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科合作伙伴生态系统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 Cisco Services Partner Program
全球业绩管理附录
思科在全球的所有一级和二级合作伙伴
思科将对本文档进行定期更新，请合作伙伴通过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网站（“计划网站”）上提供的通知注意更改情况。有关
最新版本，请务必参阅www.cisco.com/go/cspp 在线提供的英文版本。如果在本文档翻译版本与计划网站上提供的本文档英文版
本之间存在不一致之处，以英文版本（英文版本是思科与其合作伙伴之间的协议的一部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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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7月30日

概述
在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全球计划指南中规定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业绩管理附录提供了针对PSS的准入资格要求以及用于评
价该计划的持续要约资格的业绩评估周期（PEP）。其中按思科合作伙伴的服务系列和认证级别（在适用情况下）提供了折扣，返
点和基于业绩的资格的目标和范围。其中还提供了规定该计划的奖励和资格要素所使用的业绩评估周期的规则。
对于在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从思科直接和/或间接购买思科服务的合作伙伴，本业绩管理附录作为参考纳入
www.cisco.com/go/cspp 中显示的全球计划指南。如果在本业绩管理附录与全球计划指南之间存在矛盾，以本业绩管理附录为
准。
对于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业绩管理附录，所有引用均指向“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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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提供的服务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允许合作伙伴选择最适合其商业模式和投资策略的服务产品，同时可使它们与竞争对手进一步区别开来。我
们提供以下服务系列：

思科品牌服务Cisco Branded Services
思科品牌服务属于延长网络产品服务生命周期的面向转售的服务产品。合作伙伴从思科或思科授权分销商购买服务，将服务转售给
客户，并在思科交付服务的同时管理客户关系。思科品牌服务包括技术服务、高级服务和增强管理服务。

思科协同服务Cisco Collaborative Services
专门为合格合作伙伴设计的思科协同服务使合作伙伴能够通过思科智力资产创造利润，将这些智力资产与它们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知识
结合起来，与思科一起交付最佳服务。可通过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获得的协同服务包括协同专业服务和合作伙伴支持服务。

要约资格
如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计划指南“要约资格”一节中的规定，合作伙伴必须持续满足注册要求以及对
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requirements-playbook.pdf 中提供的建立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项下每个服务要约中所规定的协同服务的广度和/或基于基础架构的资格的要求。
此外，针对加入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将使用业绩要求确定其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PSS）等某些协同服务的资
格。以下几节介绍了具体要求。

思科品牌服务的资格
根据计划指南中的规定，所有加入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思科合作伙伴均有资格转售思科品牌服务。除上述持续满足注册要求之
外，对销售思科品牌服务再没有其他资格要求，某些思科授权技术提供商计划限制条件或专业资质要求可能适用的情况除外。

协同服务的资格
我们将根据一个合作伙伴的能力的广度和/或基于基础架构的资格确定协同服务的资格。此外，最低服务销售额和交付业绩要求
也可作为定义服务要约资格的依据。视协同服务产品以及地理区域而定，资格要求会有所不同：
●

广度是根据能否获得思科认证和/或能否成功完成要求的评价确定的。认证和评价旨在衡量一个合作伙伴在多种技术和服务交
付工具上的服务能力，及其在多项生命周期服务上的流程和基础架构。具体认证和评价要求是在服务产品级别上定义的。本计
划指南中没有对各项服务产品要求作出规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cisco.com/go/cspp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requirementsplaybook.pdf 中
的建立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

