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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 One Cloud

在云端精简业务流程并获取业务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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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简单且经济高效地推动利润增长
为保持竞争力，企业必须全面洞察并掌控运营状况。现在，借助 SAP® Business 
One Cloud 解决方案，企业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轻松实现这一目标。您无需

部署企业预置型软件，便可拥有 SAP Business One 应用的最新功能，同时轻松

获取所需支持，拥有云的简单。 

长久以来，SAP Business One 为中小型企业，
以及大型企业的下属公司提供了巨大支持。该
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整合并精简业务流程，用单一
来源的实时业务信息，支持企业的决策制定。 

如今，您无需购买企业预置型解决方案或历经
复杂的部署流程，便可获得 SAP Business One 
这一功能全面的业务管理工具。通过订阅 SAP 
Business One Cloud 解决方案（已涵盖软件、服
务以及 IT 支持的相关费用），您可以享用 SAP 
Business One 的全部功能。

基于云的解决方案由 SAP 的合作伙伴负责管理
与维护。无需贵公司 IT 部门的日常维护，您便
能够轻松获取该解决方案的最新功能。并且，
我们的合作伙伴是与拥有最先进数据中心的托
管运营商共同协作，确保您的数据安全可靠。

简单且经济高效地推动利润增长

业务优势 简介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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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基于云的丰富功能
SAP Business One Cloud 能够满足您的需求，
帮助您完善最关键的业务功能。该解决方案可
以帮助您标准化并精简业务流程，最大程度地
减少失误与延迟。关键业务功能包括：

 • 会计与财务：从日常会计工作到银行业务、财
务报表与分析等环节，精简财务管理流程。 

 • 销售与客户管理：从初步接触客户到最终销
售以及售后服务与支持，管理整个销售流程
与客户生命周期。 

 • 采购与运营：管理订单到支付的整个周期，
包括收据、发票、纳税申报表等。

 • 库存与分销：运用一系列库存成本计算法，实
时洞察入库量与出库量，帮助您管理库存。

 • 报表与行政管理：基于企业数据，及时且准
确地生成报表。 

在打造 SAP Business One Cloud 时，我们始终
保持软件的灵活性。您可以根据需求变化，运
用符合行业需求与其他需求的扩展型解决方案，
调整并扩展该软件。SAP Business One Cloud 在 
SAP HANA® 与 Microsoft SQL Server 平台均可运
行，您可以选择最适合贵公司业务的平台。我们
还将提供全球性服务，采用 27 种语言，为您带
来 41 个国家的不同版本。因此，贵公司不会因
运营规模的扩大而无法使用该软件。

充分利用基于云的丰富功能

与时俱进，保持灵活性

降低拥有成本，更快实现价值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目标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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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保持灵活性
在全球范围内，有很多值得信赖的 SAP 合作伙
伴，能够为您提供托管型 SAP Business One 
Cloud 解决方案。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帮助您维
护及管理该软件，并进行实时更新，让您随时
享用该软件的最新功能。 

该解决方案采用软件即服务的模式，因此您无需
经历极其耗时的软件启用及 IT 培训过程，更不必
对软件进行日常维护，便可以快速启动并运行该
软件，最大程度地减少日常运营中断。同时，IT 
人员也得以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其他工作中去。 

在 SAP 合作伙伴的帮助下，您可以根据需求轻
松快速地启用软件最新功能，以及扩展该解决
方案。因此，您能够灵活地利用新的市场机
会，战胜挑战，并获得竞争优势。

借助 SAP Business One Cloud，您可以选
择 SAP 合作伙伴帮助您维护与管理软件，
无需亲为。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充分利用基于云的丰富功能

与时俱进，保持灵活性

降低拥有成本，更快实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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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拥有成本，更快实现价值
以软件即服务的模式使用 SAP Business One 
Cloud，您可以专注于贵公司的业务，而非 IT 技
术。因为您无需为硬件基础设施或经验丰富的 IT 
专家承担相应成本，以管理或支持该解决方案。
该解决方案将帮助您最大程度地降低总体拥有
成本。

成本将变得经济可负担、易于理解、透明且可
预测。付款周期将基于用户数量与合同期限，
最短周期为 12 个月。因此，您可以根据准确的
业务需求来确定付款周期。

而且，通过在云端应用该解决方案，您可以在
整个企业内快速部署该软件。这意味着您能够
运用整合型业务管理功能的益处，加速实现该
软件的价值，更快获得投资回报。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充分利用基于云的丰富功能

与时俱进，保持灵活性

降低拥有成本，更快实现价值

借助 SAP Business One Cloud，
只根据自身需求支付相关费用，

并选择适合您的付款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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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效率、可视性与响应速度
SAP Business One Cloud 能够帮助您标准化并精
简整个企业的业务流程。您可以通过一系列不
同的业务功能，轻松访问整合的实时数据，从
而提高运营绩效的可视性，并为明智、可靠的
管理决策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该解决方案采用软件即服务的模式，您可以更
快地部署该软件或扩展软件的相关功能。这意
味着该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您更快实现软件价
值，使您灵活响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从而带
来显著的竞争优势。

借助 SAP Business One Cloud，您无需再为传
统的企业预置型软件部署承担大规模资金投入，
并可最大程度地降低 IT 日常维护成本。因此，
该解决方案能够帮助您降低总体拥有成本，从
而将资源集中于贵公司其他领域。

提高效率、可视性与响应速度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借助 SAP Business One Cloud，贵企业可实现
更高的内部关联性、精益度与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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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SAP® Business One Cloud 解决方案能够为您提
供 SAP Business One 应用的所有整合型业务管
理功能。这一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可帮助您精简业
务流程，提高可视性，从而提升运营效率及决
策能力。SAP Business One Cloud 由值得信赖
的 SAP 合作伙伴托管，使您的企业在最大程度
地降低 IT 投资规模的同时，从该软件大获裨益。 
 
目标

 • 提高对决策所需实时管理信息的访问能力

 • 标准化业务流程，消除重复数据条目、错误
及延迟

 • 释放硬件及软件获取方面的投资

 • 最大程度地降低 IT 基础设施管理的投资规模

解决方案

 • 具备全面且整合的功能

 • 透明且可负担的成本结构

 • 自动更新，企业可随时获益于软件的最新功能

 • 能够快速扩展及部署最新功能

 • 由值得信赖的 SAP 合作伙伴提供世界一流的
安全保障

业务优势

 • 精简运营流程并提高业务洞察能力

 • 采用基于云的解决方案，降低资本投资规模

 • 无需雇佣经验丰富的 IT 人员，最大程度地降
低 IT 运营成本

 • 快速响应新的业务机会，提升业务灵活性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更多详情，请立即致电联系您的 SAP 
代表或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sap.com/china

www.sap.com/china 简介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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