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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是一个共享的生态圈。4月25号，爱数科技人力资

源副总裁李曼舞女士作为发言人和代表，成为SAP 

“生态圈”的又一创新力量。而就在前一天，SAP 

SuccessFactors产品上线启动成功。

在采访爱数科技与SAP签约合作事件当天，爱数科技

人力资源副总裁李曼舞女士、SAP人力资源管理专家

姜龙先生、SAP负责爱数科技的销售顾问杨晓军先

生、人力资源方案顾问乔雨澄女士均一同参与讨论。

可见其隆重。

爱数采用了SAP SuccessFactors的全模块全流程

的嵌入，项目上线被分了几个步骤：第一期主要是员

工中心包括员工基本信息、转正、晋升、离职、请假

等。第二期涉及招聘、绩效管理。第三期则主要针对

培训与学习、人才发展等。爱数的技术型、研发型人

才占总员工人数的三分之一，这部分人才对自我提升

有强烈需求。另外，销售和技术服务团队占50%，同

样有学习新版本知识以及提升咨询能力、软能力的需

求。

中国的创新型企业，似乎一直在奔跑。这是一个近千

人的企业。人员数量近年来平均每年以50%的速度增

长。同时，作为创新型企业，产品更新换代较快、人

员调配也比较频繁。

但丝毫不影响它的人力资源结构支柱的稳定性。人力

资源业务合作伙伴HR BP(Business Partner)、共享

服务中心SSC(shared service center)，虚拟组织

人力资源专家中心HR COE(center of expertise)，

由招聘经理、培训经理、企业文化经理、绩效薪酬专

家、人力资源总监和人力资源副总裁等担任，算是一

应俱全。

业务增长的未来命运，一定有很多因素参与。但可以

确定的是，软件巨头的助力，可以帮助奔跑者加速。

况且，SaaS可不是一锤子买卖。

用户基础和产品价格通常会决定这样一个事实：大中

型用户通常是领先软件服务供应商的主要客户群体。

但中国的人力资源软件市场并非只有巨头瞩目。在

大大小小的人力资源管理软件供应商中，选型经过

数月三轮的过程，用户企业一直在观察、在沟通，

选择那个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伙伴。

曾有行业人士这么说过，“SAP想做万达的项目，

他们的销售直接见的就是万达老总。怎么见到的

呢，就是前一天晚上在微信上通过恒大的老板约上

了这位老总。”可见，SAP作为一个具有四十多年的

行业积累、人员来自“四面八方”的行业领袖，其影

响力不可小觑。它们早在几年前就在中国布局了本土

的数据中心，同时，近年来与众多本地厂商、服务商

合作、扩大市场。此外，SAP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

上投入也绝不手软。

卓越供应商的厉害之处可能还在于它们有足够的数据

和经验，能比较准确地把握每个行业对人力资源管理

技术的诉求差异。在爱数科技所在的技术服务领域，

SAP已经拥有了像万国数据、敦煌网等案例。这些云

服务、互联网企业，一般都处于业务高速增长中，除

了有对于市场的认可诉求之外，也迫切希望人力资源

管理能以最快的速度进行转型，以适应业务的发展速

度。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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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 人力资源是引领组织转型的“规则变革者”

德勤研究认为，当企业整体变得数字化，人力资

源必须成为数字化企业中的引领者。这意味着人

力资源部门不仅需要建立数字化的人力资源管理

平台，同时需要发展数字化的工作环境和数字化

的劳动力，并采用技术来改变人们的工作方式和

沟通方式。庆幸的是，人力资源数字化的道路越

来越清晰，有更多的选择、新的平台和工具来帮

助打造 21 世纪的企业、劳动力和工作环境。未

来几年，人力资源团队将利用数字化平台，迎接

人力资源运营模式转型和劳动力及工作模式转型

所带来的双向挑战，从而成为规则的变革者。

数字化时代
人力资源是引领组织转型的“规则变革者”

数字化人力资源：旧规则 VS 新规则

来源：德勤 2017 全球人力资本趋势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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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时代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窘境

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之路上，企业对数据管理各领域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作为国内领先的提供数据管理基础设施的云计算服务供应商，爱数的业务也受益于此类需求而出

现业务和人员规模的快速扩张和发展。爱数的备份业务已连续四年占据国内第一的市场份额，其非结构化数据管理产品 AnyShare 是入选 Garner2016 企业云盘魔力象限的

唯一中国产品。爱数人力资源副总裁李曼舞女士表示：“爱数的快速发展的确离不开数字化时代这一重大机遇。过去企业对数据管理的需求更多关注可用性和可靠性等有效性

的层面，但是现在随着数据量的飞速增长，企业数据管理的成本不断上升，如何通过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降低数据管理成本，并挖掘数据的潜力提供业务决