●

一个合作伙伴的投资的基于基础架构的资格是根据该合作伙伴的思科专业资质、称号和授权技术提供商（ATP）身份定义的，以确
认在视频、高级路由和交换或统一通信等具体技术领域具有较强的服务交付专业能力。我们将要求合作伙伴在一个或多个技术领域
拥有至少一项思科高级专业资质或主专业资质，还可能根据服务产品要求合作伙伴拥有具体专业资质。我们将为每个服务产品定义
并根据地理区域适当调整协同服务的具体要求。本计划指南中没有对各项服务产品要求作出规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cisco.com/go/cspp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requirementsplaybook.pdf 中的建立
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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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合作伙伴可能会选择达到某种特定技术的“基于基础架构的资格”要求，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将考虑针对该技术提供特定返
点。请参阅www.cisco.com/go/cspp 中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业绩管理附录。
要获得具体要约，可能还要满足其他要求。例如，要获得新的技术和新兴技术的服务产品，可能需要具有思科高级技术提供
商（ATP）称号。本计划指南中没有对其他要求作出规定。有关更多信息，请参阅
www.cisco.com/go/cspp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 -requirements-playbook.pdf
中的建立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
此外，针对加入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合作伙伴，我们还将使用业绩要求确定其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PSS）等某些协同服务的资
格。后面将介绍具体要求。

合作伙伴支持服务(PSS)的准入资格
如果满足对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requirements-playbook.pdf 中提供的建立
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项下所规定的已定义的广度和/或基于基础架构的资格的要求，合作伙伴即可有
资格访问合作伙伴支持服务。此外，在请求访问PSS之前，这些合作伙伴还必须满足对位于www.cisco.com/go/cspp 中的业绩
管理附件中为一级合作伙伴定义的衡量周期的特定地区销售业绩要求。表1提供了PSS的准入资格的业绩指标和衡量周期。
对于满足PSS的所有准入资格要求的合作伙伴，在收到该合作伙伴PSS访问的申请后，我们将在下一个月度激活周期为其提供访问
权限。针对PSS访问的所有已填妥申请表都必须在每月激活上线日期之前两周内通过合作伙伴计划注册（PPE）工具进行提交。有
关希望的激活日期，请合作伙伴联系其思科销售代表。
表1. PSS准入资格的业绩指标和衡量周期
衡量的业绩指标

评价的指标周期

配售率 Attach Rate

截至合作伙伴PSS访问申请之前的季度的（根据有限终生保修 [LLW] 调整的）综合配售
率。

续约率 Renewal Rate

对于在思科第一财季期间获得资质的合作伙伴：截至上一财年结束时的本年度截至现在
为止的（YTD）续约率。
对于在思科第一财季之后获得资质的合作伙伴：合作伙伴PSS访问申请之前的最近两个
完整季度中续约量之和除以机会之和*
服务请求率滚动累计为使用合作伙伴PSS访问申请之前的最近一个完整季度的结果计算
的滚动年化平均值*

服务请求Service Request
退货授权（RMA）

RMA率滚动累计为使用合作伙伴PSS访问申请之前的最近一个完整季度的结果计算的
年化平均值*。

* 示例：对于在三季度获得资质的合作伙伴，应根据（Q1续约率分子 + Q2续约率分子）除以（Q1续约率分母 + Q2续约率分母）进行衡量。.

交付业绩要求只适用于以前访问过联合交付产品和服务的合作伙伴。
如果合作伙伴在总体计划视图工具中没有续约率分母值，则不使用配售率和/或续约率来确定PSS的资格。
总体计划视图(Total Program View)不对合作伙伴的历史数据进行合并，因此，如果两个非PSS合作伙伴发生兼并，将使用新实体
所属的BEGEO ID合作伙伴的业绩数据来确定PSS资格业绩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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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择在汇总水平上衡量其业绩指标的思科全球和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将在汇总水平上对新获得资质的合作伙伴实体的业绩进行
衡量。对于选择在国家集团级别上进行衡量的跨国认证合作伙伴，思科将在国家级别上对新获得资质的合作伙伴实体的业绩进行衡
量。合作伙伴可以根据思科财年日历每年对其汇总选择进行更改。更改合作伙伴汇总选择的请求必须在6月30日之前送达思科，然后
才能对下一财年生效。有关详细信息，请参见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全球计划指南之附录A。
销售PSS的思科全球和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可以选择启用进行PSS销售的、合作伙伴实体通过转售或云和托管服务计划满足所有其他准
入资格要求的新的地点。如果合作伙伴的新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实体在总体计划视图（Total Program View）中没有任何销售指
标，则合作伙伴将不需要满足准入资格指标门槛。

