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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元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中国不同的行业深耕了 22 年，是一家基于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互联网、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同时又具有丰富的财务管理、业务运营和行业经验

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软件商和服务商。为了能更好的服务终端客户，我们隆重推出基于元年方舟

企业数字化 PaaS 平台的生态合作伙计划，携手合作伙伴开拓增量市场，实现生态共赢。元年为

生态合作伙伴建立了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全面赋能生态合作伙伴。与战略合作伙伴、产品合

作伙伴、SaaS 合作伙伴协同建立共同创新、共同营销、共同建设的生态模式。

摘 要

P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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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ISV合作伙伴的定义

我们欢迎软件服务商、系统集成商、IT 服务商、咨询服务商、集团下属IT部门或IT公司加盟元年的生态合作伙伴，依托元年
方舟企业数字化PaaS平台帮助合作伙伴提升产品研发和经营服务能力，助力合作伙伴打造核心竞争力，协同合作伙伴共同
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实现与合作伙伴共建生态，共赢未来。

二、元年生态合作伙伴体系

战略合作伙伴

 

聚焦头部客户，与战略伙伴强强联合，优势互补

打造基于方舟平台的联合解决方案和产品
联合打造市场优势
共享资源、共享生态

产品合作伙伴

 

合作伙伴基于元年方舟平台构建产品

基于方舟平台研发伙伴自身产品
上架到元年应用市场
元年市场主动宣传上架的伙伴产品
元年销售主动销售上架的伙伴产品

SaaS合作伙伴
基于元年云上的元年方舟平台开发SaaS产品

合作伙伴开发出更多的云市场产品
在元年云上开发SaaS产品并上架销售
提供快捷易用的一站式SaaS服务，助力企业实现低成本、高效率、敏捷化运营管理Sa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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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ISV合作伙伴权益

四、元年生态合作伙伴赋能支持

元年坚持联合创新战略，与合作伙伴

强强联合，元年提供在平台和财务等

领域的产品和解决方案，与合作伙伴

的行业或垂直领域经验优势互补，联

合创新，助力开拓增量市场，实现生

态共赢。 伙伴
权益

 

联合创新

元年为合作伙伴提供专属的技术培训、

技术认证，帮助合作伙伴快速应用元年

方舟企业数字化PaaS平台提升技术服

务能力。

培训赋能

元年联合合作伙伴开展市场营销活

动、技术沙龙、研讨会等丰富的市

场和营销机会，开拓增量市场。 

 

联合营销

元年专业技术专家团队支持合作伙伴构

建基于元年方舟企业数字化转型PaaS

平台的行业或垂直领域解决方案，使合

作伙伴在行业内或者垂直领域内获得技

术领先优势。

技术支持

培训赋能 研发支持 开发者服务中心 服务支持

免费在线技术
培训

免费在线产品
设计培训

专属的方舟平
台专家支持

配备伙伴运营经理

基于方舟平台产品
设计方法论赋能

研发管理赋能

研发流程赋能

研发组织赋能

为方舟平台开发者打
造交流社区

为合作伙伴培养方舟
平台人才

赋能伙伴元年基于
方舟平台成熟的实
施方法论

专业技术支持服务

专业技术咨询服务

专业技术开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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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ISV客户代表案例

  客户背景和痛点

项目背景
集团在2016年提出了“单聚焦，多品牌，全渠道”战略，业务极速增长。经过几年的发展，全渠道销售对于各销售渠道对账
存在以下痛点：

人工对账，耗费时间多；

对账差异重度依赖财务人员的责任心、人员调岗或离职会产生较大影响；

总部无法实时监控。

（2）线上渠道门店对账

海量账单，手工处理，解析工作量大，每年规模不断上升，量级超过当前工具承载量；

业务复杂，账单费用类型不断新增，场景繁杂，对账差异定位依靠员工经验，核查成本高，时效性低；

内控风险高，人工核对，准确率不可控且无系统监督财务对账及时性。

（1）线下渠道门店对账

项目目标

降低成本

0３

通过系统可配置化，降
低变动成本；通过系统
自动化对账/入账，提
升对账效率；通过系统
的可追述性，降低核查
成本。

实时运营监控

0２

通过建立统一对账平
台，实现（门店/区域
/品牌）对账进度的实
时监控、稽核。

流程标准化

0 1

建立标准化对账流程，
实现流程透明化，降低
工作交接成本。

数据处理标准化

0４

通过建立统一对账模型，
实现数据标准化；通过建
立自动授权、主数据同步
生成、对账源数据自动推
送，构建新门店推广标准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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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年解决方案

1）建立对账规则中心
整理客户主要对接的实体和线上对账规则，配置在规则中心中，基于低代码开发平台快速二开实现对账规则应用。

2）通过数据中台可视化数据流解决对账规则漏斗筛选
对账池里集成存储了集团电商渠道收发货对账海量数据，复杂的对账规则通过元年低代码开发平台快速二开配置在规则中心
里，对账规则需要漏斗式层层匹配筛选，而元年方舟数据中台可视化数据流功能恰好提供了数据输入、处理过程和数据输出
的管道式能力，通过漏斗式匹配计算，大大提升了线上对账效率。

客户痛点：

线下对账面对全国众多不同的合作商场，对账单格式不统
一，存在上百种的对账单样式，对账内容也各不相同。

项目涉及到的需求多，任务重，开发时间短。

开发周期短 对账单样式多

电商对账需要处理海量的平台账单数据和业务交易数
据，以往基于Excel的对账方式受限于工具性能瓶颈，
效率低下。

不同的平台有不同的对账要求，对账规则多样化、复杂化，
采用传统开发技术实现，开发量大，交付速度慢。

大量的业务规则 海量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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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客户价值

业财可实时查询对账单流程、
差异台账、对账数据，便于稽
查及数据归档分析，对账数据
有迹可循。

流程线上化、透明化

1

通过统一对账单模版及跨系统
取数，减少人工取数一类，标
准化对账数据模型，提高对账
准确性。

对账数据标准化

支持“亿“级别支付宝、中台结算数据在1小
时内对账跑数完成，98%对账场景系统自动匹
配费用标识，极大节省财务人员对账投入。

对账模式自动化
业务信息与财务的桥梁，对账
流程结束自动生成凭证，减少
手工制证。

业财一体

主数据、对账规则、单据界面/
流程可配置化程度高，可兼容
多品牌、多渠道对账业务，系
统变更成本低。

可配置、高响应

在安踏云上部署系统，分布式
部署，高可用，自动监控服务
运营情况，提升系统稳定性。

私有化、高可用

2

45

6 客户
价值 3

3）通过数据中台解决海量数据计算性能问题：
数据中台可视化数据流基于分布式架构，采用spark语言进行数据计算，能够处理PB级数据，秒级返回查询结果。

            

驱动支撑

数据
建模

数
据

服
务

对账应用

规则引擎

数据中台

数据中台是基础

规则引擎是手段

数据应用是载体

数据价值创造是目标

可视化
数据流

数据集成

线上渠道
规则设置

线下渠道

业务价值

数据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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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合作流程

结论

更多信息

01合作申请 02资质审核 03协议签约 04培训认证 05开展业务

https://www.yuanian.com/cpfw/f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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