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racle NetSuite 软件、云和互联网企业解决方案
Oracle NetSuite 是专为软件企业设计的云 ERP/财务解决方案。Oracle NetSuite 为现代高增长科技企业提供了
一个可扩展的基础，帮助它们提高效率，进而加速生产力和收入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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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多家软件企业在 
Oracle NetSuite 上运
营业务 — 我们也是其
中之一。

资源/联系人客户成功案例特性优势

Oracle NetSuite 云 ERP/财务套件之所以是科
技企业的理想之选，是因为这些企业知道后
端系统是促进和管理增长的关键所在，既可
以应对当前的挑战，同时还提供满足未来需
求的关键基础。

有 1200 多家软件企业用 Oracle NetSuite 充
当其业务关键型流程的运行基础。作为超速
增长型科技企业的业务系统，NetSuite 取得
了良好的成效和口碑。我们的客户经常被选
入“德勤高科技高成长 500 强”和摩根大通
证券“未来企业之星 TOP 100”等名单，这
些表彰也是对这些科技企业取得成功的肯定。
因此 NetSuite 将继续助力软件行业热门 IPO。

但 OracleNetSuite 并不仅仅针对初创企业。
各种规模的软件企业都可以从我们的解决方
案中受益。您可以借助全面的全球财务和会
计核心提高效率，随着业务的增长和发展不

断改善可视化，消除成本高昂而效率低下的
手动流程和分散系统 — 无论您企业的规模多
大，这些都是扩展企业的关键因素。初创企
业、中型和大型软件提供商都可从先进的 
NetSuite 解决方案中受益。

您可以利用专为 21 世纪业务打造的技术从竞
争中脱颖而出，同时为未来的基础设施投资
奠定基础。Oracle NetSuite 云订阅模式可大
幅降低成本，减轻内部 IT 组织的负担。系统
自动应用新的软件增强，每次升级都会沿用
定制设置。随时随地的访问则有助于提高企
业生产力和扩大企业规模。

概述

Zach Nelson 阐述了云计算为何是最后一个伟大的技术架构
以及 Oracle NetSuite 如何扮演云计算先驱的角色。

概述

了解更多信息
调查研究
云端解决方案为软件企业提供关键性能改进 

 

“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会计解
决方案。我们需要管理增长，NetSuite 正
好提供了我们所需的业务应用。”
—SolarWinds

在高科技行业中，愿景和扩展能力往往是决定成败的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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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联系人客户成功案例特性概述 优势

适用于初创企业和中型企业
随着企业的发展，复杂性将不断增加。您需
要管理复杂的业务流程，如收入确认、预测、
采购、专业定价模式和经常性收入流等。初
创企业时运行良好的系统开始故障频发。扩
充电子表格和独立应用似乎是个蛮有吸引力
的方法，但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这些手动
工作和临时应用会阻碍生产力。

Oracle NetSuite 将帮助超速增长型企业：

通过扩展来支持快速增长
众多软件企业一致认为，使用 Oracle 
NetSuite 的一个好处是能够快速扩展业务并
提供后端系统基础，经得起从小型私营企业
成长为全球性上市企业的严峻考验。

简化收入确认
灵活的收入确认调度支持所有现行标准，并
且准备支持不断发展的 ASU 2014-09 准则，
可以应对复杂的收入确认挑战。

加快财务结算
满怀信心地关账，快速、准确地报告财务数
据。Oracle NetSuite 将丰富的会计功能与强
大的合规性管理相结合，即使业务需要进行
全球扩张，也无需增加电子表格和进行手动
对账。

利用现有 CRM 投资
我们的 Salesforce 实时连接器将 Oracle 
NetSuite 强大的订单管理和财务功能与您现
有的 CRM 集成，可实现“线索到现金”的全
面自动化。

优势

Oracle NetSuite 云 ERP 与其他先进的业务技术一起助
力 Box。

Oracle NetSuite 专注于解决痛点并为快速增长奠定坚实的基础。

了解更多信息
高管简报
云为什么会帮助私营软件企业日臻完善？ 

“Oracle NetSuite 的财务报告、合规工作流
和其他功能不仅在 IPO 过程中帮助我们节省
了几个月的时间，在日常财务合规报告方面
还继续帮助我们节省时间和成本。”