业绩评估周期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s
一个合作伙伴获得访问PSS的权限后，我们将采用业绩评估周期（PEP）作为在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进行业绩衡量的基础，该
周期与思科财年一致（请参见表2）。
表2. 业绩评估周期定义
业绩评估周期1
(用于在2月1日当日或之前获得访问PSS的权限的合作伙伴）
思科财季

1

2

3

4

业绩评估周期2
（用于在2月1日之后获得访问PSS的权限的合作伙伴）
1

2

3

4

就持续PSS资格对一个合作伙伴进行的初始业绩评估取决于该合作伙伴获得访问PSS的权限的月份。
●

对于在当前思科财年2月1日当日或之前获得访问PSS的权限的合作伙伴，将根据PEP 1期间的销售和交付业绩确定PSS的持续资
格。

●

对于在当前PEP的2月1日之后获得访问PSS的权限的合作伙伴，将根据PEP 2期间的销售和交付业绩确定持续PSS资格。

合作伙伴支持服务(PSS)的持续资格
要保持访问PSS的权限，合作伙伴就必须继续满足 http://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requirements-playbook.pdf. 中提供的建立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项下所规定的已定义的广度和/或基
于基础架构的资格的要求。在一个PEP期间未能保持满足广度和/或基于基础架构的资格的要求的合作伙伴可能失去在PEP期
间访问PSS的权限。要重新获得访问PSS的权限，则适用之前在“PSS的准入资格”项下规定的准入资格规则。
继续访问PSS的权限还取决于在被评估的PEP期间的销售和交付业绩。合作伙伴必须根据位于www.cisco.com/go/cspp 中的业绩
管理附件中为一级合作伙伴定义的衡量周期同时满足销售和交付业绩要求，才能保持访问PSS的权限。表3提供了针对持续PSS
资格所评价的业绩指标和衡量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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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针对持续PSS资格所评价的业绩指标和衡量周期
业绩指标

在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评价的指标周期
截至PEP结束时的配售率结果。

配售率 Attach rate

•

到过渡之后第一个完整PEP结束之前，（根据LLW调整的）综合配售率“月度机会报告”中所反映的配售

率。任何后续PEP期间（根据LLW调整的）综合配售率。
续约率 Renewal rate

YTD续约率（总计）：截至PEP结束时的年度视图。.

服务请求 Service request

使用截至PEP结束时的结果计算的服务请求率滚动累计

退货授权(RMA)

使用截至PEP结束时的结果计算的RMA率滚动累计

有指标结果都将根据一个“衡量日期”— 即合作伙伴提交PSS访问申请之前最后一个完整季度结束时 — 进行确定，除非该合作伙伴的
申请是在第一个思科财季提交的。在这种情况下，将使用7月31日作为衡量日期（与计划开始日期之前的财年的年度总体计划视图衡
量周期的最后一天重合）。
如果合作伙伴在总体计划视图工具(TPV)中没有配售率和/或续约率分母值，则不使用配售率和/或续约率来确定PSS的资格以及（在
适用情况下）服务销售返点激励（SSDI）。

