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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6我们创造了多项业内第一

PART1 成绩篇

但成绩只是起点！



第一已经成为一种习惯

200,000,000

NO.1 业内年销售额第一

2016年实现销售额近2亿元，国内商业智能领

域销售额第一，连续7年独占鳌头。

6,000+

NO.1 业内客户总量第一

企业客户企业客户总计超过6000家，增量、

总量均为业内第一。用户开发者超30万，每

天有超过200万人使用帆软产品。

400+

NO.1 业内组织规模第一

这一年我们迎来了更多的新面孔，帆软员工

人数突破400人，同业内组织规模第一。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帆软百城标杆案例巡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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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300,000

NO.1

22

NO.1 2016年走过22城，场场火爆

10,000

NO.1 总计超万人的现场大数据狂欢

辐射线上线下近30W的番薯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帆软百城标杆案例巡展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帆软百城标杆案例巡展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帆软百城标杆案例巡展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帆软行业高峰论坛

80

NO.1 场均超过80家行业巨头与会，医药峰会达120家

150

NO.1 场均150位行业CIO/信息化负责人思维碰撞

72H

NO.1 三天两晚的闭门会议与标杆参观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3.28
银行峰会

5.29
地产峰会

11.17
化工峰会

11.24
医药峰会

帆软行业高峰论坛



品牌号召力的空前释放

帆软线下实战用户培训

35

NO.1 线下35城联动，每月定期免费培训

72

NO.1 场均72位番薯到场学习交流，座无虚席

5500

NO.1 半年累计参加培训人次达5500人次



15904

57096

500W

2016年论坛注册人数达到57096人
（截止12月22日）

2016年论坛月平均活跃用户达到15904人
忠实粉丝非常活跃

2016年帆软论坛总PV数突破500万次
在垂直行业论坛日衰的今天，帆软论坛依旧枝繁叶茂

205333
发帖总数达到205333封

论坛依旧一片欣欣向荣

bbs.fanruan.com



[2]创新是帆软保持卓越的源泉

PART2 变革篇

前进步伐从未停止！



全新的品牌形象与内涵

全新域名 全新logo 全新内涵

“让数据成为生产力”

*请于文末观看内涵诠释视频*

fanruan.com

finereport.com

finebi.com



产品创新是核心竞争力

V4.0

1 双效大数据处理引擎，更快速

2 前端自由探索式分析，更灵活

3 全新UI与交互体验，更人性

4 全新可视化图表组件，更丰富

V8.0

1 完善灾备与系统监控体系，更稳定

2 填报与决策报表优化，更完善

3 一键升级和安装插件，更易用

4 组件可复用，开放接口丰富，更开放



帮助文档又创业内先河

在线帮助文档

帆软拥有业内最完善的帮助文档。今年更是创新地将其改造成开放的百科式的产

品在线文档，允许所有用户进行编辑，来完善产品和功能的介绍，以帮助更多人

1,327

NO.1

10,214

NO.1 截至12.27共有超过1万多名用户参与文档编辑

截至12.27共有超过1300多篇文档被正式收录

注册
帆软论坛

进入在线
文档编辑

完善文档
收获经验

在论坛获得荣誉与收益



积极打造生态共赢圈

帆软插件开发者联盟

帆软讲师团

帆软互助团队 帆软顾问团
UNION

VIP共创客户

围绕生态共赢，我们形成了帆软插件开发者联盟，帆软互助团队，

帆软讲师团，帆软顾问团，帆软VIP共创客户的互惠共同体。

7000

5000

总问题数 互助团队解决数

互助团队

2016论坛用户累计提问7000个，互助团

解决5000个，平均响应时间≤3min。

互助团队65人，5位叫兽，16位砖家。

26

46

开发者 开发项目

开发者联盟

2016年400多位储备开发者经过层层选

拔最终26位成为帆软认证插件开发者，

并成功开发项目46个。



帆软应用中心初露锋芒

2015年我们将产品功能模块化，通过开放的API来接入更多开发者，以插件的形式

为用户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功能，意图打造基于帆软生态的“APP STORE”。

