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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迈向云 ERP

为了走上现代化经营之路，企业需要现代化
的业务解决方案，然而传统的内部部署提供
商迟迟未能提供这样的产品。

现在，尽管采用人力资本管理 (HCM)、客户
关系管理 (CRM) 等云端业务管理解决方案以
及电子邮件等生产效率工具已成为主流趋势，
但是直到今天，在企业层面上将企业资源规
划 (ERP) 迁移到云的行动一直非常迟缓。

一直以来，作为运营业务的重要工具，企业
对于将 ERP 系统迁移至云有着挥之不去的戒
心，这是由其使命攸关的性质决定的。尽管
人们对于延迟、可靠性和安全性等方面的诸
多担忧是杞人忧天，但是由于 ERP 服务中断
可能会引发严重的利润损失，这些顾虑就一
直存在着。

对此，传统 ERP 提供商一直未能提供有效帮
助，他们在为自己现有的企业客户创建云解
决方案方面进展缓慢，有时甚至是毫无进展。
依靠诞生于互联网时代之前的笨拙、僵化的
产品，这些提供商锁定了既有客户群，长期
以来安享其成，而客户花费了数百万美元安
装系统，却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全球数字化
经济潮流。

但是，今天，一些先驱者聚集起来发动了一
场完美风暴，志在鼓励大家在企业层面采用 
ERP 云解决方案。同时，在新趋势下，传统
内部部署提供商的收入日渐下滑，与之相比，
随着 CIO 们开始反思其在全渠道和数字化时
代的 ERP 策略，类似 NetSuite 这样的云解决
方案提供商开始高歌猛进、迅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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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实现价值
现在，云的经济价值已在其他职能领域得到
了广泛证明，几乎所有人都耳熟能详。然而，
在传统 ERP 市场中，实施成本高昂，预算和
时间常常超出企业预期，而 CIO 和 CFO 往往
只是为了让软件达到正常运转状态，就被迫
为大型系统集成商高涨的费用买单。

除此之外，传统的内部部署 ERP 系统一旦启
动运行还会消耗大量 IT 资源，产生不菲的硬
件开支和数据中心运营成本，而 IT 团队由于
要在日常工作中费力去“维持系统正常运转”，
几乎无法专注地开展业务创新。总之，这类
系统十分僵化，与实施之初的企业业务流程
牢牢绑定，无法快速响应市场状况变化或新
的发展机遇。

借助于云，企业可从资本支出模式转向运营
支出模式，与使用内部部署系统相比降低多
达 30% 的开支。面对这样的经济效益，任何
处于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盈利压力下的
企业都不可能视而不见，无动于衷。

此外，除商业价值外，将 ERP 系统迁移到云
并交由服务提供商的数据中心托管后，云还
能解放企业内部 IT 人员，让他们超越“维持系
统正常运转”等职责，将更多的 IT 资源和精
力投入到创新和可提高利润的战略性项目上。

升级的必要性
升级传统内部部署软件面临的一个难题是，
CIO 们不热衷此道。传统上，IT 团队的例行
升级办法是整个周末拿着硬盘在组织中不停
穿梭，来回奔波。这一过程不仅费时费力、
成本高昂，而且问题还会随着企业规模扩大
而日益严重。

此外，待升级的内部系统长期以来可能积累
下了许多定制功能，由此企业担心升级会丢
失这些定制，因此顾虑重重，甚至完全不愿
升级，进而导致了这样一种状况：ERP 系统
日益老化过时，原本应帮助企业经营业务，
事实上却起到了阻碍作用。

另外，老态龙钟的 ERP 系统不仅无法支持
企业目前和未来的业务需求，还会产生不菲
的维护和支持费用，正是这些利润让传统提
供商可以有恃无恐地延续传统业务模式。这
种模式给传统提供商带来了盈利，但却不能
为作为买家的企业创造价值。这种状况必须
改变！