合作伙伴支持服务资格桥梁（PSS资格桥梁）
未能满足持续PSS资格的业绩目标的合作伙伴将有机会参加PSS资格桥梁，并将自动被准许进入PSS资格桥梁周期。在合乎条件的情
况下，未能满足持续PSS资格的业绩目标的PSS合作伙伴将自动参与PSS资格桥梁并据此接受本文规定的条款和条件。思科可以自行
决定拒绝未能满足业绩目标且在最近两个季度（Q3和Q4）没有任何预订的合作伙伴参加PSS资格桥梁。
在一个思科财年期间参加过PSS资格桥梁的合作伙伴在下一财年将不得参加PSS资格桥梁。对于自行选择不参加或者因在上一财年
参加过PSS资格桥梁而无法再参加PSS资格桥梁的合作伙伴，我们将删除其PSS订购访问权限，此删除于当前思科财年第三个月的
第一天生效；在满足所有准入资格要求之后，合作伙伴可以在Q3重新申请。在合作伙伴接受PSS资格桥梁后有效指标争议得到解决
且准许的指标调整证明合作伙伴满足了相关PEP的所有指标资格要求的情况下，即可视为该合作伙伴已经满足了上一次PEP的持续
资格要求，我们将不再考虑其参加PSS资格桥梁。
在PEP期间未能满足交付业绩要求但满足了服务销售返点激励（SSDI）的销售业绩要求（视情况而定）的EEA和EMER地区的
合作伙伴在PSS资格桥梁周期期间可以（在基于认证的返点基础上）继续获得SSDI。在PEP期间未能满足SSDI的销售业绩要求
的合作伙伴在PSS资格桥梁周期期间将不能获得SSDI；仅适用基于认证的返点。
在为期六个月的PSS资格桥梁周期期间，合作伙伴将继续拥有访问PSS的权限。到PSS资格桥梁周期结束时，合作伙伴必须已经满
足所有持续PSS资格要求，才能在PSS资格桥梁周期之后继续访问PSS。在PSS资格桥梁周期结束后，将对业绩进行评价，如表4
所示。
表4. PSS资格桥梁周期结束后所评价的衡量周期
配售率Attach Rate

续约率Renewal Rate

服务请求Service Request

在思科第二个财季结束后 Q1续约率分子 + Q2续约率分子除以
进行衡量
Q1续约率分母 + Q2续约率分母

退货授权RMA

在思科财季结束后衡量的年化服务请求和RMA滚动累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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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PEP结束时未能满足业绩要求的合作伙伴，我们将删除其PSS订购访问权限，此删除于思科第一财季第三个月的第一天生效。在PSS访问权限被删除
的情况下，不再提供对现有PSS报价的保护。
如果一个合作伙伴满足了PSS资格要求，他们可以选择在当前财年第三个季度开始时（在线申请）PSS，并可最早于当前PEP周期内第三个季度的第三个月
获得访问PSS的权限。
准入资格业绩要求和衡量周期均适用。表5为这些规则的汇总。
表5. PSS资格评价规则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 1
Q1

Q2

Q3

合作伙伴未满足业绩要求

Q4

业绩评估周期3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 2
Q1

Q2

Q3

Q4

Q1

Q2

Q3

Q4

PSS资格桥梁周期
合作伙伴达到要求的业绩水平

合作伙伴访问PSS订购的权限被保
持

PSS资格桥梁周期
合作伙伴未达到要求的业绩水平

合作伙伴访问PSS订购的权限被暂 合作伙伴可以重新申请访问PSS的权限**
停*
准入资格规则适用

* PSS订购暂停将在最终确定PSS资格桥梁计划周期的业绩后思科第三财季的第三个月生效。
** SS订购将在不早于思科第一财季的第三个月恢复。

在争议最后期限之前正当提出争议且解决结果（一旦被批准）将充分提高合作伙伴满足PSS要求（PSS资格桥梁或PEP）的可能性的
情况下，思科保留推迟删除等待争议解决的合作伙伴的PSS访问权限的权利。
如果有争议的问题是在争议最后期限之前正当提出的且该问题不会充分改变合作伙伴的地位而使之达到资格目标，则不考虑推迟PSS
的访问。
对于已经选择在汇总水平上衡量其业绩指标且未获得PSS资格的思科全球和跨国认证合作伙伴，我们将为其提供一次正常的PSS资格
桥梁。如果他们未通过PSS资格桥梁且希望重新申请下一年度，合作伙伴可以：
•

