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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SAP® ERP为金山插上翅膀，助力企业长足发展

简介
■  公司名称：金山软件有限公司
■  地点：珠海、北京、成都、大连、深圳、
日本、马来西亚

■  行业：高科技行业
■  产品及服务：软件和在线游戏
■  收入：1.5亿美元
■  员工：超过2,500人
■  网址：www.kingsoft.com
■  实施合作伙伴：北京和诚普信科技有限公司

挑战和机遇
■ 在市场竞争中，面临国外对手和国内软件
公司的激烈竞争

■ 企业内部信息系统缺乏规划，系统太多，
导致数据不一致，对于业务的支持不够统
一

■ 企业运作流程不规范，不适应企业快速成
长和长远发展

目标
■ 金山的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
■ 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集成，保证数据及
时性、一致性和准确性

■ 加强管控，规范固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
效率，防控漏洞，提升企业经营能力

■ 实现现有系统和未来开发的业务系统与ERP
系统有机结合，实现业务管理高度集成的
一体化运作

为什么选择SAP
■ SAP是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和协同化商务解
决方案供应商

■ 金山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个优秀的ERP系统作
为企业管理的支撑

■ SAP软件功能强大实用，集成度高，服务质
量好，实施伙伴专业负责，更适合公司管
理需求

SAP解决方案和服务

SAP ERP

实施亮点
■ 中国软件互联网行业第一个选择实施SAP 

ERP系统的企业
■ 实施范围全面，率先将财务、人力资源和
供应链等做为一个整体全面实施

■ 实施前期工作准备充分、分阶段、分模块
实施，平稳上线

■ 实现了ERP系统与业务系统eSale和KCard的
无缝衔接和交互操作

主要收益
■ 搭建了一个高度集成的企业基础资源平
台， 各部门之间的系统统一有序地衔接为
一体， 提高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 实现了在一个数据源的基础之上的完整报
表体系，提高数据准确性、及时性，促进
企业更准确把握企业内外部信息

■ 简化、规范、固化公司管理流程，提升管
理效率

■ 集成的ERP系统可以不断沉淀企业运行的数
据，为企业今后不断优化、调整、提升业
务提供有效的数据支撑

“SAP ERP是金山的成人礼。它

对金山的意义不亚于我们在香

港主版的上市”

求伯君，金山软件有限公司董事长兼CEO



信息化是发展的推手

对于金山的发展来说，对外有强大对手的威

胁，对内有众多国产软件公司的追击，再加

上盗版软件的层出不穷，让金山始终处在内

忧外患之中。 从2003年开始，金山开始向

互联网业务转型，将自己的WPS、毒霸等软

件产品，通过互联网的方式销售到海外，所

有升级及售后服务也完全依托互联网进行。 

这个业务从最初的只支持充值卡，到现在通

过手机订阅、银行卡支付、第三方的支付平

台的运营业务模式，逐渐成熟和完善起来。

因此无论是业务还是管理，都涉及到信息化

的内容，亟需一套稳定高效、可靠成熟的信

息系统，支撑产品在互联网上的运行，并让

各个部门的业务整齐划一， 加强管控，规

范流程，提高管理效率，防控漏洞，提升企

业经营能力，推动企业快速发展。几年前，

金山就已经将实施ERP作为公司重大事项列

入议程，当然，2007年10月上市后的金山， 

无疑对ERP的需求肯定更迫切了。

选择SAP，为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金山ERP是分三步走的。首先， 对企业内部

进行自查，发现公司大大小小的各类系统竟

然多达100多个，缺乏集成性，不同的系统

带来不同格式、口径的数据，不能提供统

一、及时、准确的数据，为决策带来诸多不

便；企业管理流程复杂、缺乏规范性，产生

了很多管理漏洞和重复性工作，影响了管理

效率的提升。

其次， 金山对同行的ERP系统进行了考察，

从实际需求出发，开始选择适合自己的ERP

系统。从2007年4、5月份到项目启动之前都

是在做选型工作，考察产品、考察公司、考

察一些同行业公司实施的情况，金山将SAP

与其它ERP厂商做了有1000多项功能点的细

致的比较，认为SAP做为全球最大的企业管

理和协同化商务解决方案供应商，拥有38年

的企业管理实践经验，SAP的产品功能比较

强大、实用，集成性高、服务质量好，能够

给金山的长远发展提供长期的保障。

考虑到未来金山的发展壮大需要一个优秀的

ERP系统作为企业管理的支撑，眼光不能只

局限于国内，选择国外的ERP系统，是要让

金山的管理模式与国际接轨。 同时，大部

分互联网公司的ERP都只能实现财务的数据

整合，而金山的信息化项目在国内互联网企

业中率先将公司财务、人力、供应链等部门

需求综合考虑，实现系统集成，这在互联网

企业里还是第一次。 

最终，基于严谨科学的分析和技术评估，公

司决定与SAP进行合作实施信息化项目， 帮

助金山实现信息化发展目标，为未来大规模

抢滩国内外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充分准备、统一实施、分步上线，

保证项目实施成功

金山的ERP项目于2007年10月22日启动，到

2008年5月22日正式上线，历时7个月。在

这200多天的日日夜夜里，金山公司内部

（包括IT部门、财务、人力资源、供应链、

业务部门）和实施顾问方和诚普信公司、实

施质量控制方安永公司以及各个客户和供应

商，克服项目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在流程梳

理、系统配置与开发、数据准备、分模块上

线等主要的实施阶段上，总计投入约五百个

人月，梳理了公司各种管理流程一百多项，

金山软件有限公司是中国最知名的软件企业之一，中国领先的应用

软件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珠海、北京、成都、大连、深圳、日

本、马来西亚分设研发中心，创造了WPS Office、金山词霸、金山毒

霸、剑侠情缘、封神榜等众多知名产品。



“在软件互联网行业实施SAP ERP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也是一

个大胆的尝试。在我们项目选型调研期间，走访的同行中使用

SAP的几乎没有，之所以最后选择了SAP是经过严密细致的技术

评估后最终得出的结论。尽管没有现成的行业解决方案可用，

但事实证明SAP ERP是完全可以配置成适合我们这个行业使用的

优秀的ERP系统。”