200,000

NO.1

80

NO.1 2016年总计上线80款应用插件

10,000

NO.1 单月插件下载量破1万次

应用中心累计插件下载数量超20万次



帆软线上公开课开讲啦

>
<

FineReport
产品经理

FineBI
产品经理

FineMobile
产品经理

FineCharts
产品经理

讲师团

资深番薯

番薯 帆软工程师 帆软销售 帆软市场部

听课团

线上公开课

每月一期与帆软产品经理、资深番薯面对面，学习产品新功能，分享产品使用技

巧。让知识更易得，让分享无界限。



[3]番薯的陪伴让我们一路收获了很多

PART3 番薯篇

满是感动和喜悦！



番薯中秋节千里送祝福 中秋寄祝福

2016年中秋节，我们收到了来自全球的各地番薯寄来的感恩与祝福

明信片。明信片虽轻，但我们收到的却是沉甸甸的感动。

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帆软十佳用户评选大赛

217,904

NO.1

120

NO.1 截止12.28 超过120多名番薯参加此次评选

115,442

NO.1 截止12.28 累计投票数达到10万多票

截止12.28 累计访问人次超过21万

《我与帆软初相识》

《2016年最大的收获，与帆软相遇》

《报表因你而精彩，感谢有你,帆软》

《一生陪伴，一生帆软》

《初入社会，结识的“你”》

《没有所谓的套路，一切以实力说话》

《帆软，一个令人敬佩的企业！》

《帆软的出现让我有了目标和野心》
《帆软报表走出国门》

《大数据时代，有故事的帆软》

《人生抉择——帆软改变的，不只是你的工作》

《帆软——不仅做产品，同时还在做“人”》

《我是个学文秘的，但却和FR有了不解之缘》

*更多让帆软创始人薛宝感动落泪的用户故事请关注帆软公众号查看*

我们收获了满满的感动



番薯们还做了很多事情

2016年番薯们一起参与了多项活动，为产品更完善，也为帮助更多人

《主题插件开发大赛》 《SVG地图绘制众包》 《插件特约评论员》

主题插件开发大赛已经开展到第

二届，番薯们表现出了前所未有

的参与热情。

帆软数据地图内置丰富的地域

颗粒，细至县域级。其中有很

多SVG地图绘制出自番薯。

应用中心丰富的插件应用，各有

其贴切的应用场景，插件评论让

优秀的插件得到更多用户青睐。

346

10

346位开发者参与两轮激烈赛事

最终十款主题入围并获得大奖

25

300

25人参与众包三天时间完成

累计超过300副区域地图被绘制完成

26

1000

26人参与为期10天的插件体验与评论

为应用中心留下了接近1000条体验

《填报模板征集令》

帆软产品经理为产品精益求情，征集

卡慢的填报模板以针对性优化性能。

番薯们提供了第一手的模板资料。

26

100%

26人参与提交了多类填报模板

成功帮助帆软将填报性能提升一倍以上



我们不只谈发烧与情怀

商城已赠充值卡

100,000

NO.1

5,000

NO.1 累计超过5000多名番薯在帆软获得收益

500,000

NO.1 光开发者就在2016年的46个项目中获益近50万元

番薯们光兑换的充值卡金额已达10余万元

中秋大礼包



与优秀的人一起做优秀的事
员工番薯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为27岁的年轻人创造了每天超过200W人正在使用的产品



萌宠吉祥物悟帆降临

悟帆走出论坛，不再是嬉笑怒骂的表情包。它来到我们身边，甫一现身就受到万千迷妹们的追崇。



FANRUAN
2016 结 语

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

既然选择了远方

便只顾风雨兼程

我不去想能否赢得爱情

既然钟情于玫瑰

就勇敢地吐露真诚

我不去想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

既然目标是地平线

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

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