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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业务深入融合的数据分析平台，助力企业科学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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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商业智能平台为企业提供便捷易用、深入结合业务的数据分析能力，通过实时数
据计算、业务系统嵌入以及移动端交互体验优化，企业各级作业人员都能够随时、随地进
行数据查看与分析，从而快速做出科学决策，指导业务运营。

助力企业解决以下问题：

企业流量红利，获客成本越来越高，企业不知道获客效率和如何高效获客。

企业业务越来越复杂，难以发现薄弱环节，无法针对性优化改进，无法整体
把控企业经营现状。

数据分析使用门槛高，依赖于IT部门和数据分析师，无法做到全员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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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BI？

BI（Business Intelligence）即商
业智能 ，一种基于商业需求的数据
解决方案，通过整合、分析和可视
化业务数据，为企业建设一个自动
化的数据决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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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产品价值

洞察数据

通过洞察数据，做出有数据支撑的科学决策；

助力决策

拖拽式自助分析，灵活易用，精细的权限控制
使不同角色不同职能的员工均可按需洞察数据；

驱动业务

通过执行决策，进一步驱动业务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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驱动
业务

助力
决策

洞察
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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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产品架构

数据采集

数据聚合

数据分析

可视化

协作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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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平台能力

01
  驾驶舱

04
精细化权限

05
目标管理

02
报表&统计图

03
协作沟通

将业务的关键指标以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展
式，更直观、高效洞察业务。

驾驶舱

灵活、易用、强大的图表配置能力，让探
索数据变得简单。

报表&统计图

订阅、转发、分享、导出，无论是网
页端还是手机端，随时随地围绕数据
协作沟通，将数据融入各部门和角色
的日常言行之中。

协作沟通
企业的基层、中层、高层员工都能分
析自己权限的业务数据，实现不同层
级的数据洞察。

精细化权限

基于SMART目标管理方法论，满足企
业从人员/部门、客户、产品不同维
度考核业绩完成，激励员工高效工作，
助力企业业绩增长。

目标多维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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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炫的驾驶舱，直观监控数据指标
将业务的关键指标以数据可视化的方式展示，更直观、高效洞察业务

用户可以基于驾驶舱展开业务探索、数据监控、经营情况洞察，可以根据喜好切换主题和调
整图表布局，并且可进一步钻取和查看数据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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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松配置报表&统计图
灵活易用强大的图表配置能力，让探索数据变得简单

用户无需进行数据接入、连接、清洗工作，
纷享销客BI平台将自动为用户完成这些工作，
用户只需专注探索数据；

简单拖拽即可配置出图表，用户可按需分析
任何业务模块；

强大的统计计算、灵活钻取和查看明细支撑
用户深度探索数据，数据实时更新支撑用户
无延迟洞察数据；丰富的图表类型，支撑用
户各种场景下的探索；

自由选择业务模块

业务和
业务下
字段 分组 统计 明细列

筛选

交叉表
热力图

双轴图

多种图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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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数据沟通协作
将数据融入各部门和角色的日常言行之中

用户可以将图表在纷享销客企信
内转发，基于数据展开沟通；

也可以将数据以附件的形式分享
出去，让见解有数可依；

需要周期性关注数据的用户，可
以通过订阅的方式接收图表推送，
及时关注数据情况；

可按企信和邮箱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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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化权限管理
各层级作业人员可见自己权限的数据，实现不同层级的数据洞察

企业的执行层、管理层、决策层员工都能
分析自己权限的业务数据，实现不同层级
的数据洞察。
数据权限控制在每条数据明细、每个字段
级别，图表权限可控制在驾驶舱、图表级
别，权限管理精细化。

无权限

图表级别权限控制

企业级驾驶舱授权可见

操作权限控制

查看各自有权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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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多维度管理
基于SMART目标管理方法论，满足企业对人员/部门、客户、产品多维度考核

定义目标：系统管理员可按企业考核需求，对人员/部门、客户、产品设定考核指标，实现多维度考核；
设置目标：支持自上向下拆分目标和自下向上汇总目标，可以在页面批量编辑，也可批量导入；
分析完成情况：系统预设了目标完成情况驾驶舱，也可以通过模板和主题新建目标统计图；

对人员/部门设定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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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多维度管理
基于SMART目标管理方法论，满足企业对人员/部门、客户、产品多维度考核

定义目标：系统管理员可按企业考核需求，对人员/部门、客户、产品设定考核指标，实现多维度考核；
设置目标：支持自上向下拆分目标和自下向上汇总目标，可以在页面批量编辑，也可批量导入；
分析完成情况：系统预设了目标完成情况驾驶舱，也可以通过模板和主题新建目标统计图；

对客户设定目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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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页洞察，详情页嵌入图表
让数据与业务系统深入融合，让数据随处支撑用户业务决策

