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thManage CRM 包含了所有传统意义上的CRM功能：

此外，它还具有现代CRM系统所应具备的创新功能：

嵌入式商业智能执行功能，帮助
企业有效提升销售业绩

按需定制的电子调查功能，帮助企
业快速搜集市场细分信息

客户与联系人管理 销售自动化 市场营销管理 客户服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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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关系管理软件（CRM）从其前身SFA（销售自动化软件）算起，已有2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90年代初，有
400家软件供应商提供客户及联系人管理软件，帮助用户实现销售自动化。1996年，出现了32位Windows系统、高性
能的数据库系统技术以及面向对象编程技术，在这些新技术的推动下，SFA发展成了CRM。但到1999年，CRM软件
供应商却剧减至40家，而且这个数字自那时起就一直没有改变过。
        今天，用户对CRM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现代CRM系统应能提供：

      用户希望，CRM系统可将关键绩效指标显示在概览页面，并能与移动电话无缝整合，同时，也可以与人力资源、
物流及其他中端和后端应用系统进行系统集成。
        很多软件供应商成功地对产品进行了一定的升级，提供相应的功能来满足这些新的需求。但少数致力于软件创新
的软件供应商则另辟蹊径，基于“一个设计一个系统（ODOS）”的原则，研发出顺应时代发展的能够完全满足现代
化商业需求的商业管理系统，并将CRM作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模块。高亚科技就是这些创新型软件供应商之一。

●  客户及联系人管理

●  销售自动化

●  市场营销自动化与营销活动管理 

●  客户服务管理

●  基于互联网的交易处理平台

●  嵌入式商业智能执行功能

●  个性化概览页面与关键绩效指标

●  按需定制的电子调查功能

●  全局查询

●  与Outlook同步

CRM 的发展历史
新一代CRM

客户与联系人管理 销售自动化

客户服务管理 市场营销自动化
与营销活动管理

1993

1996

1999

2009-至今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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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亚科技是一家为各类企业提供高性价比业务解决方案的软件开发商和服务提供商，由三位兼具专业技术知识
和商业应用经验的专业人士于2004年创办。

        公司创始人及CEO罗叶明（Stephen Law）先生拥有20多年软件/IT行业的管理工作经验，在创办高亚科技前，
曾在贝尔实验室、Perkin Elmer、Concurrent Computer Corp.、Digital Equipment Corp.、花旗银行、Perot 
Systems Corp.、InterWorld Corp.与香港交易所担任核心研究人员或高层管理人员职位。凭借深厚的知识基础与
丰富的经验，罗叶明先生对最新的技术和复杂的商业应用系统需求总能有深刻的见解，这对新一代商业解决方案
的设计和研发具有非凡的意义。

      8thManage是高亚科技开发的一体化商业管理解决方案，其设计满足了商业用户的全面需求。在当今商业社
会对一体化管理工具的强烈需求的推动下，高亚科技研发团队充分利用最新硬件平台成本低、性能高的优点以及
开放式系统的内在优势，于2008年底成功发布完整的端到端的商业解决方案，此解决方案功能齐全，涵盖了客户
关系管理（CRM）、产品管理、采购与供应商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文档管理以及财务管理等应用领域。经过对
其实用性和功能性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高亚科技又开发出了另一款商业管理产品——8thManage企业全面自
动化管理（FAS）。8thManage FAS提供全面的即装即用的功能，用户只需执行简单的配置步骤，即可轻松启用
各个功能模块，8thManage CRM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应用模块。

●  以客户为本的理念

●  高质量，性价比高的

    专业产品

●  强大的研发团队

●  专业的客户服务

高亚科技 8thManage CRM

客户与联系人管理

营销自动化

销售自动化

合约与订单
客户服务

客户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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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低成本 – 8thManage CRM具有极高性价比，并且其Windows运行平台也是低成本、高性能的。此外，
8thManage CRM建立于同一平台之上，功能齐全，可满足企业各种业务需求，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企业部
署其他商业应用系统的成本，同时可节省企业使用分散式系统所需支付的升级和维护费用。

部署灵活部署灵活 – 8thManage CRM建立在“一个设计一个系统”的架构之上，是商业解决方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
所有功能模块都是围绕同一数据库和用户界面统一设计和开发的，用户可以根据需要部署不同的模块，获得最佳
的功能组合，从而达到最高的成本效益比。随着企业业务的不断发展和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企业可能需要增加
新的功能，此时，企业只需购买和启用新的功能模块即可满足自己的业务需求。而且，8thManage CRM 的所有
功能模块都是“随时待命的”，只需稍微改变配置，即可将其“加入”原有的系统，轻松完成部署工作。

