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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不规范，导致内部矛盾时常发生

人力资源信息不全或滞后，从而人力计划只能拍脑袋决策

在人事事务处理的合同、任免、考勤、休假、考评等各方面事务繁重，效率尤其低下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带来的HR控制要求，缺乏有效手段辅助执行

企业的人力成本受到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压力，却无任何应对良策

新劳动合同法带来了用工风险的增加，但在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均只能被动处理

...........

您的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是否正面临如下挑战？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单元，企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每个企业家都关心着员工是否劲往一处使；又言“不依规矩不

成方圆”，“家和”的目标达成要求“规矩”的存在和有效的执行，要求“一碗水端平”。不少企业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经营发展停滞、经营业务分

裂、成本居高不下的背后原因，常常是人的管理不到位所致使。从而严重威胁到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在成长中的中小企业表现尤

其突出。

您的企业，是否也正面临着这些挑战

用友ERP-U8人力资源管理成功在各行各业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康信

南京华日液晶

扬州五爱刷业有限公司

加铝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计世传媒集团

鹏泰面粉有限公司

洛阳贝尔东方电气有限公司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大酒店

太原市锦新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绿新烟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拉法基屋面系统有限公司

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皮姆西科技实业(南京)有限公司 

王家湾物流中心责任有限公司

南京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可航空设备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溧阳好利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年锋电缆（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路之遥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市沪光装饰材料厂

升泰科电子(江阴)有限公司

无锡宏源纺机热压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惠源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凯马柴油机有限公司

南昌江铃汽车集团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电信信产公司

九江财兴五金机电厂

江州造船厂

南昌欣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志远信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福安市旺万通电机有限公司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食品有限公司 

金泰丰鞋业有限公司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太阳海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麦格纳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二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鹏业铜材厂

天津市大港滨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骏腾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利士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电视台

沈阳启源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德力源有限公司

青岛光电医疗器械厂

海汇集团（机械）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皇仕服装有限公司

大连鹏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闻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沁源康伟煤焦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蓬莱新光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管理

烟台市奥威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丽鹏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石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农科院招商项目

林州市恒星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胖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鸿邦西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豪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拓维贸易有限公司

高新现代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康龙逸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梦依诗服饰有限公司

豪力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高文内衣制品有限公司

本田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西安派恩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利万步森水泥有限公司

重庆新兴齿轮有限公司

云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汇林成福商贸有限公司

贵州永乐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紫薇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兄弟标准公司

兄弟缝纫机有限公司

宁夏力成电气集团公司

......

典型用户名单



人力资源管理应用 成功典范

苏州加铝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为世界500强企业——加拿大铝业（ALCAN）

集团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生产销售新药品包装产品、化妆品包装产品、个人护理

用品包装产品和其他包装产品及上述用品市场的促销品并设计和制造上述产品的设

备。未使用用友U8HR以前，面临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低下,各种班次出勤情况

复杂而导致手工核算下的错误率较高，管理人员无法方便地获取员工信息以支持人

事决策等多方面问题, 通过U8-HR软件的应用，企业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8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芯片设计、

制造、加工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大、中、小功率晶体管，

场效应晶体管，可控硅器件和集成电路等共计近20门类，150个品种。对于这样一

个产品研发和制造一体化的高速发展的企业，企业用工存在着素质跨度很大的情

况，既有大批高素质的产品研发设计人员；也有大量高中学历的农民工、打工妹，

人员流动对业务开展的影响很大，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通过U8HR的上线运行，帮助燕东公司 规范化了企业的日常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并

具备工作过程的可检查性，为企业高层提供了管理过程有效的信心，并实现了人力

资源信息资源的长久持续保持，为信息资源的增值应用提供了条件；通过HR事务

负荷的降低，为HR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员工沟通以改善素质跨度带来的不平衡创

造了条件。

“真不可想象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如果缺少

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怎样去开展？”