业务列表页和详情页均可以嵌入图表，并支持图与列表数据的联动查询，让数据洞察更
贴近业务，为用户提供全新的CRM使用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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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最佳数据实践
沉淀各行业最佳实践，为企业提供开箱即用的数据洞察

最佳实践 数量 说明

模板 u 9+个主题
u 67+个统计图模板
u 63+个报表模板

通过模板可以快速配置图表

驾驶舱 14+个驾驶舱 u 市场活动分析
u 销售管理驾驶舱
u 审批流效率分析
u 目标完成情况
u 快消驾驶舱
u 服务业务驾驶舱

洞察 5+个洞察 u 线索洞察
u 商机洞察
u 客户洞察
u 订单洞察
u 回款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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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最佳数据实践
企业的业务开展，依赖于流程的流转，流程将各
个职能各个岗位的人串联在一起，以实现业务的
推进，那么流程推进的效率，就体现了企业经营
的效率。
纷享销客BI平台为企业提供精细化洞察流程效率
的分析能力，支持分析业务流程、审批流程、阶
段推进流程，如图中的1已处理数/待处理数/平均
处理时长/超期处理、2赢单周期、3阶段转化分
析、4阶段耗时等，以进一步定位异常流程，优
化流程，督促和提升员工效能。

1已处理数/待处理数/平均处理时长/超期处理

2赢单周期

2赢单周期

3阶段转化分析

4阶段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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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最佳数据实践

对于一些大型制造业或医疗行
业的企业，如果他们的客户存
在复杂的上下级层级关系，在
进行客户销量等分析的时候，
也会需要按照客户层级进行汇
总统计，上级客户的销量包含
了自己和自己下级客户的销量
汇总，并且可进一步下钻查看
各个子级客户的销量。
纷享BI平台支持客户层级的统计
分析，在保障客户数据权限的
基础上，支持灵活的层级汇总
统计和下钻。

点击下钻

点击下钻

点击看明细

报表分析

点击下钻

点击下钻

点击看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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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最佳数据实践

如何确保企业的营收？第一步就是获客，只有获取了优质的、丰富的、能带来成交的客户，才能为企业带来营收，而企业的资源
是有限的，只有把资源投入到能带来更多优质客户的获客渠道上，才能最大化投入产出比。
纷享BI平台支持获客效率分析，通过洞察不同渠道的1市场活动ROI（投入产出比）、2不同渠道带来的潜在客户和成交对比、3从
线索到成交转化分析漏斗等，让企业清晰掌握哪个渠道更能带来营收、哪个转化阶段效率比较低，需要针对性做出优化等，及时
调整资源投入方向，最大化投产比。

3从线索到成交转化分析

1市场活动ROI

1市场活动ROI

2不同渠道带来的潜在客户和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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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特色

精细化权限管理，不同

职级查看不同数据，保

障数据安全。

权限

完善的订阅机制，周期

性关注重点数据。

订阅管理

深度与业务融合，让数

据更贴近业务。

与业务融合

按需自由选择业务模块，

基于明细数据分组、统

计，数据实时更新。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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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特色-报表
按需自由选择业务模块，高度灵活、易用、强大的报表分析

自由选择业务模块

企业使用普通BI工具配置报表的操作过程，第1步-链接数据源；第2步-找到要分析的业务表，并且手动维护表间关系；第
3步清洗转换数据；第4步配置图表；第5步当数据更新后，可能还需要手动更新报表以保证数据为最新数据。
以上整个过程耗时且复杂度高，使用纷享销客BI平台提供的报表，用户不需要进行以上的1、2、3、5步，系统已经自动
将业务表清洗好，并且建立好了表间关系，用户只需要通过点选、拖拽的方式即可快速配置报表，易用性和效率极大提
升，并且系统保障数据实时更新。
纷享销客是国内CRM厂商中提供报表能力很强的企业，纷享销客报表提供了高度灵活、易用、强大的分析能力，支持自
由选择业务模块，支持明细式数据统计，即基于明细数据实时筛选、分组、统计、排序等，明细数据与统计数据一起查
看，这是其他厂商没有实现的。

业务和
业务下
字段 分组 统计 明细列

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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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特色-订阅管理
完善的订阅机制，周期性关注重点数据

可按企信和邮箱订阅 企信推送订阅 订阅管理

企业的管理者，或者需要定期关注数据的人，可通过订阅的方式，定期获取数据推送，只需要在企信或邮箱里查看数据
即可，方便易用，保障不错过数据信息。
支持企信和邮箱订阅，支持批量管理订阅，纷享销客在图表订阅上的能力，远超过国内其他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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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特色-权限管理
精细化权限管理，不同职级查看不同数据，保障数据安全

企业内不同角色或不同职级的人，在业务
开展的过程中，通常有不同的操作权限和
数据权限，同样在数据分析过程中，也需
要跟业务保持一致的权限。企业使用普通
BI工具分析的时候，需要管理者再次对权
限进行维护，存在权限管理精细度不高、
或者与业务权限不符的问题。