一体化运作 一体化运作 – 8thManage CRM各模块的设计实现了协同工作、数据共享，解决了分散式系统中数据冗余和数据
不一致的问题。由于能够在整个系统内实现数据的共享，许多高级功能，如全局搜索、全局行动列表和全局业务
地图等，均支持不同应用模块间的数据整合和信息重组功能，并且都可以作为标准功能予以实施，这也大大提高
了8thManage CRM的价值。

使用便捷 使用便捷 – 基于实时的互联网平台和“一个设计一个系统”架构之上的8thManage CRM还有另外一个显著的优
点。由于采用了ODOS架构，8thManage CRM能为所有业务数据建立恰当的联系，并提供各种附有链接的列表
和摘要报告。这些链接在形式上跟普通的列表和报告相似，但却能够为用户提供深层次的信息，帮助用户获取必
要的业务运作信息，从而更好地进行业务管理。基本上，用户在“一个页面，即可管理整个企业绩效信息”，并
且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获取任何层次的细节信息”。 8thManage CRM还提供了简便友好的用户界面操作，包
括自定义多个概览，与Microsoft Outlook进行整合，通过手机访问8thManage CRM，发起即时会话以及启用提
醒和上报功能等，方便用户快速有效地开展各项工作。

相对于传统的CRM应用系统，8thManage CRM具有许多优势：  

●

●

●

●

低成本 部署灵活 一体化运作 使用便捷

Sales Force 
Automation

Marketing Campaign
Management

Technology &
Best Practice 

Service
Management

Client & Contact
Management

Business
Intelligence

C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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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过去，商业应用系统非常昂贵，而且维护费用及维护团队的人员支出同样非常高昂。因此，尽管商业软件会带
来许多好处，也往往只有大公司才有能力购买和使用。

     大多数中小企业均采用电子表格和功能单一的解决方案，比如会计软件包和人力资源软件包，他们无法享受到一
个完整的商业管理工具所带来的好处。 

         8thManage CRM改变了这一历史，该应用系统成本低，性能高，且提供的功能都是即装即用的，使用起来非
常方便快捷，是发展中企业的理想选择。发展中企业基本上或根本就没有旧式系统的包袱，对它们而言，企业数据
的迁移非常简单，只需将电子表格中的数据上传到8thManage中即可，这也就意味着他们能够迅速适应
8thManage，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即使是对于已经采用了旧式应用系统的企业而言，ODOS带来的好处也绝对值得这些企业为8thManage CRM
的实施而付出一点努力。8thManage CRM能够为企业节省巨大的成本，同时为企业提供更完善的功能，自然没有
人会反对采用这样的应用系统。

     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各个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中小型企业突飞猛进，迅速向大型企业迈进，中小型企业的高
层管理人员需要一款具有可扩展性的商业管理软件，以在当前助其一臂之力，并在企业成长为大企业之后继续支撑
其工作，而建立于ODOS架构之上的CRM正是满足这一需求的最佳商业管理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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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onto ,Ontario
24 West Borough Street, 
Thornhill, Markham, Ontario L3T 4X5
T: +1 (647) 709-8369 

市场营销自动化：
● 通过电子邮件营销渠道发送
    市场营销信息
● 营销结果跟踪与投资回报率
     跟踪
● 市场营销费用管理与绩效跟踪
● 潜在客户管理

销售自动化：
● 潜在客户与客户管理
● 机会管理
● 报价与交易管理
● 销售团队管理
● 销售绩效管理
● 部门任务地图
● 全局客户行动列表
● 无行动提醒与上报

客户与联系人管理：
● 客户信息覆盖的广度
● 客户信息覆盖的深度
● 使用8thManage 商业智能
    开拓新的商机

客户服务管理：
● 标准化与个性化客户服务
● 实时的信息与知识库
● 客户服务质量管理与客户满意度
● 客户服务绩效管理

嵌入式商业智能市场细分：
●  获取客户数据库
●  分析客户
●  在线收集客户信息

销售自动化

客户服务管理

技术与最佳实践方法

嵌入式商业智能

客户与联系人管理

市场营销自动化

         : sales@wisagetech.com

香港上环德辅道西103-9号乐基商业中心

 27楼02-06室
电话: (852)81410396

广州市天河北路689号光大银行大厦16楼E1
邮编: 510630       
电话: (86)20-38732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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