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计算之旅。 
SAP 如何帮助您在云端 
实现业务的高速发展 



实现业务的高速发展
沿着正确的方向、保持适当的速度前行

概述

的财富 500 强公司在过去的 
12 年中跌出该榜单

于 1984 年成立的 FTSE 100  
公司中，有 96% 的公司已不 
复存在

全球企业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是应对日新月异的发展与改变。
企业达尔文进化论日益盛行，威胁和机遇在倍增。当前，社交
网络已然成为员工、合作伙伴与客户之间的重要联系纽带，移
动商务，云计算，大数据分析以及业务网络密切融合，这一现
象迫使各个公司加快步伐，以适应风云骤变的行业压力，或避
免走向衰败的风险。

50%

96%



概述

可以具体化为公司的发展，这既要保持适当的速度，同时也要确保发
展的方向正确。

我们把这种情况称之为业务的高速发展。

我们的愿景是帮助客户制定正确的战略，并借助一流的技术和网
络以确保企业沿着正确的方向、保持适当的速度前行，从而实现
其业务所独有的高速发展。

固有的思维方式

移动

连接一切

海量数据和洞察力

IT 消费化

这就需要完美融合云计算，托管和基于企业需求的内部部署技
术。业务的高速发展意味着，通过让客户、合作伙伴和员工以全
新的方式参与创新，彼此之间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让他们具备
执行大规模业务的能力，最终帮助公司战胜竞争对手。



灵活、可选、可控
轻松融入您现有的环境

只有 SAP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包可以帮助您的企业实现业务的高速
发展。我们的云计算解决方案专为关键的业务线挑战与问题而构
建，其独特的用户体验可充分满足 21 世纪人才的需求。

全新打造的 SAP 云计算解决方案。结合了 SAP 40 多年的创新和
最佳实践经验、行业专业知识以及全球业务经验，可让您快速部
署、大规模实施并加快价值的实现。 

SAP 的云产品组合充分体现了灵活、可选、可控的特性。我们 
“即插即用”式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可让您利用现有的环境，以
极低的成本实现最大的业务改善。各行各业的先驱者将能充分体
会到创新的灵活性，可轻松快速改善流程，从而带来全新的价
值，节约成本，同时尽可能降低对业务的影响。

最丰富的  

云产品组合

2900 万    
云计算的用户  

最庞大的  

全球云实施

逾 100 万笔 
Ariba Network 业务

概述

了解更多
探索 SAP 云计算解决
方案。
观看视频 ›  



动态采用
基于业务线的需要，
采用最适合的云 

向云计算迈进势必是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变革，此举要考虑每个
公司各种具体而又独特的情况：

•	如果您要成立一个销售组织，可以采用销售和招聘解决方案，
并添加学习和差旅方案，为销售团队提供全面支持

•	或者，如果您想加强服务组织，您可以利用我们针对各个相应
部分和合同商打造的服务、采购以及员工中心，帮助您找到合
适的专家

•	添加财务和销售，把企业环境的各个构成部分都部署到云中

对于首席信息官而言，业务的高速发展意味着他们必须成为真正
的业务助力者，能够在简单的环境中提供这些优势，延伸现有投
资并通过混合部署提供丰富的选择。这些优势都可以借助云计算
的灵活性和经济性轻松实现。