使用云 ERP，这些困难将一扫而光。最终，
升级将无缝进行，一觉醒来就已完成且无需 
IT 团队人工干预，而用户开机就可看到新版
本应用，不需要支付高昂成本，也不必担心
业务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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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 ERP 系统行将就木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摒弃现有 ERP 系统并引
入现代化产品的任务太过艰巨，因此，尽管
有助于提高收益，他们也不会自发地行动起
来。众所周知，心脏手术能不做就不做，而
更换传统 ERP 系统就相当于给企业的心脏动
大手术。

但是，现实情况是，许多前互联网时代就已
安装使用的 ERP 系统现已处于生命末期，其
供应商已停止创新和改进，全凭维护和支持
服务收入维持生存，或者已被更大的公司收
购，而作为最终用户的企业需要依靠“体外
生命支持”才能勉强维持。归根到底，原因
在于传统 ERP 系统在当初设计时面对的是一
种与现在完全不同的业务运营场景。

对此，企业可能很快就会不得不放弃传统 
ERP 系统，重新评估其他解决方案，毕竟无
论如何内部部署 ERP 已日落西山、垂垂老矣。

更高水平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长期以来，对于安全的担忧一直是企业不愿
迁向云 ERP 的首要原因。现在，CRM、HCM 

及其他一些领域已经广泛采用了云解决方案，
而它们也都曾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实际上，
迁移到云只会提高企业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而不是相反。

对于云解决方案提供商而言，安全性、数据
完整性和可靠性是决定他们存亡的关键。为
此，他们斥巨资改进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和
安全性能，其力度甚至远远超过企业巨头，
同时，数据中心在全球各地如雨后春笋般的
涌现也解决了数据主权、合规性和延迟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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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经济环境中，新的市场机遇可能如

如上所述，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采用了
云 ERP 解决方案来支持运营。

迅雷般出现，新的竞争威胁同样如此。因此，
企业必须能够实时响应、迅速调整以迎接新
的挑战和机遇。

云 ERP 解决方案的模块化特性让企业能够快
速做出改变，响应风云变幻的市场形势，同
时以出色的敏捷性和灵活性完美融入数字化
经济环境，并轻松扩展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应
用需求。

在当今这个企业通过组织增长或收购来扩大
业务范围的全球化经济时代，这些能力是必
不可少的。一方面，当企业进入新的市场或
新的业务领域，或进行收购时，它们可以快
速启用新的云 ERP 应用实例。对此，企业一
般采用双层 ERP 战略，即在总部保持现有的
内部部署 ERP 解决方案，同时在其他地点部
署本地化云 ERP 实例作为补充。另一方面，
对于遍布全球且随时需要进行远程连接的员
工，云 ERP 解决方案能够提供当今企业运营
所必需的高水平协作性和移动性。

新的业务方式 全三级等保、工信部可信云四大认证资质的
电子签约云平台，上上签以 33.6% 的市场份
额稳居电子签约行业前列。

在 Oracle NetSuite 云 ERP 的助力下，上上
签将财务、订单、生产管理、供应链、人力
资本等管理流程集中到一个统一平台，提升
沟通效率，支持业务平稳运行；基于定制和
扩展能力，满足不同发展阶段的业务需求；
覆盖企业发展全生命周期，构建标准化、精
细化的管理流程，提供客户体验和工作效率。

已完成迁移的企业

连咖啡： 以科技助力咖啡新零售，全面实现
商业自动化
以社交基因为基础，基于微信平台，连咖啡
将游戏、社交、销售、场景等多个维度排列
组合，将传统咖啡馆的 “人找咖啡” 重构为 
“咖啡找人” ，不仅收获了影响力和口碑，
还吸引了更大量的用户。

Oracle NetSuite 作为功能全面、高效智慧、
灵活集成的现代管理系统，帮助连咖啡转变
业务模式，全面集成线上渠道，建立财务一
体化、规范化的门店管理流程，实时对门店
进行绩效考核和商业自动化的管理，最终实
现了订单和销量的提升。

这些企业以实际行动向我们展示，未来所有
企业都必然会迁移到云 ERP，一切都只是时
间问题。

 

上上签：数字赋能签约，高效与好运兼得
作为一家拥有 ISO27001 国际安全认证、
ISO27018 个人隐私保护认证、公安部信息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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