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概述 

北京宝迪投资隶属宝迪沃健康管理集团，总部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丽都商

圈；集团旗下拥有高端健康体检中心、5 家直营健身中心、1 家健康传媒有限

公司、3 家医疗器械有限公司。随着公司规模的逐步扩大和业务的迅速发展，

公司早就预见了信息化建设对企业管理的重要性，为了全面提升公司管理水平

和综合实力，公司之前也应用了一些相应业务管理系统。如：财务、OA 及条

码批号系统。  

然而随着公司业务模式的转变，传统销售模式及现有管理系统根本无法实

现集团公司平台化分销直销的要求,加上集团公司业务运作的复杂及特殊性， 

因此现集团公司急需要建立一套严谨、科学的分销、直销外加条码 WMS 仓储

管理的一套整体平台化系统来规范整个业务过程，以解决当前业务的迫切需

求,同时推动集团公司向部门协同化、业务流程化、管理精细化方向发展，提

高市场应对的实时性和灵活性，加强监控和管理，优化业务体系，提高产品  

销量，降低业务成本，建立符合宝迪沃集团销售业务流程的闭环信息平台。  

北京精诚软件公司凭借多年丰富的商贸流通业管理系统（ERP 企业资  

源管理、DRP 网络分销、SPP 商品直销、条码化 WMS 物流仓储）的开发  

和实施经验，专业的咨询和集团化项目实施服务团队，在众多的竞争厂  

商中脱颖而出正式与宝迪沃集团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实施基于.宝  

迪沃经营模式的企业综合业务管理系统。  

二、用户需求分析 

精诚公司在与宝迪沃相关负责人员详细沟通调研后了解到集团  

现主要需求如下：  

迫切需求 

1、搭建集团公司整体业务平台；  

2、实现集团对公司、公司对分销商、分销商再次分销或  

对医院直销的多层树状、磁盘分区式管理；  

3、将现有的手工作业及审批尽可能转变为电脑自动化  

处理；  

4、解决商品流动、人为操作、运输过程等环节的  

不完全可控状况；  

5、优化现有业务流程，实时收集汇总各运营  

环节数据；  

6、根据需求与现有软件系统（如：用友  

财务）和相关硬件设备（如：条码采集器）  

无缝集成，实现 EIP 化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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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拓展需求 

1、实现条码化智能物流仓储管理，即通过对产品批次、条码的扫描一步完

成出入库、盘点、调拨、退货等工作；  

2、医院直销配套工具的借用、租用及归还管理；  

3、Web 网对外查询平台，根据不同的查询条件形成不同的产品组合方案； 

4、外协物流公司管控，如：运时、运费、在途的实时查询；  

5、业务拓展后产生的样品、赠品、促销品的业务管理；  

6、预留财务部分的数据接口，以便将来实现与用友的无缝对接。  

三、DRP、SPP 系统结构 

精诚科技基于丰富的集团企业信息平台规划设计经验，我们认为宝迪沃集

团综合管理系统可由三个核心部分构成，包括总部 DRP 主业务管理系统部分、

分销商业务管理系统部分、SPP 医院直销管理部分，考虑到日后的业务拓展，系

统预留底层 MIS/ERP/财务数据集成部分。通过以上四部分可以实现整个信息系

统的平台化整合，彻底消除信息孤岛，达到信息充分共享和集中协同作业。  

 

1.总部物流平台 DRP 分销业务管理部分 

总部 DRP 分销业务管理系统部分主要针对宝迪沃集团分销业务管理需求设

计，包括了总部对供应厂商的采购业务;对下层销售商的分销业务、物流仓储业

务等，同时包括了后期产生的账务、财务、查询统计分析等汇总性业务模块。

通过日后此系统的实施应用，完全可将宝迪沃总部现有的业务集中处理，为日

后实现集团平台化、人性化、高效化管理奠定坚实基础。  

2.分销商业务管理系统部分 

分销商业务管理系统部分主要解决了宝迪沃集团分级管理烦琐的现状，系

统与总部 DRP 系统采用同一平台同一数据库，真正实现了销售体系的透彻化管

理。系统包括分销商对总部的采购业务、对下级销售商的分销业务;物流仓储业

务、借调业务、查询统计及分销商的账务管理等。  

精诚 DPR 系统利用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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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 DRP 平台的建设，