纷享销客BI平台的权限管理是基于CRM系
统的权限体系搭建的，保障员工在业务操
作和数据洞察时的权限一致，包括业务对
象权限、字段权限、数据权限、主题域权
限、图表权限、驾驶舱权限等各级别权限，
满足企业精细化权限管理，实现不同职级
查看不同数据，保障数据安全。

无权限

图表级别权限控制

企业级驾驶舱授权可见

操作权限控制

查看各自有权限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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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享销客BI特色-与业务融合
深度与业务融合，让数据更贴近业务

数据的最终价值在于为业务人员提供数据洞察，助力决策，进而驱动业务发展，只有跟业务深度融合，才能更好地服务于业务。
企业使用单纯的BI工具做业务分析时，往往会面临难以与业务深入融合的情况，因为分析跟业务是割裂的，而纷享销客的BI平台
是完全依托于CRM的数据分析平台，与业务有着天然的紧密联系，提供更场景化的分析。
纷享销客BI平台支持将图表添加到列表页、详情页，离业务更近。

点击指标可与列表数据联动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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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消费的不断升级，
快消行业客户面临着市
场的快速变化和挑战，
快速的市场反应能力和
决策能力显得尤为重。

某快消行业客户，需要
通过洞察厂商、经销商、
终端门店的业务经营数
据，提升生产和销售效
率，以应对激烈竞争的
市场。

1

案例剖析

解决方案：

纷享销客BI平台为企业提供了从厂商到经销商、终端门店，全链路的数据分析能力，包括1终端分布、2区域拜访、 3铺货、 4产
品销量等，清晰掌握经营数据、激励员工、提高效能、平衡生产，应对多变的市场。

1终端分布

2区域拜访

3铺货

4产品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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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纷享销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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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接企业一切，连接一切企业

以客户（CRM）为中心

企业一站式

全业务协作和运营管理平台

让组织更简单、更高效、更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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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支持

A 数百万美元 B C 1000万美元  5000万美元 D 1亿美元

E 7000万美元 E+ 战略投资 5000万美元 数亿元人民币 新一轮 数亿元 数亿元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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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圳研发中心                          多人的研发团队，

核心管理团队来自甲骨文、腾讯、百度、华为、三星等一线企业，

研发团队                 以上来自BAT等一线互联网企业，

超过                 曾服务过苹果、微软、甲骨文、IBM、DELL等全球知名IT企业。

研发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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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圳两个研发中心；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等城市6家分公司；

武汉、成都、郑州、济南等50余个城市建立营销服务中心；

遍布全国的销售、实施、CSM团队为企业提供优质可落地的解决方案。

全国营销服务体系
行业唯一

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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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星级三网机
房

世界顶级的安保、

运维环境，稳定

性能保障

企业级加密

采用GlobalSign

颁发的企业级

SSL

证书对传输信息

进行加密

异地容灾、安全监
管

异地容灾、合

同约定及我们

自身的安全监

管制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安部监制

公安部信息系统安全

等级保护三级定级，

具备等级保护定义的

安全

保护能力

ISO 27001
信息安全认证

获得国际信息

安全管理体系

认证

安全，是我们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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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获荣誉

-年度用户推荐CRM品牌

-企业服务产业独角兽

-爱分析˙中国云计算创新企业50强

-中国CRM年度厂商

-移动互联网最具行业领导力奖

2016 - 中国移动CRM最具影响力奖 / ESIC企业服务创新大会最具知名度服务商

2015 - 德勤 - 华兴明日之星 / 年度中国互联网 + 创新奖——最佳服务商

2014 - 年度移动CRM金牛奖

2013 - 年度蝉联创业邦创新成长企业100强

2012 - 年度APEC中小企业峰会年度移动应用产品奖

-年度最佳CRM产品大奖

-中国企业服务领域优秀案例奖

-最具投资价值科技成果奖

-最佳产品创新奖-SaaS服务商奖

-CTDC年度数字化优秀实践案例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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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消行业   |   农牧行业   |   医药医疗   |   家居建材   |   机械制造   |   互 联 网   |   信息技术   |   应用软件   |   教育行业   |   综合行业

更多行业企业的共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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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63号卫星大厦7层

分公司：
北京分公司／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甲63号卫星大厦9层
上海分公司／上海市长宁区春秋国际大厦701
杭州分公司／杭州市江干区东宁路德必易园B区255号
广州分公司／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08号（创展中心）西座1802单元
深圳分公司／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园华润城大冲国际中心2202

……

官方网址：www.fxiaoke.com
免费售前热线：4001122778；免费服务热线：4001869000
纷享客服：您可以在纷享销客企信对话列表搜索纷享客服，直接发起对话

Thanks !

关注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