继续使用汇总视图并对其汇总指标进行评价，以确定他们是否能重新获得汇总实体资质

•

选择不进行汇总并请求在单个国家集团级别上恢复PSS。思科将不会使用汇总业绩恢复单个国家集团PSS。

如果一个全球和跨国认证合作伙伴不进行汇总且其在某些国家未通过PSS，则每个失败的国家都将获得正常的PSS资格桥梁。如果该
合作伙伴随后选择在下一年进行PSS汇总，思科将对该合作伙伴的指标进行合并，以确定该合作伙伴是否集体满足PSS要求。
如果一个全球或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出于业绩考虑在第一年进行汇总且未满足PSS资格，我们将为其提供参加PSS资格桥梁的机会e
●

如果在PSS资格桥梁周期后该合作伙伴的汇总视图满足资格要求，则该合作伙伴在第二年可继续使用PSS

●

如果在第二年之后该合作伙伴的汇总视图看起来将再次不能满足PSS要求，该合作伙伴可以选择在第三年对每个国家集团独立进行
PSS评估

– 达到PSS目标的国家集团在第三年将保持PSS资格
– 未达到PSS目标的国家集团在第三年将不会获得访问PSS的权限，也没有资格参加PSS资格桥梁，因为该合作伙伴在上一年已参
加过PSS资格桥梁
o

未达到PSS目标的国家集团可以根据以上为那些未通过PSS资格桥梁流程的合作伙伴确定的过程“重新申请”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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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已加入PSS或未加入PSS的）合作伙伴A与符合以下条件的合作伙伴B发生收购和/或兼并：
●

是已加入PSS的合作伙伴

●

本身不再存在

●

上一年未通过PEP

●

曾经加入或曾经试图加入PSS资格桥梁，

则合作伙伴A将承继该兼并和/或收购之后的PSS资格桥梁，并应在该PSS资格桥梁周期结束后达到门槛要求。
如果该合作伙伴选择不请求根据选择性BID进行评价，我们将在资格桥梁结束后根据TPV工具中列出的BEGEOID结果项下的集体（被
收购公司和母公司均包括在内）业绩对其进行评价。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返点与业绩管理
如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全球计划指南“合作伙伴返点与业绩管理”一节所述，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返点模式由初始折扣和返点结
合组成：1
●

首先根据要约和产品类别从目录价格或明细表价格上获得折扣1。

●

将按照（折扣和调整之后的）合格技术支持净预订量按季度支付赢得的业绩返点1，条件是要满足最低业绩指标。

向组合中添加产品后，折扣和返点中可能会出现一个变量，如：具有并非来自针对思科一级合作伙伴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折扣的符合
返点资格的要约。
注：综合服务（AS/TS）采用与技术服务相同的折扣和返点结构。

折扣 Discounts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中的初始折扣视转售服务产品系列和相关产品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并且只适用于已经加入该计划、与思科
之间存在直接服务购买关系的合作伙伴，一般称为思科一级合作伙伴
折扣将适用于思科品牌服务产品的目录价格以及协同服务系列产品的明细表价格。明细表价格是思科对合作伙伴的协同服务的价
格。这些折扣列在针对一级合作伙伴的全球业绩管理附件中。通过分销渠道进行采购的思科一级和二级合作伙伴应联系各自的分销
商了解折扣信息。

EEA和EMER地区的服务销售折扣激励（SSDI）
除上述折扣之外，有资格购买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合作伙伴可能还有资格获得服务销售折扣激励（SSDI）。

SSDI的准入资格
通过满足衡量周期的销售业绩要求，获得访问PSS的权限的EEA和EMER地区的思科合作伙伴还能获得赢得SSDI的资格。满足这些
要求的合作伙伴将可以从下一个月度激活周期起开始赢得SSDI

