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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枫医院：SAP助力红枫医院全面构建
高效、透明、实时的信息化平台，打造
国际化水准的高端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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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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中国医改的不断深入，医疗行业加速驶入快车道，同时也带来多方面的挑战，既要提高病患管理

质量，也要降低管理成本，同时兼顾当地政府所制定的行业管理规则。面对日益复杂的医院网络、日

新月异的市场动态，医院也急需能快速适应变化的技术平台，实现多技术交互操作，建立灵活的新型

业务流程，全面集成内、外部所有资源，有效控制总体拥有成本。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立足高端，

放眼未来，从建立之初就引入SAP医疗解决方案，打造完善的信息化基础架构，实现人员、信息和业
务流程的集成，驱动医院的业务创新和跨越式成长，为提升红枫核心竞争力打下完美的基石，在整个

高端医疗行业建立标杆效应。

公司名称

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

行业 
医疗

产品和服务

妇产科、新生儿科、产后康复、儿童早期发展，即将开设
的儿科、医疗美容、母婴商场等

网址

www.redleafhospital.com

SAP® 解决方案
SAP IS-H、i.s.h.med 、SAP CRM、SAP BCM、SAP ERP

合作伙伴

海思林科（北京）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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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生命的瑰丽与非凡，提供国际化高端医疗
服务

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以下简称红枫）是由加拿大
红枫集团投资，专门为女性及儿童提供医疗服务和健
康管理的国际化高端医疗机构。红枫医院于2010年8
月经上海市卫生局批准设置，选址于淮海中路1209号
的百年历史花园别墅，医疗环境宽敞舒适，拥有105
张床位及178个停车位，开设妇科、产科、新生儿科、
儿科、产后康复中心，儿早期发展中心，并与红枫母
婴中心的母婴商场、中心会所、医疗美容、产后恢复
等形成一站式的配套服务，是中国首家专业化、系列
化、全方位的女性和儿童高端医疗服务机构。

为吸收和共享全球顶级妇婴医疗资源，红枫与哈佛大
学医学院附属教学医院——美国麻省总院结成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来自麻省总院的国际知名妇产科专家艾
萨克•希夫博士与叶日鸿博士分别出任红枫荣誉院长和
院长，确保与国际最先进水平同步。红枫还联合上海

市第一妇婴保健院、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知
名医疗机构，致力于高水平的临床治疗、学术交流、
医疗管理、质量认证等方面立体协作，引进多位海外
专业精英人员，建立卓越的高端医疗团队。

红枫充分融合当代先进的医疗科技与东方深厚的医养
文化，倾力打造专为中国家庭及在华外籍人士提供国
际化高品质妇科、产科及新生儿科专业医疗服务。除
高雅美观的硬体环境外，红枫还配置顶级的医疗设
备，为客户构建安全可靠的医疗保障，秉承“尊重生
命、信任与关爱、责任与荣誉”的服务理念，提供私
人管家式服务的极致呵护和关爱，让客户体验奢华的
孕产之旅，从客户体验、人文关怀、高端服务的多角
度，让所有选择红枫的人士在享受优质医疗服务的同
时，感受到宾至如归的温馨，享受到高端化管理、服
务和医疗品质。



4 / 9 © 2013 SAP AG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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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P客户成功故事 | 医疗 | 红枫医院

打造国际化、专业化的高端医疗服务标杆

中国高端医疗快速发展时代正在到来，随着国内医改
的深入，倡导发展多元化医疗服务，将高端医疗作为
现代服务业逐渐产业化，满足不同层次的医疗需求，
已成为医疗服务大势所趋。红枫集团在以超五星级标
准打造上海最高端妇产科医院的同时，始终把信息
化作为一把手工程，坚持信息化建设与集团战略目标
的高度一致，明确发展信息化是实现国际水平、精细
化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在开始筹建医
院之初，集团总部就制定了将医院整体运营建设与信
息化构建统一同步规划，以先质量后规模的“中国第
一”，甚至是“亚洲第一”为目标，通过世界领先的
信息化平台，实现业务运营国际化，管理水平精细
化，决策能力高效化。

筹备初期，红枫医院面临着人员不足、业务流程不清
晰、产业链跨度大等问题，迫切需要一套具有全球标
准、成熟稳定的能覆盖全产业链的集成化、专业化、
一体化的医疗解决方案。经过审慎调研，红枫集团决
定采用SAP全球领先的管理软件平台，引入海思林科

最佳行业实践，快速搭建多业态跨平台的统一运营架
构，打造以孕产医疗为主线，贯穿会所中心、母婴商
业为核心产业链，实现客户共享服务、专业诊疗过程
与精细运营管控的全方位信息化平台，构建国际化、
专业化水准，凸现以母婴客户为中心的尊享服务经营
理念和品牌竞争优势。 

