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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您介绍优秀的SAP Business ByDesign合作伙伴——A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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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上海

AVA广州

AVA大连

AVA烟台

 AVA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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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BY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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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及公关服务行业；
2）律师事务所；
3）会计师事务所；
4）软件开发；
5）建筑设计师事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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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BYD解决方案：为公关企业提供充满灵活性和创新性的业务

AVA专为公关企业提供以财务为中心、项目为主线、业务流程驱动全业务流程覆盖的解决方案

                   
SAP 成熟的系统套件

AVA基于公关行业的服务经验

公有云

SAP Business ByDesign +AVA
完全集成 | 成本适中 | 基于行业 | 贴近客户

                   

大数据 +HANA

专属APP、网站等

公关行业的各类业务系统

公关行业专属业务系统

项目管理 供应商管理 财务管理 销售管理 数据分析

基于公关业务线的AVA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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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项目维护管理 合同签订 项目销售执行 管理层项目采购执行 项目财务管控 项目工时维护

n 客户资料管理
n 项目资料维护
n 部门资料维护
n 人员信息维护
n 项目里程碑
n 财务法人组织

n 合同管理
n 项目下达
n 审批流程确认

n 项目开票申请
n 客户发票下达
n 项目任务跟踪

n 项目采购状态跟
进

n 项目采购成本
n 采购申请管理
n 采购发票申请

n 法定财务总帐
n 项目应收帐款
n 项目应付帐款
n 项目成本核算
n 其他费用管理
n 财务分析
n 项目成本与收入

分析

n 工时确认
n 工时检查报表
n 工时分析报表

n 基本财务合规性
n 业财一体化管理
n 分析数据支持

AVA为公关企业提供了一个全面且专属的行业解决方案组合

AVA 通过BYD为公关公司打造一个以财务为中心、项目为主线的全过程业务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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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公关行业BYD解决方案包：功能模块概览

    标准功能模块：

1. 财务模块

2. 项目管理模块

3. 销售管理模块

4. 采购管理模块

5. 人力资源基本管理模块

6. 标准报表模块

AVA增强模块

1. 费率及工时管理；

2. 便捷费用报销管理

3. 便捷应付发票管理

4. 项目管理报表增强

AVA
增强模块

标准功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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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增强模块的介绍

1、费率及工时增
强管理模块

AVA基于SAP ByD标准功
能，增加了员工费率的设
置及管理功能，让项目工
时成本的统计分析更加的
精准；既满足项目成本统
计分析，又不造成财务冗
余的财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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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增强模块的介绍

2、便捷费用报销

基于标准的SAP ByD差旅
及费用报销及工作流引擎；
AVA开发了基于标准功能
基础上的便捷报销；尤其
是针对借款和报销之间的
自动冲减的账务处理，更
加方便财务人员针对借款
及费用报销冲减的财务会
计凭证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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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增强模块的介绍

3、便捷应付发票

SAP ByD功能中的应付发票
管理功能；一般企业是采购
人员和财务人员使用；但是
公关服务公司，每个项目组
成员都是有可能涉及到采购
应付发票的管理；
基于此AVA开发了基于标准
功能基础上的便捷应付发票
管理功能，让应付发票的添
加及付款审批流程更加的快
捷和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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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增强模块的介绍

4、项目管理报表

针对公关服务行业的行业特
性，AVA提炼了一些重点的
行业特性的项目管理报表；

基于AVA开发的行业特性的
项目管理报表，让项目中的
关键信息变的更加透明；便
于管理层和执行层更好的对
项目的利润预期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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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为公关企业提供了信息化的四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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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VA 通过SAP Business Bydesign为公关公司打造四大信息化亮点，满足企业关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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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关企业将从AVA的BYD解决方案获得三大关键收益

-10%
清晰的项目成本预算管控，
帮企业节省成本-10%

+22%
集成的业务流程，帮企业
提升运营效率+22%

-5%
财务业务一体化，帮企业
加速服务交付，省时-5%

通过SAP Business Bydesign系统， 

将预算数据与业务流程衔接，对应

项目中的成本要素，实现实时管控。

通过SAP Business Bydesign系统， 

实现数据在不同业务领域间传递零

错误，保证业务运营高效统一。

通过SAP Business Bydesign系统

实现了基于项目方式贯穿主线业务

流，满足关键业务的高效管理。

关键收益一：
构建完整的项目预算和管控机制

关键收益二：
利用集成的业务流程提升效率

关键收益三：
构建公关公司业务与财务一体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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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公关行业BYD解决方案包：购买价格及实施时间

第一次费用清单

44万完成行业

包的部署

费用项 包含的内容 行业包价格

软件租赁费用 2个高级用户
18个核心用户
5个自助服务用户

18万

实施费用

80人天
（不含集成和新增
需求的开发）

标准6大模块的实施
财务、项目、销售、采购、人
力资源、报表
AVA增强4大模块实施
费率及工时、便捷费用报销、
便捷应付发票管理、项目管理
报表增强

26万

年度租赁费用 1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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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A-BYD公关行业成功客户案例

世界第二大独立公关公司，拥有60多年历史，是提供全方位公关服务的
跨国公司，总部位于美国纽约，营业额超过8,000 万美元，在世界各地
拥有800多名员工。

罗德公关

实施范围
 财务管理，项目管理，采购管理，销售管理、费用管理、报表管理等

实施亮点
  将罗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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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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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罗德公关财务业务一体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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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北京、上海、广州

所属行业 : 公关行业

雇员数量 ：>300人

选择方案：SAP Business Bydesign

收入 : 超过1亿人民币/年

网站 : www.ruderfinnasia.com/zh/

合作伙伴 : 北京奥维奥科技有限公司

“SAP Business ByDesign使我们公司实现了财务与业务的一体化，在财务和项目管理上的问题基本上得到
了解决，让我们更及时、更轻松地交付每一个任务和项目，集中更多的资源为客户提供更有效和高质量的服
务，让罗德的服务更加有执行力。                                    

 ——金峥峰，财务总监，罗德公共关系顾问有限公司

提升
审批报销等工作效率、成
本控制等都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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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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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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