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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适合的软件和技术对于业务增

长至关重要，然而很多公司却因为

系统的约束而感到备受牵制。过时

的应用程序、手动流程和层出不穷

的集成难题会消耗掉大量时间与资

源。那么，您如何知道何时您的系

统达到了临界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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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更新系统 
 
 
 
 
 
 
您的系统维护成本和流程局限性什么时

候变得不堪重负以致于您必须更新当前

系统？以下警示信号将提醒您是时候更

换系统，以更好支持您现有业务发展了： 
•  经常面临报告困扰 
•  大量集成难题 
•  系统僵化，灵活性受限 
•  过多不能支持的业务流程 
•  手动流程耗费时间与资源 

 
似曾相识？如果是这样，您很可能就是在

耗费宝贵的时间与精力，却只是为了满足

自己的基本业务需求。那么就请考虑一下

一款单一且完备的可扩展解决方案所能带

来的好处吧。它能满足您的需求并随业务

的发展而发展；它允许您从任何地方入手，

使您能够首先解决最迫切的需求，然后随

着业务的拓展增添用户、功能和地域支持。 
在此之前，让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每个

信号背后的信息。 

 
信号：经常面临报告困扰 

 
随着公司的发展，数据、计算和事务在数

量和复杂性方面也会迅速增长。如果决策

者经常要基于不完整或不准确的数据进行

决策，或者不得不推迟决策，直到获得完

整和准确的报告，那么关键的业务决策将

受到严重影响。分析机构 Aberdeen Group 
报告说，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对于更明

智的决策能力具有直接影响。 该机构还表 

示，众多一流公司正努力缩短获取信息的

时间，生成数据的通用视图，并为业务决

策者提供高质量的数据以提高业务绩效。 
根据 Aberdeen Group 的报告，75% 的

一流企业能够编辑、共享、存储和确定内

容，为多个业务单位的用户提供完成其工

作所需的各种工具和信息1  – 使及时的报告

能力成为卓越运营的一个关键要素。 
为缓解报告方面的困扰，公司必须将关

键业务结果以可视化的方式来提供，以便

获得基于事实的决策，而非仅仅“凭感觉”

的选择。发展迅速的中小企业可通过以下

方式提高报告能力并增加可视性，即，用

单一的集成式解决方案取代多种电子表单

和数据核对，以提供精确信息的及时访问

以及商务智能。 
 
信号：大量集成难题 
 
当前系统和基础架构超负荷的第二个信号

是大量时间花费在整合离散的系统和协调

多个来源的数据上。如果您的公司通过一

次或多次收购壮大起来或在不同运营领域

使用不同的系统，则可能会在故障排除和

维护集成点上花费过多时间，从而无暇寻

求机会以降低成本和提高生产力。在参与

一项 Forrester Research 独立调查的中小

企业中，半数以上表示在选择潜在软件时，

“与其他系统的集成能力”是一个非常重

要的标准。2   Forrester 还将“改进应用程 

序之间的集成”列为 IT 部门的四大业务

目标之一。 3 

一款单一全面的应用程序可以处理所有

关键业务活动，从而消除了集成多个系统

的复杂性和开销。您在系统维护方面花费

的时间更少，从而可以将更多时间用于计

划和实施创新功能。由于集成点更少，因

而公司可以专注于业务流程的系统性检查，

识别削减浪费、冗余和成本的机会并确定

其优先级。 
 
信号：系统僵化，灵活性受限 
 
您的公司正准备进入新市场，推出新产品

和服务，以及招募新员工。但扩展到新的

区域或产品线意味着要应对僵化的系统—
—需要进行大量 IT 工作。业务线经理不希

望等待系统支持。新员工无法访问完成工

作所需的数据。IT 部门为试图找出另一种

解决办法忙得焦头烂额。由于缺乏适当支

持，初步结果与预期相差甚远。 
您需要一个能够随您一起成长的足够灵

活的解决方案——一个高度可配置的全面

系统，能够迅速与您的业务相适应，而无

需购买或集成其他软件。新的语言和货币

支持应通过简单的鼠标操作即可完成，而

无需经过数小时的编码和定制。具有模块

化设计的解决方案可以轻松从小规模开始，

专注于最迫切的需求，然后随着业务发展

添加用户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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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号：过多不能支持的业务流程 