策依据，对于企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创新型企业，爱数科技在近几年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主要面临两大需求：一是对人员扩展的需求，爱数科技的人员数量近年来平均每年以 50% 的速度增长，从 2014 年的

400 多人到 2016 年的 900 多人，人员随着业务发展不断扩充。二是对人员能力提升的要求越来越高，这源于爱数科技本身的行业性质、国际化市场定位以及不断增长的高

端客户数量。

爱数科技人力资源副总裁李曼舞女士表示，爱数科技还面临着三大痛点。痛点一就是组织结构复杂性导致效率低下。爱数在全国 30 个城市都有办事处，拥有 5 到 6 条产品线，

每条产品线都是端到端的流程，包括研发、生产、销售、市场等。在全国范围内，一级部门有 60 多个，二级部门有 100 多个。对于人员晋升等繁杂事务性工作，人力资源

部要与全国范围内的员工进行远程沟通，线下沟通交流费时费力，没有时间专注于人才培养与发展。痛点二在于人员信息分散，无法收集有效数据对人才评估实现人岗匹配。

对于人员晋升，人力资源部需要对潜在继任者进行全面评估，但是其信息资料可能一部

分在电脑文件夹里，一部分在企业现有内部系统里，还有一部分数据如技能和历史岗位

经验可能是缺失的，导致人力资源部很难通过全面评估和有效沟通来做出晋升决策。痛

点三就是组织变化太快。爱数科技作为创新型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快及人员调配频繁。

总之，人员扩展和能力提升的需求以及组织变化快、人员信息缺失、工作效率低的现状

都对爱数人力资源部的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新的挑战。人力资源部迫切需要从繁杂的事务

性工作中挣脱开来，专注于组织人才培养和发展。构建精细化组织的目标也要求人力资

源部更具敏捷性，对组织变化进行快速响应、及时反馈。

数字化时代
创新型企业发展的人力资源管理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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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美丽的邂逅  SAP 助力爱数提升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在数字化转型之路上，优秀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能够帮助公司时刻保

持蓬勃的企业活力和强大的竞争力。基于此，爱数对自己的人力资源

体系做了一次系统的复盘。通过复盘，公司管理层看到：随着公司人

员规模的扩大，爱数的人力资源工作内容虽然做了持续的丰富和完善，

但当前人力资源有大量的基础性、事务性工作，且均需要依靠人工来

完成。期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成本、时间成本，且效率不高。在做汇

总分析时又往往面临着信息碎片化、整合困难、反馈不及时等问题。

爱数迫切需要一款高效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助力企业发展。一方面，

通过打通人力资源管理“选用育留”这几个关键环节，在基础层面上

实现人力资源管理的流程化、规范化及精准化，让人力资源管理部门

的员工从基础性事务工作中解放出来，将精力投入在人才培养、人才

发展、企业文化等为公司战略、长期发展服务的模块上；另一方面，

通过人力资源系统的报表分析功能提供更精准、实时的数据，为决策

提供依据，帮助企业快速找出人力资源发展中的问题，及时进行调整

和改善。在选型过程中，爱数积极与市场上包括 SAP 在内的主流厂

商进行了多次的交流、方案沟通和设计，结合公司当前的业务特点、

未来的发展战略，及 SAP 优秀的行业实施经验、服务能力，最终选

用了 SAP Success Factors HCM 解决方案。

一场美丽的邂逅
SAP助力爱数提升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SAP SF HCM 全端的人力资源业务平台特色示例
创新用户体验模式

来源：SAP

搜索操作或人员

您可以搜索：

操作关键字，例如“地址”、“目标”或“徽章”。

员工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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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数科技人力资源副总裁李曼舞女士表示：“爱数最终在多

家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中被 SAP 打动，首先是 SAP 系统

的专业性。为了实现爱数的人才发展方法论，需要人力资源

管理系统也必须具备先进的理念以及业界最佳实践经验，

SAP 在过去的客户服务过程中在绩效管理等方面展现了独

特的优势；其次是 SAP 的专业团队服务能力，通过全模块

全流程的嵌入，帮助爱数将业务逻辑嵌入到SAP SF系统中，

有效帮助爱数提升企业运营效率。”

