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

一体化的预算、计划和预测解决方案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是
领先的云端计划应用，实现了预算、
预测、报告和分析流程自动化。

该应用既有成熟的财务建模引擎，具
备强大、灵活的特性，还提供简单好
用的界面，支持拖放操作。

如果企业能够实现计划周期（即，做
预算、监视和报告偏差、分析方案，
然后相应地重新预测）自动化，则可
以大幅提高执行力和决策水平，从而
真正提升竞争优势。

主要优势
• 缩短周期时间并降低成本 — 自动合并数据、
自动整合来自其他系统的数据（如 NetSuite
和非 NetSuite 源数据）、完全集成财务报
表并采用基于动因的金融模型。

• 基于事实做出更佳决策 — 用一个集中式应
用自动将计划数据与来自 GL 及其他系统的
实际数据整合在一起。

• 改善管理团队成员之间的协调性、参与性
和协作性 — 为其提供清晰的流程、易于理
解的数据收集工具、实时仪表盘和记分卡以
及易于使用的交互式自助报告平台。

www.netsuite.cn

但绝大多数企业还没有做到这一点 — 他们
仍然依赖于电子表格，因为各种替代方案成
本高昂且操作复杂。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提供了一
个适用于各种规模组织的独特的解决方案。
作为手工电子表格和成本高昂的内部部署软
件的替代方案，我们屡获殊荣的云端解决方
案具有功能强大、价格合理、简单好用并且
可快速部署等优点。

产品亮点
一站式端到端的预算和预测
采用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财
务专业人员再也不需要管理多个版本的电子
表格和复杂的数据合并，也不用担心版本控
制问题。您可以专注于战略分析和更高层
面的业务决策。

主要特性
• 全面的可定制财务报表和基于动因的元素
• 简单好用的报表构建器
• 分配管理器

• 支持多种货币

• 简单好用的模型管理

• 现成的 Oracle NetSuite 数据集成
• 支持合并多个来源系统的数据

• 显著缩短预算和预测周期 — 高达 90%。
• 减少错误，提高准确性。

• 提供更全面、频度更高的预测，包括滚动

预测。

• 更快速地做出更明智的业务决策。
• 改善整个公司范围的协调性。

全面管理和监督预算、计划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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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的报表和分析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的拖放式
报表构建器可为财务经理和业务经理提供功
能强大但简单好用的基于 Web 的报表。

• 使用拖放式报表构建器轻松创建报表。

• 为部门用户提供自助报表功能，释放财务

资源。

• 跨多个维度细分数据。

• 提升需求规划、物流和仓储的效率。
• 实时生成和分发报表，无需等待。

分配管理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包含一个
分配管理器，其界面简单、用户友好，便于
根据源与目标部门和帐户以及分配方法来创
建均衡化分配。

• 用易于创建和理解的分配规则替代多个复

杂的公式。

• 采用均衡化分配和内置规避循环引用，从

而提高数据准确性。

• 能够集中审查和修改分配规则，从而精简

工作。

• 采用有生效期的分配规则适应不断变化的

政策与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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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货币支持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具备自动
货币转换功能，可轻松处理在计划流程中使用
多种货币以及集成外部系统数据和报表的复
杂问题。该功能使用多种汇率类型，包括历史
汇率。

• 采用简单定义的汇率类型和比率，以此降低

多国别计划和报表的复杂性。

• 通过货币换算调整节省时间并提高准确性 —

货币换算调整可以自动考虑由于货币转换而
产生的差额。

• 自动计算未实现的损益。

直观的建模与管理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直观的建
模环境使管理员可轻松创建和维护自己的业
务模型，包括假设和公式、来自其他系统的
数据以及最终用户的权限和访问权限。

• 创建基于动因的计划，提高准确性和完整性。
• 通过集中的假设和公式确保一致性并作出快

速更改。

• 定制最终用户的数据输入表，避免合并难题。
• 为不同的职能构建不同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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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预置公式（例如工资税、收入确认、

折旧），简化建模。

• 集中控制用户权限和访问权限。

• 使用工作流程来管理提交流程和控制数据

可用性。

无缝的 Oracle NetSuite 数据集成
将实际数据与计划数据紧密集成是财务管理
的一个关键优秀实践。而在采用基于电子表
格的计划系统中，将实际数据集成到预算、
预测或假设情景分析中繁琐无比（几乎无法
实现），因此严重阻碍了财务团队管理业务
的能力。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与 Oracle
NetSuite ERP 深度集成，能够在计划流程中
使用实际数据，也能够在报表和分析流程中
使用预算、预测和假设计划数据。单点登录
(SSO) 功能支持用户无缝访问 NetSuite 财务
计划解决方案，并可从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
决方案中的数据输入表或预算报表直接钻取
到 NetSuite ERP 中的底层事务，从而提供深
入的业务洞察。

更重要的是，安装很简单 — 仅需点击四次
按钮，整个安装过程只需几分钟。此外，只
需点击按钮即可立即持续地导出和导入实际
数据和计划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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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支持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与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相集成的方案适合所有
规模的企业 — 从中型企业、非营利组织到
大型企业。 具有多个实体的复杂组织可以利
用该解决方案的多实例功能为各个独立实体
搭建单独的财务模型并建立关联。无论您为
小型、中型还是大型公司工作，都不再需要
勉为其难地使用过时、不适合的方法来做预
算和预测。
采用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企
业可以实现自动化的计划周期。该解决方案
可为公司业绩提供宝贵的洞察，可为制定战
略决策提供关键的实时信息和分析。它还可
以缩短计划周期和提高准确性，改善整个公
司范围的协作性和协调性，从而更快地做出
更明智的决策。

多来源系统整合方案
对于使用多个事务系统为财务计划流程提供
数据源的公司而言，要作出有效的预算和预
测就需要所有系统紧密集成。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可为总账和其他企业应用
（如 ERP、CRM 和 HR 系统）提供全面的集
成方案，涵盖内部部署和云端部署方式。多
来源系统数据集成方案适用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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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面文件（即电子表格）
• 连接器

• Web 服务 API

标准功能包括导入和导出平面文件数据。连
接器与 ETL 工具相似的方面是，它支持在
Oracle NetSuite 财务计划解决方案与其他企
业系统（包括内部部署和云端部署）之间自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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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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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数据集成。连接器完全可定制，适用于
常见的来源系统和数据库，并且可以在实施
期间或之后随时部署。连接器还支持从简单
到复杂的映射需求，为审计和例外报告提供
支持，并可以定期或根据需要安排数据加载。
最后，可使用 Web 服务 API 来开发与内部部
署和云端源系统的定制集成。

本附加方案仅面向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
客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