 
随着您扩展到新领域，您必须能够支持新

的业务流程和发展需求。但是，拼凑起来

的系统和电子表单无法支持整个业务流程。

您需要全面集成的综合业务功能，帮助您

简化核心流程并获得整个企业范围内的可

视性——从市场营销、销售和服务到采购、

计划、生产、财务管理和业务分析。

Forrester Research 的报告表明，在北美

和欧洲，75% 的中小企业将整体功能列为

选择软件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 4 

您需要一款迅速成长中的中小企业特别优

化的解决方案，一种能够适应和支持新业

务流程的解决方案。 
它必须支持行业特定的最佳实践，为您提

供同行业中最佳运营公司的经营方式，同

时提供足够灵活性以支持您的独特运营实

践。 
 
信号：手动流程耗费时间与资源 
 
IT 部门历来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通过 IT 自
动化和标准化提高流程效率和生产力并降

低成本。如果您的业务仍然依赖于手动流

程完成例行事务，那么一个有效的企业资

源规划（ERP）解决方案可以帮助您简化 

手动流程并实现其自动化，以省出时间用

于具有更高价值的项目。该解决方案应具

有各种控件和自动化警报，以帮助员工迅

速做出响应，减少浪费，并避免出现问题。 

 
 
 
 
 
 
 
 
 
 
 

系统维护成本和流程局限性是什么时候变得不堪重

负，以至于必须更新当前系统？以下信号将表明是

时候更换系统，以更好地支持您业务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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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软件，更好的支持，更少的压力 
 
 
 

利用卓越的SAP® 软件 
获得发展支持 

 
 
 
 
 
 
您的公司成长迅速，但您当前的系统却处

处掣肘。集成难题、手动流程和数据处理

消耗大量时间与资源，使您几乎无暇为新

业务流程提供支持。您需要一种实惠、灵

活且能快速实施的单一集成式业务管理解

决方案。SAP 为中小企业提供了一系列 
ERP 解决方案，可提高 IT 效率，简化流

程，改进报告功能，并支持业务发展。

SAP® 中小企业解决方案经济适用，其自

有的世界一流的灵活业务管理软件可随业

务发展而扩展。从许可协议到月度订用计

划，SAP 可为您提供适合您的预算、时间

表和增长目标的解决方案。SAP 解决方案

可减少企业在实施和管理解决方案时所需

的资金和 IT 工作量，而将更多时间放在业

务上。 
每个完备的集成式 SAP 解决方案都具有

您运营业务所需的所有功能 – 包括各种分

析功能和最佳实施支持。SAP 中小企业解

决方案可通过附加的深层次功能进行扩展，

如预先集成的客户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

管理和商务智能功能等。  
凭借其无可匹敌的处理本地和全球最苛

刻业务需求的能力，SAP 解决方案可随着

企业成长支持运营、地域和财务方面广泛 

的新业务流程。 
这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更强大的报告

功能，更好的系统灵活性，同时还可以摆

脱集成的烦恼。简而言之，就是更好的软

件，更优的支持和更少的压力。 
现在就选用一款灵活的 SAP 中小企业解

决方案来解决您的问题吧——让您的 IT 部
门为公司的未来提供支持： 
•  SAP BusinessOne 应用程序可在一个

应用程序中执行关键业务活动，消除了

集成多个系统的复杂性和开销。它部署

快速（仅需两周）并且只需很少的维护。 
•  SAP Business ByDesign™ 解决方案

可按需提供，无需付出高昂的 IT 基础架

构和员工成本即可获得这款功能强大的 
SAP 软件——一切均只需极低的月使用

费。 

•  SAP Business All-in-one 解决方案提

供的复杂应用程序和先进技术可轻松调

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 
•  SAP Businessobjects™ Edge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软件是一款

全面的 BI 解决方案，支持法定的即席分

析报告功能。 

了解更多 
 
当您学会解读这些信号时，您将能够识别何时您

的 IT 环境开始成为您业务发展的绊脚石。您会

注意到各种集成难题、手动流程和数据处理正在

消耗掉大量时间与资源，使您几乎无暇为新业务

流程提供支持。但这并非都是坏消息。这正是一

个契机，您可就此转向一款单一且完备的可扩展

解决方案，它能够满足您的各种需求并随业务的

发展而发展。有关如何利用灵活的 SAP 中小企

业解决方案解决您的问题并将 IT 部门定位为为

公司的未来提供支持，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 www.sap.com/s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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