王全国，金山软件有限公司CIO

合并、调整、优化后用系统内66个流程覆盖

了公司核心的管理过程 。金山ERP分为人事

管理、供应链管理、财务管理、外部系统接

口、薪酬管理、员工自助，六步上线。项目

组成员细心整理了包括客户、供应商、物

料、人事、组织、薪酬、科目、固定资产、

内部订单九大数据；专为金山调整的SAP配

置超过千项......虽然任务繁重困难重重，但

是实施项目组还是齐心协力， 通过细致的

准备和耐心的工作， 保证了实施质量和进

度，共同见证了金山实施SAP项目的每一个

精彩瞬间。 金山的ERP成功实施，不仅能前

瞻性地适应公司未来5到10年的发展，其充

分准备、统一实施、分步上线的经验也能给

行业ERP发展提供不少借鉴。

首先， 通过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合并报

表模块的集成，将财务部的会计核算、管理

分析、合并报表三项重要工作结合在一起，

实现了在一个数据源的基础上的完整的报表

体系，能够从系统出具财务报表、管理报

表、合并报表（PRC、IFRS）等多种报表。

ERP的实施提高了数据的准确性，缩短了结

账时间，如由系统提供进行IFRS调整的基础

数据，缩短了IFRS结账时间，从原来的20天

左右减少到7天，减轻了财务的工作量；通

过供应链、人力等模块与财务模块的集成，

使业务流与信息流得以统一，使公司的各项

业务及时准确地在财务上得以反映，为进一

步加强财务管控奠定了基础； 通过卡系统

其次， 通过ERP的实施在公司管理的规范性

上得到了加强。 主数据的统一管理消除了

数据的重复和错漏；数据的分类更明确、合

理；业务数据的规范性增强了信息的可比

性、一致性, 为决策带来很大帮助；通过系

统规范流程，使业务处理有章可循，减少随

意性， 明确的操作规范要求降低业务处理

的错误或偏差；系统的校验、有效性检查等

帮助操作人员避免错漏的产生；对系统变更

的规范也得到了增强，使公司的业务有非常

稳健的发展。

再者，在企业管控方面， 建立了整个金山

集团共享的信息平台，使总部可以看到整个

集团的汇总信息； 通过对流程的梳理识别

关键控制点，并通过系统加以辅助，增强管

控；完整清晰的单据流体现了业务到财务的

全过程，便于审计追踪；SAP系统具有良好

的严谨性、安全性，充分保证信息的客观有

效及安全； 对网游业务的核算更加精细、

准确、及时，对广告费支出等重点管控事项

设计了专门的流程，加强管控；通过虚拟物

料加强了对授权等虚拟资产的管控。

最后， 在规范管理，固化流程的同时，集

成的ERP系统可以不断沉淀企业运行的数

据，记录企业发展成长的轨迹，为金山今后

不断优化、调整、提升业务提供有效的数据

支撑。

“判断ERP成功与否有一个客观、有效的标准，就是企业的ERP系统

是否在用并持续改进。好的标准是简单的。金山的ERP系统运转顺

畅，安静可靠，要不是有新需求，我们几乎忘了他的存在。”

万勇，金山软件有限公司IT总监

实施效果看得见、用得上、用得好

金山公司SAP ERP项目成功上线后，经过一

段时间的应用，为金山公司带来了诸多方面

的收益，促进了企业内部管理的规范性和效

率的明显提升。

与SAP系统的集成使业务系统数据与ERP系

统同步更新，在避免重复劳动的同时有效地

提高了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使公司基础

产品的产销，库存都得到了完整的体现，流

程顺畅。



www.sap.com/china/contactsap

金山的SAP ERP系统在公司系统集成方面和

管理规范及管控方面带来的效益是比较明

显的，有了这个系统之后，统一规范的信

息平台实现了业务流、资金流、信息流的

集成，将企业的业务信息与财务信息整合

到一套系统中来，并与相关的业务系统相

集成，有效地改善了业务及财务的信息效

率及质量，加强了内控，降低了审计风

险，为金山信息化建设的持续进行打下了

技术、数据和人员基础。

SAP ERP是金山公司规范化管理的

开端

通过SAP ERP系统，金山在企业管理方面迈

向新的台阶，为更快、更好地成长为一家

世界一流的软件技术公司而添砖加瓦。实

施ERP后，金山又逐步开展了更深入的信息

化建设。第一是进一步做系统集成，在S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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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基础上做大量的系统的整合，数据

的集成，使得金山的任何员工都可以随时

容易地获得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权限范围内

的运营信息；另一方面， IT系统通过数据

分析，来改善公司的管理状况。个人可以

分析他的经历，各级经理可以从数据里找

到可以改善的地方，公司也可以通过这些

数据找到改善管理的机会，或者跟其他公

司做比较，做出正确决策。

任重道远， ERP系统只是一期工程， 金山

公司信息化的目标是信息系统和业务数据

的高度集成，让各级决策者能够实时掌控

公司各方面的真实运行情况，从宏观指标

追溯微观业务。因此，将重要系统与SAP集

成是ERP上线之后的工作重点，而SAP的

BW/BO平台也将成为金山公司商务智能的

首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