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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博医疗集团：打造标准化集团管控平台，快
速驱动数字化转型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集口腔医疗、医疗机构投资、医院经营管理、医疗器械营销、 义齿
加工、医院（门诊部）装修设计、医疗广告策划 及代理为一体的大型医疗集团公司。目前，在全国拥有200
家口腔医疗连锁机构，员工6,000余人、30余个事业部，覆盖全国40余个省会和一线城市，并正在形成向各
省份主要地级城市辐射的全国口腔医疗服务连锁网络。经过20余年艰苦创业，拜博口腔医疗集团已发展成为
以口腔医疗为主的上下游产业链完整、资产优良、多元布局的新兴口腔产业。2014年6月获得联想控股10亿元
投资， 成为联想控股成员企业，开启拜博口腔医疗集团在中国口腔帝国的打造。但随着企业稳步快速发展，
带给集团巨大收益的同时，业务的统一管理也面临较大挑战，传统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快速的市场变化和
业务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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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效指标

“通过实施SAP解决方案，为拜博医疗集团的业务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化

的保障，显著提升公司管理水平，实现对业务和管理决策的全面支持，也

为中国医疗行业数字化转型树立良好典范。”

黎昌仁，董事长，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1-2天
月结时间：从15天缩短至1-2天 

3-5天
管理报表输出时间：从1.5
个月缩短至3-5天

显著提升 
集团管理水平

业务转型

主要目标

 • 打破固有的传统模式，简化迅速扩张产生的复杂业务流程，整合集团人财物基础建设

 • 构建全方位的标准化、流程化、透明化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统一的数据分
析和决策管理

 • 优化客户体验，为病患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

 • 提升集团整体管理水平，培养积极应对组织扩张和变革的能力

解决方案 
 • SAP Business Suite 4 SAP HANA®（SAP S/4HANA）和SAP医疗行业解决方案

主要收益

 • 成功建立企业中央数据仓库平台和数据分析平台，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数据一体化

 • 重新构想业务，帮助企业化繁为简，推动企业在各条业务线和行业快速实现价值

 • 打破数据孤岛，充分挖掘数据潜力，全面释放业务洞察力，为整个组织创造巨大
效益

 • 拉动管理思维创新，树立中国医疗行业的数字化转型典范

公司名称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企业总部 
北京

所属行业
医疗

产品和服务
口腔医疗、医疗机构投资、医院
经营管理、医疗器械营销、义齿
加工、医院（门诊部）装修设
计、医疗广告策划及代理

员工数

6,000余人

年收入
未知

公司网址

www.byb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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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查看更多指标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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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现代数字化管理平台，全面推进管理变革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拜博口腔医疗集团成立于1993年，是一家集口腔医
疗、医疗机构投资、医院经营管理、医疗器械营销、
义齿加工、医院（门诊部）装修设计、医疗广告策划
及代理为一体的大型医疗集团公司。目前，在全国拥
有近200家口腔医疗连锁机构，员工6,000余人、30余
个事业部，覆盖全国40余个省会和一线城市，并正在
形成向各省份主要地级城市辐射的全国口腔医疗服务
连锁网络。

经过20余年艰苦创业，拜博医疗集团已发展成为以口
腔医疗为主的上下游产业链完整、资产优良、多元布
局的新兴口腔产业。2014年6月获得联想控股10亿元投
资，成为联想控股成员企业，开启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在中国口腔帝国的打造。但随着企业稳步快速发展，
带给集团巨大收益的同时，业务的统一管理也面临较
大挑战，传统的管理方式已不能适应快速的市场变化
和业务扩张。 

为了打破固有的传统模式，解决企业痛点，拜博医疗
集团审时度势、立足高点，决定采用SAP Business 
Suite 4 SAP HANA（SAP S/4 HANA）和SAP医疗行
业解决方案。通过引入SAP先进的技术架构和流程标
准，统一拜博医疗集团在人财物领域的数据、流程以
及技术架构，构建全方位的标准化、流程化、透明化
的数字化管理平台，培养积极应对组织扩张和变革的
能力。

拜博医疗集团是一家非常重视管理创新的企业，还希
望通过项目建设契机，借助SAP在医疗行业积累多年的
最佳实践经验和行业的解决方案，注入以信息化管理
为中心的新思想，简化由于迅速扩张而产生的复杂业
务流程，增强集中管控能力，优化客户体验，为业务
增长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化保障，全面提升集团管理与
决策水平，向着精细化、智能化的现代服务管理模式
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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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SAP，与国际快速接轨；实时运营，帮助企业
化繁为简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作为全国最大的民营口腔医疗机构，拜博医疗集团具
有产业链广、行业跨度大的主要特征，加之本着百年
老店的发展愿景，不仅要立足中国，更放眼世界，因
此有效实现全产业链的精细化运营、推进全球化发
展，是信息化工作的重中之重。经过广泛调研和审慎
决策，拜博医疗集团十分亲睐SAP不仅具有一流的软
件、一流的服务，代表着先进行业标准，也承载大量
医疗行业最佳实践，拥有上下游产业链稳健和谐的数
字生态圈，不仅充分契合拜博医疗集团未来发展需
求，也能迅速与国际水平接轨，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
互联网时代。