“U8-HR人力资源信息化的价值，首要是完成

了管理过程的规范，如果是五花八门，那管理结

果就让人担心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是

我们公司所追求的。”

——加铝包装人力资源部 包燕飞 ——北京燕东微电子公司副总经理 王和生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价值和业务目标是需

要围绕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经营，需要与其它的管理基础设施组成部分有效协同，共同贡献于

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并最大化企业价值，这就是一个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概念。

传承“精细管理、敏捷经营”核心设计理念的用友ERP-U8 V8.72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管理平

台“全面应用、按需部署、快速见效”的客户需求，不仅涵盖了财务、人力资源、协同办公、

供应链、CRM、生产制造、分销零售、绩效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等十余个应用领域，还

首次聚焦机械、电子、服装、汽配、流程、化工、制药、食品、流通、服务、非金属矿制品等

数十个细分行业完整解决方案，蕴涵了丰富的中国先进管理模式、充分体现各行业最佳业务实

践、能完全满足行业的深层次管理需求，它可伴随企业的高速成长、随需扩展，是有效支持中

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经营管理平台。

目标客户：适合于所有成长型中小企业

U8人力资源作为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台的一个基础应用，包

括人事管理、劳动合同管理、薪资管理、福利管理、考勤管理、个人

计件、集体计件、绩效管理、 招聘管理、培训管理、宿舍管理、自助

应用等。这些应用既可以根据企业HR信息化改进目标的层次而分开部

署，也可以为实现某个改进目标而多模块协同部署，并可于U8-ERP的

其它系统协同工作，充分体现信息化对于企业管理改进的价值。

人力资源主管 我需要一个能帮助控制人力成本、有效应对新劳动合同法、并且是高效规范运作的系统



支持企业的用工风险应对机制的实施

新劳动合同法带来了用工风险的增加，系统提供的后备管理机制可支持企业的

关键岗位上的管理人才的风险应对；所提供的

人才库的功能可实现储备人才，以随时满足企

业发展所需各方面人才需要。用友与国家最大

的招聘网站-中华英才网通过战略合作协议，

实现了简历数据从中华英才网到U8HR的人才

库的直接传递，极大地方面了企业在快速人员

招聘甄选方面的工作开展。

实现新劳动合同法规则的辅助控制 

比如根据不同的企业用工形式，预制不同类型的合同及协议，预制内容可定

制；提前告知合同管理人员企业中入职快满30天人员、试用期快到期人员，以便及

时处理合同签订、薪资调整等业务；快速查找

工作满10年、连续2次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等一系列满足法律规定条款人员，以便有序处

