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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客户的服务，遍布全世界

公司概况
奥维奥是一家致力于中小企业服

务的高科技企业，SAP超过十年

的金牌合作伙伴

AVA

2004

市场地位 >1000
>80% 的客户是行业细分领域的佼佼者

120+
年开展业务，成立于北京

人的员工数

解决方案 集团企业ERP解决方案：私有云&传统ERP

为中化工集团、航天科工集团、纳恩博、锤子科技等世界500强企业服务，提供SAP私有云解决方案&传统ERP

中小企业ERP解决方案：公有云服务

为太明灯饰、罗德公关、万恩科技、凤凰传播、小米太阳镜（捷耐拓）、旷视科技等国内外知名行业龙

头企业服务

奥维奥在集团企业，中小型企业

的ERP服务及报表分析服务等服

务上拥有十余年丰富的实践经验。

奥维奥是SAP在中小企业领域核

心的ERP和云计算伙伴

向您介绍优秀的SAP Business ByDesign合作伙伴—AVA

AVA上海

AVA广州

AVA大连

AVA烟台

 AVA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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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专业服务行业（工程设计和服务）解决方案目标客户分析：

目标企业
客户

1）项目成本不可控、项目利润不透明；
2）项目工时统计不透明；
3）一个员工要适应多个系统：如项目
管理系统、工时系统、费用报销系统；
4）项目的收入成本确认工作量繁琐；
5）分析报表周期长，数据不精准；

1）员工数：20-1500人；
2）组织结构：单体公司、集团公司；
3）年营收：2千万-10个亿；
4）现有系统：无系统/仅财务软件/已有系   
      统但不能满足公司整体规划的需要；

1）接受云计算/SaaS理念-基本前提；
2）预算在40-100万之间-必备条件；
3）强调多组织公司的项目协同-加分项；
4）强调降低IT投入及人员成本-加分项；

客户痛点分析 客户背景

客户选型标准 适用客户行业

1）工程服务（照明、石油、能源、地产） 
行业；

2）专业服务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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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快回款，改善资金流

• 在项目招投标阶段提供更加精准的数
据支持和文档支持

• 项目动态执行过程种，快速的开票及
实现项目回款

二、财务管控能力

• 如何精准的进行项目财务账的管理？
• 多模式下的项目成本数据的归集；
• 项目预算的控制和把握；
• 多业务模式下及行业特性下的财务账的管理；

专业服务行业管理层挑战

三、项目管理能力

• 考虑如何能使多个企业或企业内部多
个专业部门间的信息能够协同共享如
何能够与项目参与各方更容易地分享
项目信息?

• 提高项目现场问题的反馈和处理跟进?

四、业务洞察及标准化

• 实时洞察公司的业务状态及做
出分析

• 针对基础数据的标准化，为发
展打基础；

• 针对标准业务流程的标准化及
区域扩展的标准推广；

五、信息系统建设

• 如何解决企业应用软件
多个“烟囱”，互不相
连，员工疲于在多个系
统中重复输入数据？

• 如何解决企业员工移动
办公需求？

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普遍存在的管理问题和业务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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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行业（景观照明企业为例）模式分析：

1：景观照明承包模式；

2：景观照明EPC总承包
模式；

3：BT业务模式；

4：PPP模式；

依据业主的设计进行
施工，完成项目

从设计、采购、施工，
完成项目

和政府组建项目公司，
风险共担，完成项目

业主和承接方签订
BT合同，完成项目；
并依据实际工程量进
行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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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企业核心工作流程分析：

l 销售模式—项目招投标

l 采购模式--原材料、服务类

l 项目实施模式--设计类、工程类

l 研发模式--产品研发、项目研发

l 结算和收款模式--分阶段收款

l 售后服务模式--有维保、无维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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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建议的专业服务行业整体业务解决方案：

公司绩效与决策分析

人力资源管理

销售管理

项目信息 商机管理

招 投 标 项目合同

供应链协同及生产

采购管理

物流管理 仓库管理

项目管理

项目

计划

项目

执行

项目

监控

项目

核算

财务管理

总账

固定资产

税收

合规管理

财务协同

收付款

发票管理

财务监控

SAP系统管理、集成、扩展、开发平台

项目设计管理

移动 分析 学习 工作流 文档 本地化 全球

劳务采购 零星采购

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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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M 财务

