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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商：SAP助力南京中商实现财务
业务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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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SAP

项目应用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中商”）是一家拥有76年历史的零
售品牌，迄今为止已经发展为多业态、跨地域、集团化经营的上市企业。未来集团的发展

目标是通过网点扩张和建立自有电子商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互相促进，百货、精品、奥

来店和文化娱乐服务并举的多元化经营模式。新的经营战略给内部的信息化建设带来了巨

大挑战，信息系统不仅要覆盖每一块业务，还要灵活支撑企业的业务创新和快速发展。

2012年，南京中商采购和部署了包括SAP ERP、财务、人力资本等模块在内的SAP解决方
案，建立了新一代的信息化平台，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公司名称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行业 
零售

产品和服务

零售

网址

www.njzsgroup.com

SAP® 解决方案
SAP® ERP， Sybase® Unwired Platform,  SAP Real 
Estat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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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行业一流连锁品牌，
做基业常青百年“中央”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始建于1936年，
是拥有76年悠久历史的老字号企业，公司由过去的个
单体店，发展成为现在多业并存、跨地域经营的大型
商业集团、A股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600280），拥有 
7家连锁百货店、3家仓储超市以及越过200万平方米
的商业地产开发项目，在规模、效益、管理等核心竞
争力上都有所突破和提升。2011年，集团公司共实现
销售逾1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2% 以上；其中位
于新街口核心商圈的中心店实现销售35.2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15%，业绩和增幅在全国商业同行中名列前
茅。

创行业一流连锁品牌，做基业常青百年”中央”  ，一
直是公司长期的战略性目标。基于此，公司确立了持
续发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新坐标，而且正全力
推进集团化、连锁化、社会化建设的进程，努力打造
具有较强实力的现代化商业集团公司。

100亿
2011年，南京中商

共实现销售逾1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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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信息孤岛，贯通企业内部流程

SAP项目实施前，南京中商的信息化系统已经历过多
年的建设历程，但是受限于当时市场上的软件产品和
信息化理念，缺乏能够实现全业务流程贯通的解决方
案。南京中商内部的信息化应用，分别采用了几家不
同厂商的解决方案，实现ERP、CRM、财务和人力
资源管理的功能。各个信息化系统之间互相独立，形
成了很多信息孤岛。不同系统间的数据沟通和对接，
只能凭借人工手段，进行数据的导入、导出和格式转
换。这种方式看似灵活，但在工作效率、数据安全和
流程控制方面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更无法满足高速发
展中的零售企业对集成化、集约化经营管理，全流程
管控，以及实时数据分析和决策支持的要求。

作为一家跨地域经营的连锁型企业，南京中商迫切需
要解决这些问题，通过主数据的统一和集成化企业信
息平台的建立，实现各分子公司、不同门店、不同部
门、不同IT系统间的信息集成。考虑到数据集成在未
来信息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南京中商在项目一期中
主要实现基本数据的统一，解决其财务、业务和管理
一体化的问题，希望通过一期项目建设，搭建一个强
健、稳定的信息化平台，为二期项目中的人事、绩效
考核、财务及业务管理等项目建设和业务创新打好基
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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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AP，打造强健企业信息中枢

在新的历史时期，企业信息化建设的着眼点，不仅要
支撑日常业务的运行，还要承担业务创新和业务变革
的重任，因此南京中商在新项目的系统选型中，对信
息化系统的架构、成熟度、集成性、稳定性和扩展能
力都有了更高的要求，明确了先建立集成化、全流程
贯通的企业信息平台，搭好框架，再逐步实现和改进
各业务功能模块的思路。根据这一思路，南京中商对
市场上不同的方案进行了考察。只有少数几家能够提
供企业级解决方案的厂商，有的整体架构更好，有的
缺乏整合性但在特定模块上更有优势。不同解决方案
在后期维护成本上，也大相径庭。

总体而言，SAP提供的企业级信息化解决方案，不仅是
一个强大的信息信息化平台，而且与其它解决方案相
比，具有更加规范，整合性高，稳定性和扩展性强的
特点。SAP公司可以提供针对各种业务功能的解决方
案，还有很多第三方基于SAP平台的应用可供选择。中
商现有或未来可能使用的各种业务应用，也能很好地
集成到SAP平台中。与此同时，SAP在国内外零售企业
中成功实施的经验，也能为南京中商在商业零售方面
的应用提供很好的借鉴作用。基于这些原因，南京中
商在新的企业信息化建设中选用了SAP系统，构建其整
体的信息化平台，外围的零售前端和OA审批流程均与
该平台实现了对接，充分发挥了SAP自身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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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创新，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 

在项目规划和实施过程中，SAP研究院的全球化研发服
务部与南京中商进行了合作，根据中商的需求进行了联
合创新，实现了集中化资金管理、银企直连和商业房地
产管理等极具特色的信息化功能。未来，南京中商和

