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P 解决方案简介
面向中小型企业的 SAP 解决方案
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借助 SAP HANA®，显著提升业务
绩效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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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

为小型企业提供更理想的选择
小型企业运营的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运营者的个人决策。决策者必须深思熟虑

每一项决策的后续影响；但是必要的时候也要相信直觉。无论任何情况下，您都需

要依赖企业软件为您提供可靠的信息，帮助您经济高效地执行相关决策。

全球很多小型企业的客户都借助 SAP Business 
One 来帮助其实现更卓越的运营。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将成为您更理想
的选择。其所有应用程序及 SAP Business One 
应用程序的数据均基于 SAP HANA。借助这一平
台，该应用能够加速数据处理，同时保持相对简
单的 IT 环境。 

这意味着您将可以充分利用实时分析与高效数据
处理性能所带来的巨大帮助。利用该应用的创新
性业务功能，企业能够加快对计划周期、销售和
生产流程以及财务事项的处理，从而提升业务敏
捷性与高效性。除此之外，该应用还能够帮助企
业简化报表流程，最终降低技术拥有成本。

为小型企业提供更理想的选择

业务优势 简介解决方案



以小型企业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大型企业的
绩效
SAP Business One 正帮助成千上万的小型企业
实现快速成长和持续盈利。该应用支持 120 个国
家的 27 种语言，完美整合了多项功能，能够为小
型企业提供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这一解决方案
涵盖企业的所有核心业务流程：

 • 管理会计与财务流程
 • 管理销售、服务与客户关系 
 • 管理仓储、库存及分销
 • 管理采购与运营
 • 管理人力资源
 • 管理报表

SAP Business One 为您提供全程服务，从工作
量的最佳预测，到快速准确的年终结算，所有流
程都将得以改善，相关人员的工作效率也将普遍
提升。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是一款经济高效的解决方案，伴随企业发展，
该解决方案能进一步为您带来价值。因为 SAP 
HANA 平台在设计之初就讲求可扩展性，该平台
在多个用户同时访问的情境下也可轻松处理相关
数据，且数据量越大，越能凸显其卓越性能。因
此，即使在员工规模扩大、用户量增加的情况下，

SAP Business One 也能轻松满足需求，从而彻
底解除您的后顾之忧。

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具备实时模拟与 
规划功能，对于可能出现的难题，您可以借助该项功能 
采取相应的前瞻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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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型企业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大型企业的绩效

嵌入式分析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支持

借助更智能的业务流程，实现更灵活的业务敏捷性

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目标 简介



嵌入式分析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支持
对于企业的所有核心业务报表而言，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有着革命性意
义：SAP Business One 应用程序的数据均可被
快速搜索，能够即刻为您提供当前所需信息。过
去需要运行和编译数小时甚至几天才能生成的报
表，如今仅需要几分钟甚至数秒便可完成。即使
面对企业积累的大量数据，该应用也可实时进行
极为复杂的数据密集型分析。 

该应用还拥有嵌入式分析功能，可随时随地满足
客户需求，及时为您提供关键信息。您可以将仪
表盘嵌入到熟悉的 SAP Business One 屏幕中，
该仪表盘可提供高度可视和基于上下文的信息。
例如，当您在销售订单屏幕中输入某个客户名称
时，显示屏的一侧将自动显示该客户最常购买的
产品。借助该功能，销售代表能够针对客户的购
买习惯，为客户提供可靠的购买建议，满足客户
的个性化需求，从而有效促成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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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以小型企业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大型企业的绩效

嵌入式分析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支持

借助更智能的业务流程，实现更灵活的业务敏捷性

借助日常交易中的嵌入式分析功能，您能够实时获取客户

购买习惯、信誉度等最新信息。 



借助更智能的业务流程，实现更灵活的
业务敏捷性
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拥有强
大的新功能，能够帮助企业加速业务流程、提高
收益。借助先进的可承诺量（ATP）应用，您可以
实时查看当前库存、订单库存、进货库存及待交付
库存。为满足重要客户的订单需求，您可以通过
系统即刻预留当前库存，并对其他现有订单进行
重新编排，采取最优库存移动方案。 

借助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您还可改善现金流预测流程，从而显著提高现金
余额的可视性。这对小型企业至关重要，因为企
业的生死存亡都与现金流预测息息相关。通过跟
踪销售订单、采购订单、预付款、周期性过账和计
算中的其他主要现金交易，SAP Business One 
能显著提升现金流预测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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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以小型企业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大型企业的绩效

嵌入式分析能够随时为用户提供支持

借助更智能的业务流程，实现更灵活的业务敏捷性

该解决方案能够显著提升实时库存管理和现金流可视

性，但其功能远远不止于此。我们正在积极研发新的应

用程序。更多功能，敬请期待。



以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实时洞察与卓越绩效
借助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您能够轻松实现对各项业务的实时处理。您可以
对业务数据进行高速分析，即刻获取各类所需信
息。无论是分析产品类别，还是安排资源进行批
量生产，您都能游刃有余地进行。而且，您还可在
业务事件发生后即刻对其进行分析，分析结果将
同步显示在 SAP Business One 屏幕上，所有数
据一目了然。 

对于小型企业而言，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 独具价格优势。该应用能够提
高 IT 部门的工作效率，帮助其免除冗长的数据 
准备、聚集前处理或调整常规报表和分析工具所
需任务，从而降低拥有成本。最重要的是，该应
用能够在小型企业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扩展，使您
的初期投资实现更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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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实时洞察与卓越绩效

业务优势解决方案目标 简介

该应用整合多项功能，以可负担的价格为您降低 
拥有成本，能够帮助您充分挖掘员工潜能，使其更快

捷、更明智地独立完成各项任务。



概要 
如果您希望以小型企业可负担的价格实现大型企
业的绩效，不妨选择基于 SAP HANA® 的 SAP® 
Business One，该应用能够帮助企业提高利润、
实现成长。在保持 IT 环境相对简单的同时，这一
高效的创新性应用能够帮助企业快速分析日益
增长的数据。借助该应用的新型嵌入式分析及卓
越性能，您的工作效率将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

目标

 • 利用 SAP HANA 的强大功能提高绩效和敏捷
性，同时降低 IT 成本

 • 快速分析日益增长的数据，精简业务流程，改善
决策

 • 为企业量身打造经济高效、高度整合的解决方
案，而且该解决方案能够在企业发展过程中不
断扩展

解决方案

 • 具备实时分析功能，能够瞬间处理  
SAP Business One 的所有数据 

 • 具备高性能的仪表盘及报表功能，可实时查看
库存及管理订单，并提升现金流的可视性

 • 整合多项功能，保持 IT 环境相对简单 

业务优势

 • 显著提升计划、销售、产品和财务流程的响应
能力

 • 加速业务洞察，从而改善决策 
 • 支持多用户同时访问，带来无与伦比的业务
绩效

 • 降低 IT 拥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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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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