客户可以自由选择，以便采取自己希望的方式来运行，按照需要
的顺序进行实施，并可以与客户现有的核心部署轻松实现连接。

让我们来看看 SAP 云产品组合如何助您实现云计算之旅。

概述



业务线云应用

人员

社交协作
通过将社交功能与业务流程集成一体，促进人员高效协作

业务网络
通过与全球交易合作伙伴联系、协作和交易，改善您的交易和现金管理方式

客户 资金 供应商

•	信心十足地推动人力资源战
略和洞察力

•	支持员工管理自己的绩效和
职业发展

•	按地区、组织和员工类型优
化人力资源运作

•	提升每个业务人员实时、 
直观的财务洞察力

•	帮助全球企业确保会计核 
算和财务报表的合规性

•	优化财务运营，提高效率、
营运资金并降低风险

•	在客户推动预期转变为行动
的过程中，以全新的方式与
客户互动

•	利用预测性的行业洞察力，
以正确的方向指导客户，
同时为客户提供综合体验

• 拓展与现有客户的业务，
同时寻找新客户

•	通过优化资源开发，实现持
续节约并降低供应链风险

•	增加整个采购流程的可见性
和合规性

•	通过分析支出情况和洞察 
供应商绩效，全面了解您 
的业务



业务线云应用

人员

借助 SAP JAM 进行社交协作

借助 ARIBA NETWORK 开展业务协作

客户 资金 供应商

核心人力资源云
•	员工中心 (EC)
•	EC	薪酬

绩效云
•	绩效与目标
•	薪酬
•	继任和发展

学习云

招聘云

人力资源分析云 
•	劳动力分析
•	人力资源规划

财务云
•	Cloud	for	Financials
•	Cloud	for	Travel
•	Invoice	Pro	(Ariba)
•	Business	ByDesign
•	Business	One	Cloud
•	销售和运营计划  

客户云
•	Cloud	for	Sales
•	Cloud	for	Service
•	Cloud	for	Marketing
•	Cloud	for	Social
			Engagement
•	Social	Media	Analytics	by	
Netbase

资源开发云
•	Sourcing	Pro
•	Discovery
•	Contract	Pro
•	Supplier	Information	
Management

采购云
•	Procure	to	Pay	Pro
•	Services	Procurement
•	Procurement	Content

支出分析云
•	Spend	Visibility



将人员与业务战略联系在一起
雇佣、培养、奖励和吸引具备恰当技
能的人员，推动您的业务发展

随着业务模型的发展和工作实践的变化，您需要打造一支适应性
强且灵活机动的员工队伍。这意味着，您要能够识别和招聘到正
确的人员，让他们能够快速熟悉业务，并确保他们具备恰当的技
能，能够应对当前和未来的业务需求。 

SuccessFactors	为行业提供适用的、真正的端到端	HCM	平台，
让您能在云中实现人才管理、核心人力资源管理和劳动力分析。

人员

一套适用于整个人 
力资源管理流程的 
套件： 
为可在整个	HCM	解
决方案范围内扩展的
端到端全球流程建立
坚实的基础

随时随地开始： 
得益于我们的模块
化解决方案，您能
够随时随地开启云
变革之旅 

吸引每位员工：
部署出色的解决
方案以吸引人才
并加快创新

业务内容： 
利用 25 个行业
的预交付最佳实
践和标准

云计算之旅： 
将您的云计算解决方
案。与现有的内部部
署投资相整合，或将
您所有的	HCM	解决
方案推入云端

全球生态系统： 
全球一流的系统集成
商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和市场领先的人力资
源软件供应商为您带
来的优势



+5.4%   

生产力平均提升

IDC Marketscape：
全球整合人才管理 
2012 供应商分析

阅读 ›  

10 大原因 
客户使用人力资源管理解
决方案，帮助员工更好地
开展工作
 
阅读 ›  

Forrester 
Wave：2013 
年第一季度人
才管理

阅读 ›  

Gartner	2013	人
才管理套件魔力
象限

阅读 ›  

人员

员工获得恰当培训的
机会增加  
+17% 

员工敬业度提升

65% 

推动业务执行 
专注于人员的综合人力资源战略有助于公司打造特有
的业务灵活性，从而提高执行速度并在竞争中取胜。
快速的业务执行需要实时的人员洞察力，以便根据业
务目标持续调整人员和人才，并在执行方面为他们提
供支持。



以前所未有的方式与客户互动
引领客户从前景预期步入到行动阶段

实力客户在不断改变互动规则。当今的数字化社交网络让客户能
够获得更多信息，他们的预期也变得越来越高，而且他们的想法
和行为在几秒内就会发生变化。具备实时洞察力的客户互动是增
加业务盈利和推动业务增长的不可或缺的新因素。