理续签业务；自动根据法律条款要求计算补偿

金、赔偿金数额，减少人工核算工作量；与员

工、主管就是否到期、续签等业务进行及时的

邮件沟通。

完整的员工职业生涯信息支持人事决策

企业在应对用工风险以及适合的人事任免需要全面及时的人事信息支持，

U8HR中保证了人事信息的全面性、连续性和准确性。人员进入企业之前的工作履

历、教育经历，进入企业后的轮岗、晋升、接受的各类培训、职称的调整、薪资的

发放情况、福利缴交、各类奖惩等信息可全面记录或生成。

集体及个人计件两种方式灵活配置

对于采用以生产结果的产量来进行量化的收入分配的企业，计件可支持到个

人或班组，也可两者结合使用。而班组内的分配方案，可平均、也可按系数分配，

还可自定义。可根据用户需要，将产品部署到

班组或车间，保证及时录入班组或车间的产品

产量等计件数据；计件数据录入后，系统按用

户设定的分配方案自动算计件收入，确保准确

无误，期末系统自动汇总员工的计件总收入，

总收入与薪资集成，便于薪资及时获取计件收

入，核算发放工资。

实现流程优化的快速薪资处理和核算

企业的薪资处理具有数据量大、工作负荷高的特点，U8HR的薪资管理可实现

薪资计算数据的产生源就进入系统的策略，从而通过多人协同工作的方式分解了工

作负荷和管理责任，并通过灵活的公式定义和

设置，满足企业的薪资体系多样性和薪资发放

多时段、自动计算个税等各类业务需求，确保

结果准确无误，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企业的薪

资政策可在系统中实现固化，并通过系统完成

各类人员的薪资调整处理，从而降低了对岗位

人员的依赖性。

员工、经理、绩效主管全员参与的绩效管理系统

帮助企业搭建绩效管理体系，将企业战略落实到部门乃至岗位。企业可建立自

己的考核方案，员工及时填报自己的目标任

务，并与主管一起沟通确认，进行考核，对考

核结果进行反馈，并与主管面谈；主管及人力

资源部可随时跟进考核进展状况，适时督办；

主管与人力资源部可对考核结果进行排序比

较，以便优胜劣汰；考核结果可与薪资结合，

发放绩效工资。

符合新劳动合同法要求的全面的时间管理

提供方便且协同工作的考勤排班功能，支持多车间多人员同时排班而互不干

扰；支持标准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等各类考勤制度，通过公式定义和自动计算支持

企业的各类考勤与薪资关联的算法；考勤刷卡

数据可采用多种方式导入系统中；提供异常处

理功能帮助识别在排班和人事考勤事务处理中

出现的各类异常情况，以监控加班、休假、出

差等考勤单据的完整性，实现考勤与薪资关联

的结果准确性。按新劳动合同要求自动进行员

工年假计算以及相关请假、销假等事务处理。

自助应用的平台

员工可查看与自己相关的各类信息，如薪资、保险、出勤情况；经理可查看企

业组织架构、部门人员构成及人员的详细信息。员工和经理还可通过该平台参与人

力资源管理的业务，比如填写培训需求、加班申请、休假申请、招聘需求等。

用友U872-HR的最新产品，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管理平台的要求，在性能效

率、行业适应性、制造业深入应用、精细管理、易用交互性、管理者应用等多方面

有了大幅提升与丰富，进一步体现了用友“推动管理进步”宗旨和承诺，是老客户

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应对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挑战的有力工具。

◆ 用友通产品、Dos/Win7X升级到U872

◆ U6升级到U872

◆ U80X、U81X、U82X、普及版、U8行政产品升级到U872

◆ U85X、U86X升级到U872

支持平滑升级的版本

老用户管理升级目标

老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管理需求，从整体的企业经营管理平台上考虑并规划，快

速升级到基础管理应用方案、专项管理应用方案、标准化行业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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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满足企业的薪资体系多样性和薪资发放

