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能够帮助您简化项目计划和执行过程。

     提供                ，记录行动的

具体状况，帮助您在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提供         的信息，

帮助您作出有效决策。

8thManage® Simple PM

8thManage® Simple PM 8thManage® Simple PM

执行与监控问题跟踪与报表

沟通管理 资源与费用管理

活动计划

8thManage® Simple PM能够帮助您简化项目计划和执行过程。

Simple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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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易   用 最佳实践 

支持在动态WBS中自定义多层活动

支持清晰明了的责任分工与问责制

支持在WBS中批量编辑和移动活动

支持定义活动依赖及时间间隔

提供进度跟踪及相关报表

活动的计划和执行管理

可交付成果的计划和交付管理

问题和风险的实时监测

项目执行规则与控制管理

项目和活动的审批以及再次审批管理

项目执行的全面跟踪记录

领导层

资源的使用

时间与费用

计划 执行

根据资源的类型、技能及可分配时间进行资源管理

自动计算资源分配所产生的预测费用

跟踪资源已分配时间与实际使用时间

监测过度分配资源与资源不足的情况

跟踪计划资源费用与实际资源费用

识别问题

分析问题

提出问题解决方案

系统地跟踪问题

关联问题与WBS/活动

8thManage® Simple PM能够帮助您的项目团队巧妙地制定项目计划，理清项目计划的优先顺序。使用

8thManage® Simple PM,您可以将项目分解为活动，指派活动负责人并实时跟踪项目进展。

8thManage® Simple PM助您全面跟踪项目的执行情况。

8thManage® Simple PM助您有效管理资源技能和资源分配，方便您随时找到合适的项目资源。

8thManage® Simple PM提供强大的机制帮助您管理问题、跟踪问题和系统地解决问题。

新  车 

娱乐与导航

1.0

2.1 2.2

2.2.1 2.2.2 2.2.3 2.3.1 2.3.2 2.3.3

2.3 2.4 3.1 3.2

3.2.1 3.2.2 3.2.3 3.2.4

2.0 3.0
发动机、变速器
和悬置装置

车身

变速箱 发动机 悬置装置和
行走装置

差速器 油漆 车身外壳

发动机组 变速箱 计算器 主动悬架 主动轴
方向盘，

集线器和轮胎 单体壳
门（机罩和
行李箱）

座椅和内饰 外饰&玻璃

资源库

活动
负责人

资源

资源分配
审批人2. 

查看资源的可

   
分配时间

3. 提交申请

4. 批准

 C++ > 5年 SQL > 5年 SA > 2年

每天使用率：100% 
1.搜索合适资源

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可能是一个变更请求 

可能是一个风险 

可能是一个行动缺失 

问题关闭 Manage     

提出问题 

变更请求 Manage     

风险登记 Manage    

行动项 Manage     

可能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可能是一个变更请求 

可能是一个风险 

可能是一个行动缺失 

问题关闭 Manage     

提出问题 

变更请求 Manage     

风险登记 Manage    

行动项 Manage     

2009.12.03 ～ 200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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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能 易   用 最佳实践 

项目概览

费用概览

资源概览

可交付成果概览

进度报告概览

费用概览

资源概览

可交付成果概览

即时会话

论坛

现状调查

自动邮件提醒

基于角色的个人工作台及KPI
个性化任务和问题报表

可获取详细信息的超级链接

根据用户需求，完全自定义

使用项目模板创建新项目

将已有项目保存为项目模板

模板内容包括活动、可交付成果、工期计划、问题等

非规范化邮件沟通 规范化的互动 基于可靠信息的决策

请
求
 

承
诺
 

验
收

交
付

审
批提
交

VagueResponse

? 

方法论与模板
旧项目的WBS 新项目的WBS

8thManage® Simple PM提供以下概览，帮助您跟踪项目状态、发现问题并跟踪解决问题的行动：

8thManage® Simple PM支持规范化沟通，并提供实时信息，帮助团队作出有效决策。

8thManage® Simple PM提供基于角色的个人工作台，帮助您管理日常工作，并可通过概览跟踪自己的工作绩效，

及时发现潜在问题。 

8thManage® Simple PM提供了多个应用领域的方法模板，帮助您快速创建项目计划。



8thManage® Simple PM能够给团队成员提供实时的项目动态，改善团队成员间的沟

通,进而有效提高项目效率。

         : sales@wisagetech.com

高亚科技 是一家国际软件产品开发公司，客户遍布美国、加拿大、中国(包括中国内地、澳门、香港及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

高亚科技的所有产品都兼容移动互联网，支持IE、Firefox、Safari和Chrome浏览器。同时，我们也提供安卓和iOS上使用的各种移动应用。对于

以下产品，高亚科技在所有地区提供永久许可证以及在某些地区提供SaaS：

Toronto, Ontario
24 West Borough Street, 
Thornhill, Markham, Ontario L3T 4X5
T: +1 (647) 709-8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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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thManage  eERP2

8thManage  CRM 
8thManage  SPM 
8thManage  Simple PM 　
8thManage  PM
8thManage  PMO
8thManage  Finance
8thManage  HR 
8thManage  OA 
8thManage  BI 
8thManage  O2O
8thManage  FAS

®

®

®

®

®

®

®

®

®

®

®

® : 制造业 eERP2

: 移动互联网CRM

: 知识型企业全自动化套装软件

: 供应商与采购管理
: 易用与可扩展的项目管理

: 高级的项目计划和执行工具
: 高效能项目管理办公室
: 与业务及运营紧密关联
: 人力资源管理
: 新一代办公自动化
: 点击式商业智能
: B2C、B2B、电子交易、电子结算与eERP

8thManage  eExpense      
8thManage  eLeave        
8thManage  eTimesheet  
8thManage  eLearning     
8thManage  eSurvey　       
8thManage  eDMS & KM

®

®

®

®

®

®

: 在线请假与假期管理
: 网络及智能手机工时表系统
: 高级在线学习系统
: 易于使用的电子调查系统
: 电子文档及知识管理

: 网络及智能手机费用报表系统

www.wisagete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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