—Cornerstone On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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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 Oracle NetSuite，我们用一个与其
他云应用相集成的统一平台消除了大量复
杂性。NetSuite 让我们能够通过一个视图
直观地查看所有信息，无需在不同系统之
间频繁切换。”
—CommVault Systems

优势

Jive Software 用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助力全球增
长和提高敏捷性。

了解更多信息
白皮书
过时 ERP 损害您业务的 8 种方式  

适用于成熟企业和上市企业
现代科技企业需要一个能够提供灵活性、敏
捷性和可视化的基础平台。而云计算是当今
和未来公认的商业架构，可让您从硬件和软
件的维护中解放出来，专注于创新。此外，
您还需要一个动态、前瞻性的解决方案。其
提供的实时数据洞察可以帮助您做出重要的
战略调整，强大的 SuiteCloud 平台可以让您
根据具体的需求来配置和定制 NetSuite。

Oracle NetSuite 将帮助成熟企业：

提高决策可见性
借助 Oracle NetSuite，您可以随时随地访问
各种重要的业务指标。该解决方案针对新移
动设备进行了优化，可为业务用户提供实时
仪表盘、分析和警报。

简化全球业务运营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帮助拥有多家分支
机构的跨国企业无缝管理多种货币、税收规则
和报告要求。您可以实时获得高度的业务可见
性，确保在整个组织中、本地和全球范围内实
现一致、合规的管理。

提高专业服务盈利能力
Oracle NetSuite PSA 解决方案可帮助嵌入式专
业服务团队显著提高资源利用率、提高按时交
付率、自动进行计费和收入确认，并深入了解
项目盈利能力。

提高敏捷性，适应企业未来发展需要
Oracle NetSuite 提供了一个经济高效的解决方
案，可提高生产力、与其他优秀的云应用集成，
并减轻 IT 负担。内置的 SuiteCloud 平台提供了
一系列定制工具，可根据您独特的业务需求来
扩展 NetSuite — 包括当前的需求和未来不断变
化的需求。

Oracle NetSuite 是现代化前瞻性科技企业的理想选择。

资源/联系人客户成功案例概述 特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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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

功能强大的云端业务管理解决方案可帮助软件企业消除复杂性
并促进增长。

全面的财务管理和收入确认功能
软件企业可以使用 Oracle NetSuite 提供的
工具来管理收入确认和计费计划并确保合规
性。您可以使用一个财务系统来管理会计、
复杂计费和收入确认，从而消除重复条目和
手动对账。

经常性收入和订阅管理工具
用同时适用于 SaaS 和永久许可提供商的强
大解决方案来管理经常性收入流。您可以自
动化合同续签、简化期限和常规订阅管理、
优化变更订单/合作终止、支持追加销售和交
叉销售活动。

全球业务管理和整合
随着您的业务在全球扩张，无缝管理多种货
币和报告。Oracle NetSuite One World 提供
全球会计和合并功能、出色的多币种管理、
可配置的税收引擎和全面的语言支持。

合规性
Oracle NetSuite 简化了 GAAP、FASB、SEC 
和 AICPA 法规及标准的合规性流程。此外，
它还支持内部控制并且可通过针对所有流程和
事务的完整审计跟踪来实现个人责任制，从而
更加严格地遵守 SOX 第 404 条。

专业服务自动化

行业先进的定制

您可以利用所有必要工具来善用资源、管理项
目并为您的客户提供可盈利的优质服务。由于 
NetSuite 解决方案在云端运行，因此您的顾问
可通过在线和移动访问功能随时随地开展工作。

Oracle NetSuite 认为客户应该能够用尽量少的 
IT 和开发人员工作配置系统。我们的 SuiteCloud 
平台提供了强大的工具，可根据您的具体业务
需求定制和集成 NetSuite，并确保定制设置在
升级到新版本时一同迁移。

“拥有一个能够随着我们业务发展而不断扩
展的解决方案非常重要。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是一个可靠、系统化、值得信赖
的解决方案，大大简化了许多工作。它让我
们能够非常高效地管理全球财务和运营。”
—Tableau Software