项目管理项目管理

CRM

项目管理

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解决方案提供端到端的项目管理流程支持：

计划项目 创建销售报
价

创建销售订
单 执行项目 项目监控分

析 客户发票 处理应收账
款和付款 关闭项目

市场到
商机

项目管理项目工时预算 时间与劳动管理

项目管理 费用报销

财务
结账

采购到支付（分包采购）

采购到支付（物资外购）

项目消耗（库存物资）

项目费用预算

生产到成本（内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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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成本跟踪

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解决方案支持财务业务一体化：

成本
管理

项目
管理

采购
管理

合约规划

采购需求 寻源 采购合同 合同确认 发票校验

财务
管理

应付账款 付款清账非合同
发票报销

合同变更

目标成本

已付实际成本*采购申请承诺计划成本 采购订单承诺 应付账款

待发生成本 已发生成本（合同性）

未结算成本 已结算成本

计划节点 进度确认

参考里程碑节点
编制付款计划

确认里程碑进度，
解冻付款计划

计划进度

编制目标成本

1 2

3 4 5 7 8

9 106

费用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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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解决方案对企业的价值总结：

更 好 地 管 控亮点一：完善项目预算管控体系

建立全面的预算管控体系，覆盖预算制定、审批、变更、预警、控制、对标、决算全过程

更 好 地 服 务

更 好 地 协 作

更 好 地 决 策

亮点二：建立项目执行过程管理

将销售合同与项目执行、外部采购、费用报销进行业务对齐，通过项目驱动公司各业务环节
进行面向客户的服务过程，提升客户体验和工作效率

亮点三：搭建业务财务一体化平台

将业务与财务收支一体化管理，从大量的Excel、手工数据管理转变为通过系统流程流转，
串联销售、运营、媒体、人力、财务，规避人为问题导致的业务问题发生；

亮点四：构建数据分析与管理决策支持

通过对业务发生产生的实时数据进行分析和统计展示，向管理者提供透明的业务信息，对管
理决策和风险管控提供支持和预警；

通过SAP Business ByDesign为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企业打造四大信息化亮点，满足企业
关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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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专业服务（工程设计和服务）行业解决方案包：购买价格及实施时间

第一次费用清单

60万完成行业包的
部署

费用项 包含的内容 行业包价格

软件租赁费用 Base Fee：1
高级用户 Advanced User：3
核心用户 Core User：22

自助服务用户 Self-Service User：5

30万

实施费用
100人天

（不含集成和新增
需求的开发）

标准7大模块的实施
财务、项目、销售、采购、库存、人

力资源、报表

30万

年度租赁费用 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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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成立，双甲企业，山东照明亮化行业领军企业之一，集照明设
计、夜景规划、照明工程施工、售后服务、照明产品研发及国际品牌照
明产品代理业务于一体的综合性照明企业；

太明灯饰

实施范围
 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销售管理、费用管理、报表管理等

实施亮点
  将太明灯饰已有的和现在进行中的项目全部转移到系统中进行管理；
  将项目进度管理和项目采购流程整合到一个信息化平台中；
  全体员工的费用报销、固定资产管理、现金流管理等全部转移到系统中；
 公司CRM管理全部在系统中管理。

主要收益
 强化各个部门的费用管理，优化成本管控和明确现金流状况，以便高层进行高效

的决策和监控
 强化项目管控，预算、消耗、结算验收等阶段数据精准，提高了核算进度；
 实现太明灯时财务业务一体化，梳理并简化业务流程体系，提高工作效率，加强

财务的监管作用
 强化数据管理规则，确立规则化、系统性、准确性的数据录入和管理，保证信息

化数据的有效管理

办公地点 : 烟台

所属行业 : 工程服务行业

雇员数量 ：>100人

选择方案：SAP Business Bydesign

收入 : 超过1亿人民币/年

网站 : www.yttmds.com

合作伙伴 : 北京奥维奥科技有限公司

提升
审批报销等工作效率、项
目管控精确高效、CRM数
据分析简明扼要

一体化
真正实现了企业的财务业
务一体化

100%
实现了100%项目管控，
助力企业全方位管理                                                                                                                                                                                                                                                                                                                                                                                                                                                                                                                                                                                                                                                                                                                                                                                                                                                                                                                                                                                                                                                                                                                                                                                                                                                                                                                                                

AVA专业服务行业成功客户案例：



© 2017 AVA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3

联系方式

欢迎关注AVA官方微信号

欢迎与AVA沟通，建立亲密关系

电话：400-890-8880

Website：www.avatech.com.cn

邮箱： market@avatech.com.cn

地址： 北京市望京SOHO T2 C座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