您的营销、销售和客户服务团队是与客户打交道的一线人员。他
们需要了解企业端到端的服务，并具有深入的客户洞察力和采用
个性化的互动方式，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在与客户互动的
每个阶段突显相关的经验。  

SAP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可助力您的市场营销、销售和客户
服务团队，帮助他们赢得当今的实力客户。因此您将有机会
更早地接洽到客户，并在他们将前景预期转变为实际行动的
过程中，与这些客户保持密切联系。

客户

SAP Cloud for Customer ›  
SAP Cloud for Social Engagement ›  
SAP Social Media Analytics by Netbase ›  
SAP Cloud for Sales ›  
SAP Cloud for Service ›  
 



SAP Social Media Analytics 
by Netbase 解决方案简介： 
社交媒体分析帮助您准确、 
实时了解品牌绩效  

阅读 ›  

视频：SAP Social  
Cloud	– 通过客户的视角
观察市场 

 

观看视频 ›  

SAP Social Cloud 解决
方案简介：通过社交媒体
为客户带来愉悦体验，变
革您的客户服务

阅读 ›  

客户

SAP 电子书： 
2013 年的 5 大销售
策略

 
阅读 ›  

丰富的洞察力
借助从后勤办公室、社交媒体和其他源获取的海量数据，并结合
有力的预测性分析，识别真正的客户，洞察真正的商机。

综合体验
采用新一代界面和原生社交协作，为您的团队带来更出色的体验，
团队成员在与客户互动时就会提供更愉悦的服务。

无忧整合
通过无忧整合到您内部部署的 ERP 和	CRM	系统，实现业务流程
无缝衔接和集中的客户概览。

适用于为您的行业
利用 SAP 维护的适用于您行业的最佳实践，放心进行变革。

社交协作、快速的机会跟踪、深入的客户洞察力、
实时定价和报价……



提供实时的业务洞察力
为企业所有员工挖掘财务信息的
价值
不只是财务人员需要了解财务信息。为了更加高效且有效地运
营，企业的经理和管理人员需要从财务数据中实时洞察业务运 
营情况，以帮助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 

SAP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提升了财务部门的敏捷性和灵活性， 
提高了效率，增强了财务控制，并能更加轻松地满足财务报告 
的地方和国际标准，同时可将财务数据转化为各个业务线的战 
略洞察力。

•	 简化会计核算并缩短周期时间
•	 获得财务绩效的透明度和洞察力
•	 获得对现金流和资金流动的可视性
•	 基于及时、准确的洞察力制定更明智的决策
•	 使用移动设备为所有用户提供业务洞察力

资金

SAP Cloud for Financials ›  
SAP Cloud for Travel ›  



资金

SAP Cloud for Financials –  
全球财务角色的逐步演变 

SAP Cloud for Financials 解决方
案简介：现代化的财务管理可促进更
快、更有效地制定决策

SAP Cloud for Financials 解决方
案宣传册：采用真正实时的财务方案
帮助您实现业务转型

首席财务官研究报告：财务高管关于
优化差旅费用管理的报告

观看视频 ›  

阅读 ›  

阅读 ›  

阅读 ›  



支持整个业务流程
在一个基于云的软件解决方案中集 
中运营您的整个业务

现在您可以通过完整的集成套件，在云中管理整个业务流程， 
其中包括财务、人力资源、销售、采购、客户服务和供应链等流
程。SAP 的云计算解决方案。可与内部部署的解决方案无缝集
成，实现了最大灵敏性，省切了大多数	IT	投资，因此是中小企业
和大型公司子公司的理想之选。