借助SAP IS-H、i.s.h.med 、CRM、BCM、ERP医疗
解决方案的实施，红枫将医疗过程与母婴客户服务、
商业产业运营紧密集成，实现对全集团的人、财、物
等规范化、透明化的资源调配管理；通过逐步优化和
规范业务流程，精细化医疗业务运营管理能力，构建
高端、专业的医疗服务体系，提升患者满意度；全面
支持医院临床、管理和科研数据的收集和分析，提供
数据化、指标化的集团决策支持。有效帮助红枫灵活
支撑业务变化和集团扩张，为医院未来健康可持续发
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整个高端医疗行业建立标杆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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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SAP，共同打造跨平台、多业态、创新化
的最佳医疗行业实践

红枫旗下涉及孕产医疗、会所中心、母婴商业三大业
态，有着行业跨度广、产业差异大的特殊性，一套具有
国际前瞻性、多语言体系、成熟稳定、能够涵盖红枫产
业链的业务运营软件系统和具有行业经验的实施合作伙
伴显得尤为重要。随着业务的不断开展和深入，需要在
基础模型上进行灵活的配置和深化应用，多方位全面地
支撑所有运营系统集成，因此所需系统的灵活可靠、可
扩展、高集成性，更是不可或缺的考量因素。

凭借SAP丰富的国际化管理实施和全球最佳实践经验，
获得了红枫集团总部的极力推荐和认可。SAP作为全球
企业管理软件领域的领导者，是唯一一家能够在全产业
链提供集成化、标准化软件平台的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拥有大量的最佳实践案例。红枫立足高点，决定借助

SAP管理软件吸收国际同行的最佳实践经验，快速搭建
业务基础模型，让医院轻松适应变化，迅速成长。

红枫也是一家非常重视创新发展的企业，希望通过项目
的实施不仅体现集团业务的多样化，也能体现自身的业
务流程灵活性应用与最佳实践的标准部署。这正与SAP
的“创新中国、联合创新”理念相契合，SAP关注企业
本地化特征，不断总结和提炼优秀业务流程和管理精
髓，并将最佳实践和用户分享，为企业构建共同生长的
生态发展环境。在SAP项目实施中，通过红枫与SAP中
国研究院全球化研发服务部医疗产品团队的联合创新，
建立双赢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成为国内医疗行业首个
应用最全面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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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病患为中心，实现全流程的高效、透明、
实时的管理 
对于红枫而言，由于本身多业态发展带来的业务复杂，加
之私人管家式的高端服务标准，因此在医院管理的各方面
都有着很高的要求。通过实施SAP医疗整体解决方案，实
现从后台ERP、客户关系管理、供应商关系管理、资产生
命周期管理、供应链管理、企业战略决策管理到前端操作
层面的全面管理，包括传统意义上的HIS系统、医疗支持
系统、办公自动化系统，所有应用系统都运行于统一的集
成化开放平台，覆盖财务、成本、医疗、护理、质量、供
应、物资、设备、人事等各方面的管理需求，逐步完善医
院管理和业务的规范化，将医院、员工、病患、供应商和
业务合作伙伴紧密结合，营造无纸化、高效透明的无边界
环境。

在SAP项目实施过程中，红枫强调一切以病患为中心，系
统应用的每一个部分都通过病患联系起来：预约、挂号、
住院或门诊、治疗、出院，以及和医疗保险公司的通讯等
等，全面记录和管理治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与病患相关的
数据、诊断、服务，进行集成处理。通过病患管理、排班

和收费管理模块应用，加强日常行政和临床流程的标准化
控制，提高医生资源利用率，精细化管理临床数据，确保
计费财务操作的完整、准确，从而帮助医院对临床作业、
服务主动定价机制，以及对临床部门、医生进行合理的流
程化工作引导和盈利贡献评价，极大提升服务水平。

通过业务过程与运营的高度集成，有效提升客户服务的及
时性、成本管理的精确性、资源调配的有效性、预算管理
的可控性。在客户管理方面，通过集成SAP CRM客户关
系管理系统，对母婴进行基于客户生命周期的潜在、发
生、稳定、发展全过程管理，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诊疗、
服务、购物信息集成一体化信息整合，根据不同会员分级
实行分类会员服务，实现客户的获取、保有和未来价值
提升；在集团层面，以量化为手段进行客服信息跨业态共
享，通过多业态的财务报表合并功能，让资金流动清晰透
明化，实现三大产业链的前端流程统一精细化管理，有效
提升医疗过程的专业化、规范化，会所中心的一体化、延
伸化，母婴商业的标准化、集中化。

“我们知道SAP系统是好的并且可以做很多事情，问题在于要有合适的人
理解需要做什么事情，然后告诉实施者去实现所需的流程。红枫有很好

的医生，因此应该有更好的流程，现在正是提升的时候。”

ChristianD.Orejudos，COO，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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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金牌合作伙伴海思林科通力合作，快速高效实
施最优解决方案 
红枫充分认识到作为集团型、多业态的企业信息系统
实施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一把手工程，不可能在短
时间内全面部署，于是制定了“先固化、再优化”的
分步实施策略。首先通过基本业务运营流程的整体规
划，快速满足医院开业的基本医疗和运营需求；其次
随着开业后业务量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再逐步进行
流程的细化和深化应用，最终达到信息系统对红枫发
展起到“支撑、优化、引导”的作用。经过科学审慎
的设计规划，SAP项目配合医院开业分为三个阶段来上
线：2013年1月实现SAP ERP上线；同年5月红枫门诊
开业，针对门诊和客服功能模块上线；两个月后住院
部开业，系统住院功能成功上线运行，保证了医院各
项业务的有效迅速结合，和正常高效运行。