作为SAP在医疗行业的首个数字化转型整体解决方案的
落地灯塔客户，拜博医疗集团项目的独特之处，还在于
率先引入SAP S/4HANA下一代商务套件，该套件基于

SAP HANA这一革命性内存计算平台构建，从根本上重
新定义了企业软件利用即时洞察为各个行业创造价值的
方式，还可通过任意设备实时提供个性化的用户体验，
且能在本地与大数据、物联网、业务网络和社交网络实
时互联，从而帮助企业化繁为简，实时运营。

从项目实际应用来看，首先，基于SAP S/4HANA，
成功构建就诊流程及医患关系管理平台，为病患提供
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不仅涵盖集团业务运营的完整流
程，还包括医疗业务、财务、客户关系管理、售后服
务、采购和供应链管理等，实现业务流程和服务标准
的统一，从而支持拜博医疗集团业务版图的高速扩
张，为集团国际化发展奠定基石。

其次，以此平台为基础，还引入SAP移动商务解决方
案，支持移动化办公，优化患者就诊体验。患者通过
移动终端就能进行预约，挂号、就诊咨询、反馈就诊
信息、支付、投诉等。同时，平台还支持SAP商务智能
解决方案，管理层可以通过移动设备随时随地掌握各
大区、事业部、门诊经营数据总额或排名情况，同环
比数据等，从而帮助集团实现统一的经营数据分析和
决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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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释放业务洞察力，树立中国医疗行业数字
化转型典范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SAP解决方案的成功上线，对于拜博医疗集团的未来发
展有着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仅成功构建了覆盖全集团
的集中、透明、控制、共享的信息平台，实现人财物
的全面调配体系，也建立公司集中、高效、统一的管
控机制，显著提升集团管理水平和运营效率，树立中
国医疗行业的数字化转型的典范。主要价值点体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 

 • 搭平台。依托SAP HANA平台，成功建立企业中央数
据仓库平台和数据分析平台，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
数据一体化。并支持桌面和移动端的访问，实现全
面、准确、及时的数据，全新的分析手段，显著加强
集团财务管控，提升财务工作效率

 • 建体系。SAP S/4HANA帮助企业化繁为简，重新构
想业务。建立涵盖各业务条线的指标体系、各级组织

和职能部门的分析体系，支持从战略指标到凭证的追
溯分析，完善的指标体系实现战略的层层分解和经营
目标的制定，健全的分析体系有助于业务流程PDCA
循环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 增价值。打破数据孤岛，实现所有数据在被授权的前
提下集团内全面共享，通过精密的数据建模，实现数
据越“大”、越全面，就越能发挥其对于企业管理的
价值，从而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潜力，全面释放业务洞
察力，为整个组织创造巨大效益

 • 树标杆。引入SAP最佳业务实践，为企业的业务增长
提供强有力的信息化保障，为拜博在国际战略扩张的
步伐中奠定坚实基础，助力拜博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口
腔医疗服务行业顶尖品牌，树立中国医疗行业的数字
化转型典范

“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上线，拥有规范的管理模式，拜博医疗集团选择SAP 
One Service团队负责项目的实施和落地的部署。SAP派出经验丰富的专

家与顾问，与拜博IT团队紧密沟通，广泛合作，把知识转移作为项目实施

的首要目标，也积极带动了内部管理团队的快速成长。”

邓锋，首席执行官，拜博口腔医疗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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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砥砺前行，
缔造百年老店

拜博医疗集团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作为联想控股的成员企业，拜博医疗集团一直秉承着
创新、进取的企业文化，以推动医疗服务行业蓬勃发
展为己任，从自身发展中寻找突破。伴随公司的稳步
发展，拜博医疗集团希望借助与SAP的战略合作，继续
推进所有门店的管理高速复制，为客户带来更优质服
务和健康生活，向着医疗服务市场信息化建设迈向新
台阶，助力拜博医疗集团达成“百年老店“的战略目
标。

作为互联网和数字化经济转型的助推者，SAP将充分发
挥全球最佳实践经验和丰富的医疗行业转型能力，帮助
拜博医疗集团在客户关系管理、全面预算和商业智能等
方向进行深化应用，共同探索在医疗行业商业模式的关
键性的转型创新，加速管理精细化发展，提高市场洞察
力，实现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和规模化、标准化的营运能
力，打造世界一流水平的医疗产业价值链，向着实时、
透明、精准的高绩效现代化企业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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