资金

SAP Business ByDesign® ›  
SAP Business One Cloud ›  

Aberdeen Group  
分析师洞察： SaaS  
和多层 ERP 战略 
阅读 ›  

SAP Business 
ByDesign 解决方案简
介：为附属公司量身 
定制的最佳 SAP 软件
阅读 ›  

SAP Business 
ByDesign – 从双层 
ERP 战略中获得最大
利益
观看视频 ›  • 通过支持端到端流程提高整个公司的效率

• 通过整合的分析和报告实现及时洞察
• 采用各种移动设备随时随地访问业务功能和分析
• 由 SAP 专家管理、监控和维护的高度可信的安全数据中心



即时协作
将人员、信息、应用和流程结合在一
起，帮助您提高业绩

您在执行工作时，可能面临重重困难。将可推动最佳决策的所有
因素结合在一起颇具挑战，尤其是当这些与您的工作地点和工作
形式毫无关系时，更是如此。   

SAP	Jam	可以将您客户、合作伙伴和同事与信息、应用和流程结
合在一起，帮助您解决业务关键型问题并提高业绩。无论是在销
售战略和互动客户方面进行合作，还是促进就新的人力资源政策
进行沟通和反馈，社会协作都可以帮助您降低培训成本、缩短销
售周期并降低风险。

协作

1.3 万亿美元 
社交渠道每年发掘的价值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2012



协作

为了保持公共云架构战略统一，包括基于 SAP HANA® 的解决方
案在内的所有 SAP 解决方案中都整合了社交协作。SAP	Jam	可
消除您企业内的“社交筒仓”，因为它在整个企业内、跨应用程
序和流程提供了一个集中、安全且基于云的基础平台。通过将同
一个屋檐下但跨业务的社交协作集合起来，您可以获得一致的工
作体验 - 您所需一切都会汇总在一起，方便您与客户、合作伙伴
和同事进行协作。

工作协作 
借助应用和流程中的社交协作功能为您的工作
增添动力。

借助社交提高业绩 
与客户、合作伙伴及同事一起制定战略、 
收集反馈、解决问题并促进快速制定决策。 

消除“社交筒仓”（每一个 
社交网络系统即一个筒仓） 
在整个企业内采用单一、安全的平台， 
让您的工作始终保持一致

SAP Jam 宣传册： 
借助社交协作提高业绩 
阅读 ›  

IDC Marketscape： 
整合人才管理 2012 供应
商分析中的全球社交技能
阅读 ›  

企业战略集团市场环境 
报告：社交协作解决方 
案 SAP 版
阅读 ›  

“需要交互的员工每周平
均花费大约 28％ 的工作
时间管理电子邮件，将近 
20％ 的时间查找内部信息
或追踪可以帮助完成特定
任务的同事。”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	报告–  
社交经济：通过社交技能释放价值和提
高生产力



协作业务交易解决方案
控制支出、提高盈利

明智的交易不仅意味着以最低价实现交易。这需要完全了解您公
司的支出习惯，并利用这些信息成为更强大的谈判高手。进入由
高品质供应商构成的网络，您能够快速发现合作伙伴，这些合作
伙伴不仅能提供价格优惠的商品和服务，同时还能最小化您的风
险。此外，还可确保以规范的方式订立合同和进行 
采购。

采用 Ariba 的支出管理解决方案和专业技能，上述的一切均可 
成为现实。 

支出分析 
从各处收集支出数据，根据公司和行业标准进行分类，然后利用 
数据库及技术平台市场情报来丰富它。您将会得到一份有关公司
按需购买实施方案的综合而深入的分析。

供应商

Ardent Partners 文章： 
协作式资源开发：释放更 
大价值的关键 
阅读 ›  

Aberdeen Group 研究： 
动态采购：CPO	即协作者、
创新者和战略家
阅读 ›  

Ardent Partners 研究： 
支出可见性：关键在于你 
怎样做
阅读 ›  



资源开发 
借助市场领先的工具、专业知识和网络连接，您可以营造适宜的
资源开发环境。该环境能够推动各供应商围绕您的企业形成更好
的竞争氛围，提供最有价值的资源开发协议，帮助您的企业实现
持续节约。