多时段、自动计算个税等各类业务需求，确保

结果准确无误，及时足额发放工资。企业的薪

资政策可在系统中实现固化，并通过系统完成

各类人员的薪资调整处理，从而降低了对岗位

人员的依赖性。

员工、经理、绩效主管全员参与的绩效管理系统

帮助企业搭建绩效管理体系，将企业战略落实到部门乃至岗位。企业可建立自

己的考核方案，员工及时填报自己的目标任

务，并与主管一起沟通确认，进行考核，对考

核结果进行反馈，并与主管面谈；主管及人力

资源部可随时跟进考核进展状况，适时督办；

主管与人力资源部可对考核结果进行排序比

较，以便优胜劣汰；考核结果可与薪资结合，

发放绩效工资。

符合新劳动合同法要求的全面的时间管理

提供方便且协同工作的考勤排班功能，支持多车间多人员同时排班而互不干

扰；支持标准工时制和综合工时制等各类考勤制度，通过公式定义和自动计算支持

企业的各类考勤与薪资关联的算法；考勤刷卡

数据可采用多种方式导入系统中；提供异常处

理功能帮助识别在排班和人事考勤事务处理中

出现的各类异常情况，以监控加班、休假、出

差等考勤单据的完整性，实现考勤与薪资关联

的结果准确性。按新劳动合同要求自动进行员

工年假计算以及相关请假、销假等事务处理。

自助应用的平台

员工可查看与自己相关的各类信息，如薪资、保险、出勤情况；经理可查看企

业组织架构、部门人员构成及人员的详细信息。员工和经理还可通过该平台参与人

力资源管理的业务，比如填写培训需求、加班申请、休假申请、招聘需求等。

用友U872-HR的最新产品，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管理平台的要求，在性能效

率、行业适应性、制造业深入应用、精细管理、易用交互性、管理者应用等多方面

有了大幅提升与丰富，进一步体现了用友“推动管理进步”宗旨和承诺，是老客户

进一步提升管理能力，应对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挑战的有力工具。

◆ 用友通产品、Dos/Win7X升级到U872

◆ U6升级到U872

◆ U80X、U81X、U82X、普及版、U8行政产品升级到U872

◆ U85X、U86X升级到U872

支持平滑升级的版本

老用户管理升级目标

老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管理需求，从整体的企业经营管理平台上考虑并规划，快

速升级到基础管理应用方案、专项管理应用方案、标准化行业解决方案。



人力资源管理应用 成功典范

苏州加铝包装（苏州）有限公司为世界500强企业——加拿大铝业（ALCAN）

集团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生产销售新药品包装产品、化妆品包装产品、个人护理

用品包装产品和其他包装产品及上述用品市场的促销品并设计和制造上述产品的设

备。未使用用友U8HR以前，面临着人力资源管理工作效率低下,各种班次出勤情况

复杂而导致手工核算下的错误率较高，管理人员无法方便地获取员工信息以支持人

事决策等多方面问题, 通过U8-HR软件的应用，企业管理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创建于1987年，是一家专业从事半导体芯片设计、

制造、加工及销售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大、中、小功率晶体管，

场效应晶体管，可控硅器件和集成电路等共计近20门类，150个品种。对于这样一

个产品研发和制造一体化的高速发展的企业，企业用工存在着素质跨度很大的情

况，既有大批高素质的产品研发设计人员；也有大量高中学历的农民工、打工妹，

人员流动对业务开展的影响很大，对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通过U8HR的上线运行，帮助燕东公司 规范化了企业的日常人力资源管理流程，并

具备工作过程的可检查性，为企业高层提供了管理过程有效的信心，并实现了人力

资源信息资源的长久持续保持，为信息资源的增值应用提供了条件；通过HR事务

负荷的降低，为HR人员把工作重点放在员工沟通以改善素质跨度带来的不平衡创

造了条件。

“真不可想象我们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如果缺少

了信息系统的支持，怎样去开展？”

“U8-HR人力资源信息化的价值，首要是完成

了管理过程的规范，如果是五花八门，那管理结

果就让人担心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就是

我们公司所追求的。”

——加铝包装人力资源部 包燕飞 ——北京燕东微电子公司副总经理 王和生

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作为企业管理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价值和业务目标是需

要围绕着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经营，需要与其它的管理基础设施组成部分有效协同，共同贡献于

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并最大化企业价值，这就是一个企业经营管理信息化平台的概念。

传承“精细管理、敏捷经营”核心设计理念的用友ERP-U8 V8.72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管理平

台“全面应用、按需部署、快速见效”的客户需求，不仅涵盖了财务、人力资源、协同办公、

供应链、CRM、生产制造、分销零售、绩效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等十余个应用领域，还