把供应商、分销商、客户

及公司人事纳入到系统

中管理，形成从采购到销

售发货的信息闭环系统。 

构建闭环信息平台 

3.医院直销业务系统部分 

此部分主要解决分销商对医院进行销售时的业务管理,主要包括了分销商向

医院调拨铺货、术后医院返货管理，同时系统根据返货信息自动关联源调拨单

将实际出库销售量进行统计并形成正式医院销售单。  

4.底层 ERP/财务、第三方硬件数据接口部分 

此部分主要是实现与其它第三方软硬件（用友财务、条码采集器）之间的

联动工作，避免系统功能的重复，实现集团公司各系统的立体化协同工作，精

诚公司将在系统中设计并预留相应数据接口。  

四、系统设计优势 

1.精诚 DRP、SPP 分销综合信息系统是目前国内唯一一家将 OA 精髓引入至

商贸流通业务管理中，不仅各环节审批流程可定义，同时系统登录时自动根据

登录用户权限、职责的不同在系统界面中显示待审批业务单据、待审阅统计报

表及公司相关公告等；  

2.支持集团对公司、公司对分销商渠道的组合与拆分，支持业务流程重组； 

3.现成的条码 WMS 物流仓储系统帮助集团公司物流人员提高工作效率，归

避人为失误，减轻工作强度；  

4.智能库位追踪、商品先进先出管理手段；  

5.及时的预警提示功能，实现对库存上下限、审批拖滞、信誉额度、应收应

付超期等环节的实时报警，避免出现库存缺货、积压、坏账等现象；  

6.前卫的统计分析技术，对市场的趋势变化、循环变化、季节性变化、随机

变化等多方面分析与预测  

7.预留软硬件数据接口，甚至可与相关设备数据实现无缝交互，为集团日后

的系统升级、系统拓展奠定基础。  

8.既可以选择各分销商数据集中存贮在总部数据服务器上，也可以选择数据

分布存储在各公司自己的数据服务器上，或两种形式并存；同时客户端如在无

网络状态下系统支持客户机数据暂存，不影响业务的正常进展。  

五、分销、直销综合系统平台功能简介 

精诚软件将整体功能分为集团分销平台与分销商管理两大部分 ,如图: 

 



 

  

1、系统管理 :实现系统数据备份恢复、用户及权限管理、系统数据  

及操作日志管理等功能  

2、基础数据 :对系统各项基础信息进行定义，如：产品、厂商、分  

销商、客户、仓库、价格体系等。  

3、总部采购管理 :实现总部对供应厂商的采购管理业务，包括退换  

货，统计分析等功能。  

4、分销商采购管理 :实现分销商对总部的采购管理业务，包括退换货，统

计分析等功能。  

5、总部销售管理 :实现总部对分销商的分销业务管理，包括分销商采购订

单的审批及处理流程，直到形成后期相应统计查询。  

6、分销商分销管理 :实现分销商再次分销业务的管理，包括下级分销商采

购订单的审批及处理流程，直到形成后期相应统计查询。  

7、医院直销管理 :实现分销商对医院的销售业务管理，包括调拨铺货申请、

余货退回、形成正式销售、统计分析等功能。  

8、总部物流仓储管理:实现总部物流仓储的出入库、调拨、盘点、发货、

库存物品的查询统计作业。  

9、分销商物流仓储管理 :实现分销商物流仓储的出入库、调拨、盘点、发

货、库存物品的查询统计作业。  

10、总部账务管理:对总部产生的所有账务数据进行处理，如预付预收款、

应收应付款；  

将所有账务数据自动进行统计汇总，形成相应流水账，并可根据查询条件

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账务统计明细表。  

11、分销商账务管理 :对分销商产生的所有账务数据进行处理，如预付预收

款、应收应付款；将所有账务数据自动进行统计汇总，形成相应流水账，并可

根据查询条件的不同形成不同的账务统计明细表。  

12、总部统计分析 :将总部发生的所有采购、销售、物流、账务等数据按照

预先设定好的统计规则自动生成相应统计分析及决策报表。可根据查询统计条

件的不同形成相应的统计分析报表。  

13、分销商统计分析:将分销商发生的所有采购、分销、直销、物流、账务

等数据按照预先设定好的统计规则自动生成相应统计分析及决策报表。可根据

查询统计条件的不同形成相应的统计分析报表。  

14、条码批次管理 :实现对产品或者包装批次、条码信息的定义、采集、上

传、追溯等操作。  

六、应用效益 

北京精诚智博科技公司结合以往项目实施经验，我们预计系统的成功实施

将为宝迪沃集团带来如下直接的改变：  

 

精诚软件可为用户提供

量身定做的定制化软件

开发服务，提供随需所

变的业务流程自定义功

能。 

定制化服务 



 

1、实现各公司、代理商、经销商、部门、人员的平台化管理；  

2、将集团公司现有各系统实现无缝平台化高效整合；  

3、规范各环节业务流程，提高业务运作整体效率；  

4、利用条码技术实现物流仓储部分业务数据的智能采集与管理，大大提高

业务处理效率，归避人为操作失误，同时减轻操作人员工作强度；  

5、加强各环节、部门、人员业务衔接，归避企业管理漏洞；  

6、强大的数据查询统计功能，实时为相关领导展现业务数据；  

7、先进的智能图表分析功能协助提高领导决策能力。  

系统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宝迪沃集团目前的实际工作需要和现有资源状况，

寻找投入与效益产出的最佳结合点, 保证系统“实用、易用、管用”，结合现有

网络资源信息系统，开发高度集成的一个网络化综合 DRP、SPP 管理平台，将各

个分散的信息系统和应用模块充分融合，整合集团公司现有资源，规范现有操

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同时通过系统后期的数据挖掘和智能分析，可以为公司领导提供大量的分

析数据和图表报告，为企业战略调整和策略制定提供准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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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诚 DRP 系统支持灵活的

条形码扫描和导入操作，

单据打印格式完全按照标

准单据来设计的，支持多

联式套打，打印格式漂亮，

美观，系统支持采购入库、

出库、调拨、盘点、报废、

样品、货品调价等多项单

据的操作流程，同时提供

货品各种各样的统计汇

总、明细帐的查询，打印。

各种数据格式均可导成 Ex

cel 格式，软件支持模糊查

询，有库存报警功能，支

持多页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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