SAP研究院也计划在其他业务领域进一步开展中国本地
化解决方案的创新。

南京中商采用SAP的信息化架构作为平台，与零售业务
系统和办公自动化应用进行集成 ，实现了财务业务的一
体化管理。南京中商的商业房地产管理模块，利用SAP
内嵌的第三方解决方案实现了可视化的动态评效系统。
该应用结合三维空间视图，以虚拟和可视化的方式，展
现了零售商场中不同位置、不同楼层、不同柜组柜位的
业务绩效，实现了CAD图纸和SAP系统的集成，使特定
商业地产资源的经营业绩和销售毛利可以一目了然地反
映到信息系统中。另外，项目小组还为南京中商的管理

者层部署了Sybase Unwired Platform应用，包括审批流
程和实时报表等。管理人员最快可以看到三分钟以内的
数据报表。BW模块的实施，解决了业务部门不能实时
看到毛利的问题，实现了业务和财务数据的统一。零售
方面的功能实现，也充分考虑了业务部门对灵活性的需
求，在SAP架构内部，实现了促销管理的功能。

其中，SAP新财务解决方案，基于中国市场本地化的开
发，使用户界面更加友好，提升了财务用户的体验，提
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信息互
通，有效加强SAP ERP系统的整体使用效率，增强财务
管控能力。

南京中商通过实施SAP的银企直连解决方案，实现付款
申请、支付审批及银行对账操作的全电子化管理，加快
了资金运作效率，杜绝了资金管理中的漏洞。

“南京中商的SAP，来的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百货业的变革
实际上就是信息化不断推进的过程。如果说电子商务是业务前

台的信息化，那么SAP就是管理后台的信息化。没有后台的管
理核算作基础，电子商务就无法实现。”

陈新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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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规划严格把控，快速完成多模块多门店部
署实施 
中商SAP项目的实施小组，在前期的规划和准备工作非
常扎实，实施蓝图确定之前，基本已经得到了业务和
管理部门的认可。基于这些科学的项目管理方法，项
目小组又建立了双周计划、问题清单、问题跟踪列表
和项目实施的奖惩机制，调动各方的积极性，使项目
得以按期、按质的完成。

 
具体实施过程中，南京中商、SAP中国公司、SAP合
作伙伴及第三方方案供应商组成了项目小组，共同完
成了项目实施。为了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多个模块的实
施，公司从门店和集团信息部抽调了精兵强将，参与
到项目的实施中。各参与方对实施进度进行了严格的
把控，以确保项目能够按照完成。

项目实施从2012年五月中旬开始，截止2012年12月
份，已经有几个模块提前上线，包括人力资本模块
等。2012年12月，陆续有三家门店正式上线，规模
最大的新街口店也在今年三月份成功上线。其中上线
的联合营销公司，是公司未来财务共享中心的一个雏
形，相当于一个集中统购统销的公司。

项目上线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运行，大家普遍认为新
系统的功能、一体化程度和数据实时性都有了大幅提
高，在内部管理、供应链系统协同和业务的连贯性等
方面有很大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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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信息化平台支撑企业的业务创新和快速发展 

通过SAP项目的实施，南京中商对152种业务流程进行了
重新梳理、整理、优化和固化，打通了业务、财务和人力
资源等内部管理系统，实现了与供应链合作伙伴的有效对
接。项目实施中，建立了40多张BW报表，定制开发的报
表更多，满足了业务部门的各种分析和报表需求。项目实
施后，数据的实时性大幅提升，数据更新速度最快为三
分钟。OA、ERP、财务和供应商管理模块的集成化也更
高，提升了企业的信息化水平和业务管理能力，为未来的
业务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SAP项目的建设，南京中商实现了用户积分的财务
化。项目实施前，南京中商的积分和财务体系是各自独立
的，积分规则和兑换规则非常复杂，而且缺乏统一的计

算规则，无法进行量化并与财务进行对接。在本次项目的
实施中，南京中商对其相关的规则进行了统一，在SAP系
统中实现了积分的财务化，以及积分管理与财务管理的对
接。另外，南京中商还与SAP研究院合作，实现了可视化
的动态评效系统。该系统采用基于虚拟三维展示技术的信
息管理方案，直观展现了特定商业资产的营利情况，方便
了管理决策或发现日常经营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一种具
有创新价值的应用。在促销管理方面，南京中商也引入了
一些先进的功能，包括在SAP中实现了利用促销代码进行
促销绩效管理的功能。SAP提供的银企直连解决方案，帮
助南京中商实现了资金大集中，建立了财务共享中心，把
各个分子公司的财务和核算都集中到集团本部进行管理，
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

“南京中商SAP项目一期的最大的价值，就是促进了标准化体系
的形成，实现了财务、业务和管理的一体化。”

陈新生，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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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中商

推动信息化建设和企业
管理水平双提升 
南京中商对SAP项目进行了精确的定位，采用了财务主
导，业务推动、IT负责落地的协作模式，保证了项目的
顺利实施和落地，带动了南京中商内部的业务变革。
从2013年六月开始，SAP项目进入推广阶段，南京中
商将全面推广新的系统到所有门店。

与此同时，集团内部的人事、绩效考核、电子商务、
业务及财务应用等建设也将陆续启动，并将着手实现
客户忠诚度的进行集中化管理。在南京中商的管理层
看来，未来的SAP项目实施将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需要
与公司的业务变革互为促进，在信息化平台的改进和
管理水平提升之间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互相促进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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