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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四轮双驱”，数智运营平台让地产经营管理
更智慧
业务挑战

成立于 2006 年，爱德数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德数智”）

地产行业已迈入高竞争、高规模、高风险

是国内领先的地产数智化经营管理服务机构。作为地产领域一家优秀的

的发展阶段，精细化运营管理成为时代下

“管理+IT”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爱德数智拥有懂地产、善管理的

新要求，地产企业需要有效监测各个项目

核心专业团队，多年来一直专注于助力地产企业数智化转型，已成功为

的专业指标是否健康。作为地产领域优秀

1000 多家地产企业部署信息化平台，地产十强企业中已有八家与爱德

的“管理+IT”一体化解决方案供应商，
爱德数智需要夯实 IT 平台基础以落地先
进的地产经营管理理念，帮助地产经营者
实现精细化管理与智慧决策。

业务转型
通 过 部 署 IBM Planning Analytics 与
IBM Cognos Analytics，爱德数智提高

数智达成合作，百强企业中 70%是爱德数智客户，每年再签约率高达
70%。

寻踪未来，地产企业数智化转型提速在即
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基础产业与支柱产业，房地产业的竞争硝烟从未
消散。在市场环境与国家政策一轮接一轮的变化洪流中，地产企业已经

了复杂数据的建模、计算、分析与呈现的

迈入真正的高竞争、高规模、高风险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环境下，地产

技术能力，通过强大的可视化数据分析能

企业如何应对变化？如何抵御风险？如何塑造核心竞争力？地产企业经

力协助地产企业进行更快速、更清晰、更

营管理需要抛弃原先的粗放式运营，向更智能、更智慧的方向全面发力

直观的数据分析，成功与 IBM 合力加速
地产数字化。

业务收益
在 IT 技术平台优势与地产行业耕耘成果
的结合下，爱德数智的数智运营平台将

冲刺，对经营决策进行数字化升级。从粗放式运营进化至精细化运营管
理，地产企业需要有效监测各个项目及企业整体的专业指标是否健康。
通过科技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时代机遇已然到来，地产企业数智化转型
势在必行。

“以 4P 为核心”的预见性决策体系成功

作为数智化转型路上的有效抓手，精细化大运营要求地产企业能够看清

落地，通过“四轮双驱”同时助力项目运

当下经营的各类项目和各种指标，并同时进行前瞻性的预测和分析，企

营与企业经营的目标、分析、风险预警与

业需要对运营数据进行更复杂、更快速的计算。

预控，推动地产企业经营分析和决策能力
的提升，最终实现精细化运营与智慧决策。

“一个企业就好比一列高铁，每一个项目或产业板块就是每一节车厢，
车头是企业的总部，它拖动着所有项目和板块的整体运作。高铁若要快
速高效地运转前行，必须要看清自身的运作健康状态并且预判未来前方
可能存在的风险”，爱德数智副总裁廖焰说道，“爱德数智构建了一套
以 4P 为核心的预见性决策体系，用以解决企业如何既要看得清现在又
要看得见未来健康指标的这个问题。”
爱德数智预见性决策体系的核心 “4P ”指的是预测、预演、预警与预
控，通过这四种方法管理企业运营的各类风险指标，及时掌握运营动态，
进行动态预测与预警，并在预警出现后快速联动预控措施，防患于未然，
真正让地产企业在运营管理方面运筹帷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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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轮双驱”，推动地产企业经营分析和决策能力提升
优秀的地产运营管理理念需要通过可行的数字化运营平台来成功落地，
如此方能真正释放出其价值。
“IBM 很好地帮助我们提高了复杂数据的建模、计算、分析与呈现的技
术能力。”爱德数智副总裁廖焰如此评价。爱德数智选择使用 IBM
Planning Analytics 实现运营管理思想，借力新一代敏捷规划和探索性
分析，IBM Planning Analytics 可以自动执行规划、预算编制、预测和
分析，进行建模和数据的复杂计算，提供更智慧的洞察力，帮助地产企
业摆脱传统计划性分析工具的限制，最终实现有效控制与管理。同时，

廖焰
爱德数智副总裁
地产企业管理数字化专家

爱 德 数 智 也 应 用 了 由 AI 驱 动 的 新 一 代 企 业 级 商 业 智 能 平 台 IBM
Cognos Analytics，通过其强大的可视化数据分析能力协助地产企业
进行更快速、更清晰、更直观的数据分析。
作为在各自领域中拥有深厚积淀的企业，IBM 与爱德数智的合作是一次
IT 技术平台优势与地产行业耕耘成果的完美结合。双方合作之下的数智
运营平台可以通过“四轮双驱”推动地产企业经营分析和决策能力提升，
实现精细化运营与智慧决策。
爱德数智副总裁廖焰解释道：“首先，‘四轮双驱’的第一个四轮驱动
是驱动于项目运营，通过预测、预演、预警和预控看清项目的供货、销
售、现金流、利润的目标值、实际执行情况以及未来的预测情况，从而
保障项目的安全运转。”项目投资测算与运维投模得以看清项目经营目
标，经营看板与报表可以助力项目经营分析，风险预警与寻源则可很好
控制项目风险，而敏感性分析将助力项目风险预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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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个四轮驱动则是驱动于企业总部。作为火车头的企业总部也一
样要看清企业级运作的各大指标，其中包括公司整体收益、整体销售额，
以及越来越受到关注的动态经营价值链指标，比如围绕储、建、供、销、
存、回、结等等的联动性指标。第二个四轮双驱协助了地产企业的整体

“IBM 提高了我们的技术

经营。”

能力，真正实现了用技

到目前为止，爱德数智已经为 10 多家标杆型地产企业成功实施了数字

术为业务赋能，同时我

化大运营的落地。例如，爱德数智协助 3000 亿规模的龙湖构建了项目
运维投模系统，实时监控 400 多个项目的各类经营指标，保障项目运营

们在合作中感受到了整

的安全；在 2000 亿规模的绿城中国，爱德数智协助其构建了 AI 数字

个团队的专业和热情支

化运营管理平台，构建数字化运营监控体系、预见性监控体系，助力整

持，我们非常感谢 IBM
从技术、市场、业务到

个公司和项目的高效和健康运营。
在未来，凭借对标杆地产企业的成功实战经验和对管理体系的研究和分
享，爱德数智将协助更多地产企业进行更好的数字化经营管理，让地产

具体实施过程中的大力

经营管理更智慧。

支持。”

解决方案组件

—— 爱德数智副总裁 廖焰

IBM Planning Analytics
IBM Cognos Analytics
详细了解 IBM 产品与解决方案，欢迎您访问 IBM 官网 或联系 IBM 专
家.

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Cloud Pak for Data 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多
信息，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https://www.ibm.com/cn-zh/products/cloud-pak-for-data

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
到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
制的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合作伙伴公众号

访问 IBM 云官网

了解 IBM Cloud Pak fo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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