经过SAP与用户的紧密沟通、联合创新和协作，红枫医
疗解决方案的成功上线，树立了SAP医疗行业多个重要
的里程碑，不仅充分地展现SAP中国研究院全球化研发
服务部医疗产品团队的专业水准和创新精神，也充分
体现了与实施伙伴海思林科的合作成果。作为SAP金

牌合作伙伴，海思林科是一家专注于医疗、医药和健
康领域的信息化系统解决方案提供商，具备雄厚而专
业的医疗健康领域战略规划和实施能力，与同行业最
佳业务实践的成本优势，已经在医疗行业深耕多年，
为客户创造价值，伴随客户成长，为行业树立标杆是
海思林科最核心的价值诉求。在项目实施阶段，海思
林科基于多年的医疗领域客户管理、运营管理、医疗
管理、服务管理等全方位解决方案体系和系统架构设
计，为红枫提供全面的专业支持，派专家驻扎现场与
客户密切沟通，配合红枫开业计划，进行系统策略上
线，保证项目顺利进展。

在SAP项目实施同时，红枫还特别重视自己团队的培
养，充分利用SAP国际化管理理念和海思林科的优秀实
践经验，带动内部管理团队的成长，打造出一支优秀
的专业IT团队，坚持把知识转移作为项目实施的首要目
标，通过SAP项目的实施，帮助红枫将业务流程更标准
化、规范化、文档化，使红枫亚泰妇产医院管理水平
提高到一个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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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专业医疗服务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为管理
水平提升新台阶

SAP医疗解决方案的成功上线，对于红枫的未来发展有着里
程碑式的意义。通过SAP集成一体化信息平台，实现整体运
营管理水平的创新，并通过阶段性的实施最终实现基于价值
链的管理体系构建，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主要体现在以下
四个方面：

第一，引入SAP行业最佳业务实践，帮助红枫快速建立基础
的业务模型，流程的优化和管理规范逐步提升。不断深化将
前端的妇婴客户关怀、诊疗活动和后端运营管理的全过程实
时集成；通过分阶段、分步骤地项目实施，实现系统灵活配
置和流程重组，支持创新的管理方式；从基础到深化，从建
立到完善，稳扎稳打，逐步实现业务流程和管理制度的固
化、标准化、规范化。

第二，搭建集团共享的客户关系体系，实现集团层面客户资
源的集中管控。通过SAP CRM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实施，实
现对母婴客户全生命周期的统一管理，实现以客户为中心的
诊疗、服务、购物信息集成一体化信息整合。跨业态、跨平

台贯穿产业链的客户延伸服务，实现客户的多渠道获取、长
期保有和价值提升。

第三，构建以母婴为中心的专业医疗服务体系，实现客户信
息、诊疗信息、运营的完整集成。通过一体化集成的预约平
台，实现多种资源的快速整合、排程、协调，提升医疗服务
意识和孕婴关怀，通过会员管理与医疗服务的联通，打造以
母婴客户为中心的主动服务理念，规范标准化医疗过程，工
作流程的系统辅助，实现按医生、按服务项目等精细化核
算，方便院领导和主管随时监测医院运营情况，决策支持智
能化、体系化。

第四，建立统一集成平台的运营体系，与客户服务、诊疗过
程集成的多业态集中运营平台，实现全集团的人、财、物的
统一资源规划、调配和共享。通过系统集成，成功构建结构
化、电子化的人力资源平台，自动化、精细化的财务核算平
台，规范化、透明化的物资供应链平台，数据化、指标化的
集团决策支持平台。

“SAP通过系统集成，可以帮助红枫将解决问题的时间缩到最短，让流程
变得更有效并能更快获取数据信息。”

ChristianD.Orejudos，COO，上海红枫国际妇产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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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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枫医院

深化系统应用，打造全
方位现代医疗管理体系

 目前红枫已经完成一期所有模块的成功上线，随着业
务量的提升和规模的扩大，将进一步加强SAP医疗解决
方案的系统应用，在现有基础模型上进行灵活的配置
和深化应用，已经开始计划后续Medication/Surgery/
Nursing等模块的应用扩展，深耕精细化运作，带动业
务流程优化，最终实现信息系统对红枫的业务发展起
到“支撑、优化、引导”的作用。同时，红枫展望未
来，也十分看好未来医疗移动应用，预期将实现电子
病历、移动查房等移动办公功能，通过移动应用带给
客户更好的服务体验，实现高水平的服务质量和规模
化、标准化的营运能力，体现真正以母婴客户为中心
的尊贵服务经营理念和品牌竞争优势，构建全方位的
现代医疗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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