首次聚焦机械、电子、服装、汽配、流程、化工、制药、食品、流通、服务、非金属矿制品等

数十个细分行业完整解决方案，蕴涵了丰富的中国先进管理模式、充分体现各行业最佳业务实

践、能完全满足行业的深层次管理需求，它可伴随企业的高速成长、随需扩展，是有效支持中

国企业国际化战略的经营管理平台。

目标客户：适合于所有成长型中小企业

U8人力资源作为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台的一个基础应用，包

括人事管理、劳动合同管理、薪资管理、福利管理、考勤管理、个人

计件、集体计件、绩效管理、 招聘管理、培训管理、宿舍管理、自助

应用等。这些应用既可以根据企业HR信息化改进目标的层次而分开部

署，也可以为实现某个改进目标而多模块协同部署，并可于U8-ERP的

其它系统协同工作，充分体现信息化对于企业管理改进的价值。

人力资源主管 我需要一个能帮助控制人力成本、有效应对新劳动合同法、并且是高效规范运作的系统



人力资源管理流程不规范，导致内部矛盾时常发生

人力资源信息不全或滞后，从而人力计划只能拍脑袋决策

在人事事务处理的合同、任免、考勤、休假、考评等各方面事务繁重，效率尤其低下

新劳动合同法实施所带来的HR控制要求，缺乏有效手段辅助执行

企业的人力成本受到新劳动合同法实施的压力，却无任何应对良策

新劳动合同法带来了用工风险的增加，但在事前、事中、事后三阶段均只能被动处理

...........

您的企业在人力资源管理是否正面临如下挑战？

企业是社会的经济单元，企业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基础。常言道“家和万事兴”，每个企业家都关心着员工是否劲往一处使；又言“不依规矩不

成方圆”，“家和”的目标达成要求“规矩”的存在和有效的执行，要求“一碗水端平”。不少企业在发展中所出现的经营发展停滞、经营业务分

裂、成本居高不下的背后原因，常常是人的管理不到位所致使。从而严重威胁到企业的赢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这在成长中的中小企业表现尤

其突出。

您的企业，是否也正面临着这些挑战

用友ERP-U8人力资源管理成功在各行各业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北京康信

南京华日液晶

扬州五爱刷业有限公司

加铝包装（苏州）有限公司

北京计世传媒集团

鹏泰面粉有限公司

洛阳贝尔东方电气有限公司 

青岛颐中皇冠假日大酒店

太原市锦新纺织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绿新烟包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拉法基屋面系统有限公司

富士医疗器材（上海）有限公司

南京汽轮电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皮姆西科技实业(南京)有限公司 

王家湾物流中心责任有限公司

南京盐业有限责任公司

迪可航空设备制造(苏州)有限公司

溧阳好利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年锋电缆（苏州）有限公司

杭州路之遥科技有限公司

海宁市沪光装饰材料厂

升泰科电子(江阴)有限公司

无锡宏源纺机热压有限责任公司

淄博惠源包装有限公司

新华金属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南昌凯马柴油机有限公司

南昌江铃汽车集团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电信信产公司

九江财兴五金机电厂

江州造船厂

南昌欣磊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志远信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福安市旺万通电机有限公司

福建国航远洋运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阳光食品有限公司 

金泰丰鞋业有限公司

人民电器集团有限公司

太阳海服饰有限公司

上海麦格纳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天津市二通阀门集团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北区鹏业铜材厂

天津市大港滨城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天津市骏腾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天津利士包装有限公司

河北电视台

沈阳启源工业泵制造有限公司

河北正元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青岛德力源有限公司

青岛光电医疗器械厂

海汇集团（机械）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药股份有限公司

大连皇仕服装有限公司

大连鹏生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闻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沁源康伟煤焦有限公司

西林钢铁集团阿城钢铁有限公司

蓬莱新光颜料化工有限公司生产管理

烟台市奥威制冷工程有限公司

山东丽鹏包装有限公司

无锡石川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农科院招商项目

林州市恒星制药有限公司

湖南胖哥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鸿邦西厨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豪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温州拓维贸易有限公司

高新现代智能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康龙逸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梦依诗服饰有限公司

豪力机械（中国）有限公司

东莞高文内衣制品有限公司

本田贸易(中国)有限公司

西安派恩电气有限责任公司

四川利万步森水泥有限公司

重庆新兴齿轮有限公司

云南中茶茶业有限公司

昆明汇林成福商贸有限公司

贵州永乐药业有限公司

重庆紫薇物业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西安兄弟标准公司

兄弟缝纫机有限公司

宁夏力成电气集团公司

......

典型用户名单



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台 V8.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