SAP SF 解决方案是基于云服务模式进行交付，具有很好的

扩展性和灵活性，符合爱数这样快速发展的企业，帮助爱数

从人事基础服务模块入手，采用精益的迭代思想，按周期进

行各模块的测试、上线、交付，持续优化人事管理流程，夯

实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石。同时大大节省了企业的人员投入和

设备投入，降低成本。

在爱数的数字化企业建设过程中，信息化是打通各业务流

的关键举措。基于 SAP SF HCM 系统，公司各部门也进

行了通力合作，与各业务部门系统进行有机地整合，如跟

财务系统的对接、跟 AnyShare 非结构化文档管理系统、

AnyRobot 日志云等，这些系统的整合将更好的发挥数据

潜力，为企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决策依据，持续提升管理效率。

目前，爱数正在上线 SAP SF HCM 全系统的第一期员工中

心模块，包括基本信息、转正、晋升、离职、请假等，后续

第二期会上线招聘、绩效模块以及第三期培训及人才发展模

块。

搜索操作或人员
用户创建一个搜索，系统根据关键词和同义词提供系统内所有相关功能。员工搜索，用户可以直接输入员工

姓名查找到员工，并链接查看员工详细信息和操作。

最佳实践目标库

系统内自带的 500 个 SMART 目标来自各行业标杆企业的最佳实践，借鉴这些精准、明确的目标，企业可

快速规范目标设定环节，从根源上助力企业战略目标的达成。同时，企业还可以根据自身的实践探索，将更

多具有自身特色的目标导入目标库中，形成独有的企业目标库，不断提升目标设定的效率与精确性，助力企

业走向成功。

全球报告与国家特定报告

薪酬指标与报告

19,500+
个独特的 HR 内容要素

预定义的人才问题

行业特定的职位描述

职位类别

技能

能力

学习报告与仪表盘

招聘最佳实践模板

劳动力分析指标

核心 HR 工作流

评价指导助手

评价编写助手

目标库

薪酬基准

实时薪酬仪表盘

一场美丽的邂逅  SAP 助力爱数提升云时代的人力资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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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市场竞争日益激烈，市场趋势迅速变化、劳动力成

本不断上升、人口红利的消失，创新行业面临三大主要

人力资源挑战：不断变化的人才市场、尚未夯实的基础

人事、人力资源管理跟不上企业发展速度。爱数科技本

身就是专业服务行业领域，采购需求尤其特殊性，一方

面是内部员工本身的需求，被服务或者管理部门采用；

另一方面爱数科技本身就要打造最佳创新实践，需要向

其客户展示自己内部的服务和应用水平。对于此次和爱

数科技的合作， SAP 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姜龙先生表示：

“希望 SAP 和爱数一起成长，也欢迎更多的创新型企

业加入 SAP 生态圈，SAP 非常希望能和更多的企业分

享所有的知识和业务。”

在 2016 年 由 Forrester、Gartner 和 IDC 三 大

研 究 机 构 发 布 的 人 力 资 本 管 理 研 究 报 告 中，SAP 

SuccessFactors 均 被 誉 为 行 业 领 导 者。SAP 

SuccessFactors 总裁 Mike Ettling 表示：“如今，

人们期望在工作中使用易于操作、便于协作、具有移动

功能且非常酷炫的工具。目前我们主要专注于满足全球

6,000 多家企业超过 4,500 万名员工的这种不断增长

的期望值。我们一直在重新构想如何让用户满意，同时

确保我们始终是领先的解决方案提供商，帮助企业简化

流程、提升员工体验，并支持他们交付业务成果。”

作为市场的领先者，欧洲市值最大的公司，SAP 未来

的方向在哪里？ SAP 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姜龙先生表示：

“公司一方面在不断稳固传统的企业管理业务，另一方

面全面走向云服务，未来 SAP 将是互联网化的公司。

SAP 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上投入巨额研发资金，希

望在未来能够为企业让人力资源管理者提供更多自动化

的功能，为企业管理者提供更多的可参考的管理模型。

通过自动化将企业业务流程串联起来，帮助企业在人员

管理、组织变革、为企业经营提供劳动力分析等方面提

供可信度更高的来源。

此外，SAP 非常重视中国市场的业务发展，我们的研

发人员和售后服务体系有将近 600 人，相对于其他同

行业人力资源服务商对手，SAP 投入的人力和物力是

数一数二的，这也是我们在第三方评选机构组织的排名

里一直处于首位的重要原因之一，也因此赢得了客户的

尊重和认可。为了提升中国的市场份额，SAP 进行了

两大布局。首先是在 4-5 年前布局了大数据中心，与

政府机构合作，扩展大客户市场等；其次在人力资源管

理方向，SAP 与本地厂商、服务商通力合作，不断扩

大市场，帮助创新企业实现业务增长，SAP 是随着中

国企业的发展一起成长的。未来 SAP 会加大云服务投

入力度，对产品进行迭代升级，期望为不同类型企业提

供后续新的产品服务技术升级服务。”

云巅之上
与创新行业谋转型共成长

云巅之上  与创新行业谋转型共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