合同管理 
自动化、标准化以及缩短整个合同周期。管理各种类型的协议，
以获得更高的生产力和合规性。

采购 
为用户提供类似消费者使用的工具（如亚马逊），帮助用户以最
实惠的价格从最喜爱的供应商处找到所需的产品和服务。

供应商管理 
获得最新且准确的供应商信息，并在一个基于 Web 的平台上管
理所有数据。您会发现，监控供应商绩效、评估合规性和管理供
应风险将变得更加轻松。

供供供



加入网络经济的队列
借助 Ariba，您能够买得更明智、 
卖得更快、现金管理更优化

在全球网络经济中，业务日益依赖于外部合作伙伴。随着库存日
益精简、基础设施成本逐步降低、流程外包以及供应链向全球范
围的扩展，通过共享信息和流程来调整与协调业务决策显得越来
越关键。

Ariba Network 方便您与业务合作伙伴保持联系，帮助您简化交
易、节省购买成本并发现新的商机。借助 Ariba 这一全球业务交
易网络和我们打造的各种行业领先的云应用，您可以把您的业务
流程扩展到公司之外。无需安装任何新软件或硬件，您便可以与
全球合作伙伴、同行和备选者的数字社区进行联系和协作。

业务网络



Ariba 对 SAP 客户的
支持  
阅读电子书 ›  

改善供应链和采购
观看视频 ›

Ariba Network 简介 
观看视频 ›  

业务网络

超过 100 万家  
关联公司

4600 亿美元    

年交易额

6500 万  
年处理发票量

• 买方能够快速找到新的供应源

• 卖方能够轻松找到准备采购的
新客户

• 财务经理能够做出更合理的资
金决策

• 每个人都能分享最佳实践、 
专业建议和社区情报

采用 Ariba 
Network：



SAP HANA 云平台
支持开发者在云中构建、扩展和运 
行应用

SAP HANA 云平台是 SAP HANA 内存云平台，我们的平台即服务
支持开发者在云中构建、扩展和运行应用。在 SAP 员工中心为临时
员工创建工时录入和审批模块，或添加建议的同类产品列表并扩展 
SAP 按需销售，以便销售人员能够主动管理销售机会……了解模块、
轻松定制。SAP 已经在该平台上构建了多个应用，包括  
SAP	Precision	Retailing、SAP	Product	Stewardship	Network	和 
SAP	Fan	Experience。

首席信息官

SAP HANA 云平台 ›   
SAP NetWeaver® Landscape Virtualization Management ›  
生态系统和服务 ›  



SAP HANA 企业云
适用于任务关键型 SAP 应用的新
型托管云

采用 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Suite	中基于云的部署选
项，既可获得最佳的实时支持，又能体验到云的简洁性。在如何充
分利用 SAP HANA 带来的价值方面，客户希望有更多的选择。借
助 SAP HANA 企业云，我们现在能够大规模交付 SAP HANA，并
能立竿见影地实现价值且践行承诺。

SAP HANA 企业云是一项新的基于云的托管服务，旨在提供
给 SAP 客户和合作伙伴以帮助他们在当今超大规模的云上将 
SAP HANA 应用部署成私有云。现在，您可以将已有的任务关
键型 SAP® ERP、SAP®	CRM	和	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部署成托管云服务模式，从而能以较低的总拥有
成本加快价值实现。SAP HANA 企业云还支持定制 SAP HANA 应
用，包括并非以 SAP 为核心的应用。

最近，功能强大的 SAP HANA 在访问性方面有实现了新突破，现
在您可以轻松在云端访问 SAP HANA。

CIO

虚拟化、云或二者均 
采用？采用正确的模式 
收听网络广播 ›  

探索 SAP 的云整合解决
方案
观看视频 ›  

SAP HANA 企业云
阅读解决方案简介 ›  



人员

社交 人员协作

业务网络 业务协作

SAP HANA 云平台
应用开发 | 集成 | 数据库和分析 | 基础

客户 资金 供应商 客户应用 合作伙伴/ 
ISV应用

SAP 
Business	
Suite

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

基于 SAP HANA

SAP 业务线云应用托管云 云计算市场

云中 SAP



联系我们
查找 SAP 云产品组合如何帮助您 
实现业务高速发展的更多信息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apcloudapps.com 

或致电： 
中国：400-619-0727，分机100
国际：+44 (0) 8450 742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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