适应性洞察是超速增长型云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了解更多信息
白皮书
收入确认规则即将发生变化： 采用
ASU 2014-09 的五大考虑事项

 
 

资源/联系人客户成功案例概述 特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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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联系人特性优势概述 客户成功案例

点击下面的链接，了解 1200 多家软件企业选择 NetSuite 的原因
以及这个先进的云业务管理解决方案如何助力高科技行业。

客户成功案例

了解 ESET 如何在采用 Oracle NetSuite 后实现 10 倍的
收入增长。

“Oracle NetSuite 帮助我们建立了一个稳定、
可靠的财务平台来支持企业的高速增长。”
—Atlassian

了解更多信息
类似的客户
Oracle NetSuite 软件行业客户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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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成功案例特性优势概述 资源/联系人

ORACLE NETSUITE 产品介绍
Oracle NetSuite
Oracle NetSuite 收入确认解决
方案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
方案
SL ASSOCIATES 研究报告
云端业务解决方案为软件企业
提供关键性能改进   

ORACLE NETSUITE CFO 高管
简报
云为什么会帮助私营软件企业
日臻完善？
IDC 技术精彩聚焦  
软件行业优化经常性收入模式
的优化策略  

ORACLE NETSUITE 白皮书

ORACLE NETSUITE 生态系统
Oracle NetSuite 依托于一个蓬勃
发展的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 这些
合作伙伴提供的第三方创新性解
决方案专门针对使用和扩展您的 
NetSuite 投资进行了测试和开发。       

如需了解有关 Oracle NetSuite 软件行业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或查看相关资源。

观看视频

资源

了解 ESET 如何在采用 NetSuite 后实现 10 倍的收入增长。 适应性洞察是超强增长型云企业发展壮大的关键因素。 Jive Software 用 NetSuite OneWorld 助力全球增长和提高敏捷性。NetSuite 云 ERP 与其他先进的业务技术一起助力 Box。

收入确认规则即将发生变化：
采用 ASU 2014-09 的五大考
虑事项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免费咨询热线
400-610-6668
咨询邮箱地址
SALESINQUIRY_CN@ORACLE.COM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common/pdf/ds-netsuite.pdf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common/pdf/ds-netsuite-revenue-recognition.pdf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common/pdf/ds-netsuite-oneworld.pdf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common/pdf/ds-ns-financial-planning.pdf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4254&h=8a384e40929d6d7a315f&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SLResearchStudy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4254&h=8a384e40929d6d7a315f&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SLResearchStudy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3428&h=8db8ce3aadcfa23db2d0&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GillGuidePrivateCo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3428&h=8db8ce3aadcfa23db2d0&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GillGuidePrivateCo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3431&h=228ea1d26479276abef9&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OptimizingRecurringRevIDC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3431&h=228ea1d26479276abef9&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OptimizingRecurringRevIDC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4253&h=67cf82b9389fbfee8cea&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RevRecChangesComing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4253&h=67cf82b9389fbfee8cea&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RevRecChangesComing_0215
https://forms.netsuite.com/app/site/crm/externalleadpage.nl?compid=NLCORP&formid=4253&h=67cf82b9389fbfee8cea&subsidiary&leadsource=Email_SW_ebook_RevRecChangesComing_0215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suiteapp/main.shtml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suiteapp/main.shtml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suiteapp/main.shtml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suiteapp/main.shtml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suiteapp/main.shtml
http://youtu.be/z80b_DDaMuU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mvn6pzWrxI&feature=youtu.be
http://youtu.be/joY2lj4D9j0
http://youtu.be/AizQdSVnYKk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common/pdf/ds-netsuite-revenue-recognition.pdf
http://www.netsuite.com/portal/common/pdf/ds-ns-financial-planning.pdf


版权所有 © 1998– 2015 NETSUITE INC.


	Button 1: 
	Page 2: Off
	Page 31: Off
	Page 42: Off
	Page 53: Off
	Page 64: Off
	Page 75: Off

	Button 2: 
	Page 2: Off
	Page 31: Off
	Page 42: Off
	Page 53: Off
	Page 64: Off
	Page 75: Of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