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ucxis 主营开发、部署以及支持以行业为中心的自动化解决方案，同时提供相关咨询与解
决方案个性化服务。

KOSMOS
云端数字交易平台!

 请访问以下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解决方案的信息: www.aucxis.com

Aucxis 科技（有限公司）拥有三十五年的行业

经验，迄今为止，已成功举行了 150 次自动

化拍卖活动。我司作为全球电子交易解决方
案的市场领军人物，深知客户的需求是不断
变化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数字革命的
影响。

为了顺应市场潮流，我司针对一个偏重于向
买卖双方提供中央化在线工具的解决方案，
集思广益。当前的时钟应用程序，需要众多
拍卖硬软件的支持。与此同时，用户也趋向
于以更加灵活与独立的方式进行操作。

在经历了大范围的研究之后，KOSMOS 应运而

生。这是一个基于网络的拍卖计时与信息系

统，能够赋予买家借助标准的个人电脑、iPad 

或智能手机购物的能力。该系统的信息门户，
还可向不同的用户群提供个人以及汇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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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SMOS
云端数字交易平台

KOSMOS 是一个基于互联网，将买方、拍卖行雇员以及其它用户整合在一起的在线平台。用户只需登录网

页，并依据自己的权限使用应用程序即可，无需下载或安装任何软件。

独立行与通用性

KOSMOS 采用 .NET 开发，拥有 MS-SQL 数据

库，可确保在功能上兼容谷歌 Chrome 浏览

器。对于希望借助基于个人电脑的浏览器来

操作的用户，我司还提供了KOSMOS 应用软件

版本供其选择。

该平台支持多时区拍卖。Aucxis 可按照不同项

目的具体情况，配置时钟、产品位置以及拍
卖数量等。用户的权利与角色分配，取决于
管理员。

每个拍卖活动或集群，可自行确定产品的描
述范围，譬如产品尺寸与类别等，同时形成
自己的目录。买方/拍卖方的窗口布局，从项
目启动之时就已确定。

自适应网络平台

网络应用程序，不仅仅包含拍卖一项。买方
/拍卖方可通过信息门户，获取个人信息或总

体统计数据。与此同时，KOSMOS 与拍卖后台

数据包之间，还会不间断地实施数据同步。

“客户无忧，拍卖系统可不

间断运行，提供卓越的售
后服务”

2018 KOSMOS 包含信息门户
运营：2019 年春季

2019 供应商与采购商应用软件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增加的功能性

2020 网上商店，类 eBay 模块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增加的功能性

2021 后台（A-Fish）
 调停与定约销售
 从供应到销售的可溯源性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增加的功能性

20XX 大数据分析，反向销售
 运输模块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而增加的功能性

前进之路

 请访问以下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解决方案的信息: www.aucx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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Ÿ 沟通供应预测
Ÿ 自行定价
Ÿ 关注销售
Ÿ 总体报告
Ÿ 个人（历史）报告

Ÿ 形成目录
Ÿ 选择推销方式
Ÿ 起始价
Ÿ 受阻
Ÿ 快照
Ÿ 内部平均价格
Ÿ 音频连线买方 
Ÿ 交易缓冲
Ÿ 咨询报告

Ÿ 创建供应商
Ÿ 创建买方与下一级买方 
Ÿ 确定权限
Ÿ 产品配置
Ÿ 确定信用极限
Ÿ 获取报告/统计
Ÿ 行为分析用户
Ÿ 打印供应与交易小票
Ÿ 拍卖厅接口

Ÿ 供应预测
Ÿ 咨询目录
Ÿ 标记批次
Ÿ 预投
Ÿ 关注实时拍卖
Ÿ 信用总览
Ÿ 交易总览
Ÿ 音频连线拍卖商
Ÿ 制定采购清单
Ÿ 我的价格栏
Ÿ 报告

拍卖商 买方 拍卖行职员 供应商

功能性

截屏

远程买方拍卖商

KOSMOS

Ÿ 微软 Azure 云服务

Ÿ 可延伸

Ÿ 自动

Ÿ 普通

Ÿ 用户友好

Ÿ 灵活

Ÿ 独立拍卖或集群

Ÿ 定期更新

Ÿ 多语种

云端

Ÿ 何时何地都在

Ÿ 安全备份数据

Ÿ 二十四小时支持

Ÿ 兼容 GDPR

Ÿ 有限基础投资

Ÿ 可简单延伸

 请访问以下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解决方案的信息: www.aucxi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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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cxis cvba

请就您所在的行业，索取自动化解决方案宣传
页，或是直接联系我们，以获取更多信息。

远程购买应用程序，
可同时适用于苹果与
安卓操作系统。

这一款应用程序，构
成了移动买方用户友
好型工具，在功能性
上，与网络应用程序
无异。

OUR TECHNOLOGY
YOUR FUTURE

KOSMOS 应用程序

OUR TECHNOLOGY
YOUR FUTURE

PROCESS CONTROL

适用于易损品的长期保鲜技术

“鉴于主动性与领先性，对于技术的发展而言，

至关重要，我司坚信 KOSMOS，定会为拍卖市场，

实现巨大的附加值”

三大商业部门联合作业

基于项目识别打造的土耳其自动
化项目

基于定价机制打造的土耳其自动
化项目

 请访问以下网站, 了解更多关于解决方案的信息: www.aucxis.com

Efice 13:37

Efice 应用程序/拍卖时钟
选择一个拍卖项目

未选择任何拍卖项目 (数量)

名称 区域

陈述

捕鱼方法

鱼类

到货日期

以往价格

额外信息

主页 清单 拍卖时钟 通知 设置

下一批次

其它有效拍卖

批次         船舶        鱼类                                                 数量             箱数         重量      标签

每箱  公斤 箱数 剩余

1,00 美元
0,88 欧元

公斤数 剩余

下一级买方数量

销售价格

重量

1,2

0,3

0,4

0,5

0,60,8

0,9

1,0

1,1

0,7

公司地址

比利时 Zavelstraat 40, 9190 Stekene, Belgium

 咨询电话：  +32 3 790 17 17

公司传真：  +32 3 790 17 18

咨询邮箱：info@aucxis.com

www.aucxis.com公司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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