已经成为一种
刚需遥 多个平台成立了专门的小
分队袁 随时进行系统扩容和优
化袁基于已有的互联网和云计算
平台应对高峰突发需求遥

有平台业务负责人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坦言袁以视频会议为
例袁远程办公的事件特性非常明
显袁比如整点时段常常为会议高
峰袁系统将面临一次挑战袁以野双
11冶来比喻远程办公的需求波动
也不无道理遥

记者了解到袁阿里尧腾讯的
远程办公系统多以云服务为支
撑曰金山 WPS +的云办公系统底
层资源是由金山云提供袁主要支

持远程和协同办公过程中涉及
的海量文件存储遥 对金山云来
说袁为远程办公保证底层资源的
稳定是最首要的任务和最大的
支撑遥 不仅如此袁金山云目前还
推出了在线教育和协调办公的
相关方案遥

兴业证券认为袁随着远程办
公成为近期的主流办公形式袁远
程办公行业正进入发展快车道遥
当前袁远程办公主要竞争者多为
互联网与科技巨头袁 如腾讯尧阿
里尧华为尧字节跳动等袁以平台与
流量优势袁全面布局办公 SaaS 服
务曰部分 A 股上市公司袁如金山
办公尧泛微网络尧致远互联尧齐心
集团尧苏州科达尧会畅通讯等袁则
集中精力深耕垂直细分领域遥

其中袁苏州科达拟发行可转
债用于视频人工智能产业化项
目尧云视讯产业化项目及营销网
络项目袁 与之相关的人工智能尧
云计算等研发领域及营销网络
建设部分遥 公司日前在互动平台
透露袁已根据自身业务的发展需
要袁投入了部分自有资金遥 此外袁
公司公有云视讯品牌 野摩云视
讯冶疫情期间免费提供视频通讯
服务袁 不限时不限方数遥 截至 2
月 1 日袁科达摩云已免费新开通
超过 5000 个会议账号袁每日累计
为数万人提供远程沟通和居家
办公服务遥

记者从优刻得了解到袁公司
工作人员在持续重点保障各行
各业客户的紧急需求及正常运
行遥 春节期间袁优刻得还为每日
优鲜尧易酒批尧有赞等电商类客
户提供了重保服务遥

疫情之后袁线上能否成为未
来企业办公的主流方式钥 企业微
信高级行业总监王琼认为袁在线
办公是一种灵活的办公方式袁在
碎片化移动化的背景下袁为企业
办公提供多一种选择遥 温婷

记者从江西省人社厅了解到袁
为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
疫情防控相关工作袁江西省已暂停
举办大型现场招聘尧职业培训等活
动袁充分利用野互联网+冶为百姓解
决就业问题遥

近日袁江西省人社厅下发紧急
通知袁要求各地暂停举办大型招聘
活动和跨地区劳务协作活动遥 同
时袁发挥野互联网+冶作用袁指导各地
积极开展线上招聘活动袁及时发布
招工信息袁将招聘活动一律由野线
下冶转野线上冶袁多种渠道满足企业
用工和劳动者求职需要袁实现野就
业服务不打烊尧网上招聘不停歇冶遥

江西省是劳动力资源大省遥 为
有序引导回乡人员返岗就业袁江西
省人社厅 2 月 1 日发布了叶致广大
务工人员的一封信曳袁 对各类回乡
务工人员发出了加强个人防护尧做
好务工安排尧及时掌握岗位信息和
密切关注最新交通及企业复工等
最新动态的倡议遥 据介绍袁相关信
息除在人社宣传平台发布外袁也会
向包括省外回乡务工人员等重点
就业群体推送遥

同时袁江西省人社厅推广使用
江西人社一体化综合信息系统袁推
行就业公共服务尧创业担保贷款业
务尧社会保险服务尧事业单位人事
管理服务尧职称申报服务尧社会保
障卡业务等网上野不见面冶办理遥 允
许参保企业和个人延期办理业务袁
逾期办理缴费等不影响参保人员
个人权益记录袁补办手续在疫情解
除后三个月内完成即可遥

江西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袁 下一步袁人
社部门将加强对节后全省企业用工情况和返乡
人员流动情况的监测袁 多举措稳定和扩大岗位袁
确保不发生大规模失业袁 保障企业开工复工需
要曰开展全省劳动关系风险监测袁了解企业和职
工受疫情影响情况袁做好疫情防控期间的劳动关
系处置工作袁及时回应企业和职工的关切袁指导
各地做好劳动用工尧工资支付尧争议调解等工作袁
依法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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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刚需爆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