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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enda
• Business Suite用户如何上S/4 HANA

o S/4 HANA之路
o 技术角度看区别
o 实施规划

• S/4 HANA业务价值（主要以财务为例）
o 提高财务报表的准确度和效率
o 更丰富的财务和管理报表
o 基于角色的用户交互更符合财务习惯
o 界面友好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o 优化的供应链提高业务运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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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普企业服务-中国
值得信赖的行业交付能力

通信解决方案

医疗保健服务

消费品行业 & 零售

制造业

能源

公共部门服务

金融服务

运输服务

我们帮助航空公司、机场及相关组
织进行航班规划和电子售票

我们帮助银行业、资本市场和保险客户
降低风险和增加利润

我们致力于“超大规模”、关键任
务的基础设施技术外包、应用程序
和业务流程外包解决方案

我们是能源行业的顶级服务供应
商之一

我们帮助离散的加工制造商优化经营活动

我们帮助零售企业更好地服务每一位
消费者客户

我们在中国医疗保健市场提供业务流程管
理服务

我们帮助企业更轻松地交付客户需
要的内容和服务

4亿
乘客在我们的帮助下乘坐飞机出行
（每年）

2800万
张通用访问卡（美国国防部用来进
行多重身份验证的智能卡）是由惠
普提供技术支持

300 家医院采用惠普HIS软件

5亿
客户使用惠普核心银行，
网络银行，保险客服解决
方案。1.9万

中国的加油站采用惠普零售管
理解决方案

5亿
中国移动用户依赖于惠普的移动管理解决方
案

患者将受益于惠普电子
医疗解决方案在贵阳的
实施

430万

6千万
笔交易使用惠普核心
银行，网络银行，保
险客服解决方案

消费者受益于惠普企业
服务为6000+家零售门
店的支持

消费者享受惠普移动订
单解决方案带来的便利3千万

3亿

50% 的中国制造业百强企业

100%各细分行业提供专业服
务



S/4 HANA 之路
Scenario 1: System conver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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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条件和限制
• One-Step Procedure for customers on anyDB, ABAP AS 7.0x, SAP ERP6.0 EHPx

• One-Step Procedure for customers on SAP HANA, ABAP AS 7.0x, SAP ERP6.0 EHPx

• One-Step Procedure for customers on SAP HANA, ABAP AS 7.40, SAP ERP6.0 EHP7, 

SAP Simple Finance add-on 1.0 / SAP Simple Finance, on-premise edition 1503

• S/4 HANA support Unicode only

• S/4 HANA does NOT support dual-stack system

• S/4 HANA resides on HANA database only

• 如果源系统版本条件不满足，就不能一
站式转换，需要先升级到符合条件的版
本，再按照一站式转换步骤实施

• 如果源系统不是Unicode系统，需要首
先转换到Unicode，再按照一站式转换
步骤实施

• 如果源系统是dual-stack系统，需要首
先实施system split，再按照一站式转换
步骤实施

• 适合大多数客户



S/4 HANA 之路
Scenario 2: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

5

可选方案

• 新安装S/4 HANA，再整合现有系统
• 转换一套关键系统到S/4 HANA，再整合其他系统
• 使用SAP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SLT）技术工具
• 适合需要整合、优化现有系统的客户



S/4 HANA 之路
Scenario 3: New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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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方案

• 新安装S/4 HANA，再整合现有系统
• 使用SAP Landscape Transformation（SLT）技术工具
• 适合即将使用SAP的客户



• SAP enhancement package 7 for SAP 
ERP 6.0

• SAP NetWeaver 7.40
• SAP HANA database

• SAP S/4HANA core components (including simplified 
financials and simplified logistics)

• SAP NetWeaver 7.50
• SAP HANA database

技术角度看区别
S/4 HANA vs Business Su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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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实施规划
主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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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4 HANA
平台转换

业务创新，价值提升

第一步

第二步

• 升级、转换到S/4 HANA
• 原则上保持业务流程不变
• 原则上保持用户使用不变

（延用SAP GUI）
• 使用ASAP方法论

• 启用S/4新功能，简化业务流程
• 开发HANA运算能力，拓展业务潜能
• 启用Fiori，开启全新用户体验
• 使用Active方法论，全面融合用户、业务、IT和系统，新模式助力组织发展



实施规划
平台转换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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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满足 一步转换

为一步转换做好准备
（如有必要），例如：

• Unicode转换
• SAP ERP版本升级
• Dual-stack系统拆分

采用传统成熟的项目组织形式
和技术方案

转换准备

• 项目计划
• 软硬件准备
• 测试转换

转换实现

• 开发系统转换
• 测试系统转换
• 应用单元测试
• 应用集成测试
• 用户接受测试
• 用户代码修正

上线准备

• 上线决策
• 上线计划

技术支持

• 转换后支持

Basis顾问

各模块顾问

ABAP顾问

项目经理



项目实施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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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财务报表的准确度和效率

 HANA数据库的In-Memory特性及
Real-Time特性和简化的数据结构
提升了财务信息获取速度



二、丰富的财务和管理报表

统一日记账结构

将各种明细统一到一张数据库表
ADOCA里，包含了用于出具各类分析报
表的所有维度。



三、基于角色的用户交互更符合财务习惯

1.基于角色的设计和现实中的财务
岗位角色相映射

2.标准化流程性操作，确保信息录
入的准确性和便捷性



四、界面友好提高用户使用体验

1.磁贴设计融合现代元素

2.简洁、方便的使用体验

3.功能用途直观、清晰



五、优化的供应链提高业务运转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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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供应链进行了优化,流程更简短

2.提升了公司资金运营效率



Thank you
Contact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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