1

我们向通过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合作伙伴提供初始回扣。但是，这些合作伙伴没有资格享受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的
返点。通过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合作伙伴有资格享受赢得的业绩折扣，而非返点。针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所显示的返点定
义和计算方法与对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倒算的业绩折扣相同。本文档将在后面“业绩折扣业务规则”一节中提供针对后端业绩折扣的具体
业务规则。除赢得的业绩折扣之外，还与其他地区一样提供初始回扣。合作伙伴将按照（折扣和调整之后的）合格技术支持净预订量赢得每个季度的赢得的业绩折扣，
条件是要满足最低业绩指标。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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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合作伙伴在总体计划视图工具中没有续约率分母值，则不使用配售率和/或续约率来确定PSS的资格。

EEA和EMER地区合作伙伴的业绩评估周期
一个合作伙伴开始赢得SSDI之后，我们也将采用业绩评估周期（PEP）作为对持续SSDI资格进行业绩衡量的基础。
就持续SSDI资格对一个合作伙伴进行的初始业绩评估取决于该合作伙伴开始赢得SSDI的月份。
●

对于在当前思科财年2月1日当日或之前开始赢得SSDI的合作伙伴，将根据PEP 1期间的销售业绩确定SSDI的持续资格。

●

对于在当前PEP的2月1日之后开始赢得SSDI的合作伙伴，将根据PEP 2期间的销售业绩确定持续SSDI资格。

SSDI的持续资格
要保持访问SSDI的权限，合作伙伴就必须达到或超过最低销售业绩目标。从合作伙伴的第一个PEP开始。我们将按照全球业绩管理
附录附件中的定义对基于配售率和续约率的销售业绩进行衡量。
在一个PEP期间不能持续达到最低业绩目标的合作伙伴在后续PEP期间将不能赢得SSDI，自未能达到业绩要求的PEP之后第三个月的
第一天开始生效。在后续PEP期间，将适用基于认证的折扣。对于SSDI，我们不提供PSS资格桥梁。达到或超过销售业绩要求的合作
伙伴可以再次开始赢得SSDI，自该合作伙伴达到销售业绩目标的后续PEP之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开始生效。表6为这些规则的汇总。
表6. SSDI业绩评估周期评价规则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 1
Q1

Q2

Q3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 2
Q4

Fail either sales performance target

Q1

Q2

Q3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iod 3
Q4

Q1

Q2

Q3

Q4

SSDI not applied for 12 months,
beginning with month 3 of PEP
Certification based discounts apply
Meet both sales targets

SSDI applied for 12 months,
starting with month 3 of PEP

对于选择在汇总水平上衡量其业绩指标的思科全球和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将在汇总水平上就SSDI资格对其业绩进行评价，同时覆盖
针对跨国认证所定义的地理区域。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阅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全球计划指南之附录A。如果一个思科全球或
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在附录A中列出的任一地理区域达到了SSDI业绩目标，该地区可以访问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所有当地合作伙伴实
体均可享受SSDI。

返点Rebates
根据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全球计划指南“业绩管理”一节中的定义，思科将以现金电汇的形式就合格服务预订量按季度向达到
位于www.cisco.com/go/cspp 上的业绩管理附录附件中定义的业绩目标的合作伙伴支付返点。视地区而定，返点会稍有不同。表
7提供了有关每种返点类型的更多信息。
注：

通过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合作伙伴没有资格获得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

下的返点，但有资格获得本文规定的业绩折扣。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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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返点指标：国家集团类型
返点

国家集团

定义

销售业绩返点

美国和加拿大

将使用配售率和续约率指标确定销售业绩返点。针对配售率和续约率
的返点计算是相互独立进行的；一个合作伙伴可以根据配售率、续约
率或配售率加续约率赢得返点。销售业绩返点适用于所有合作伙伴。

交付业绩返点

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向拥有访问PSS的权限的合作伙伴提供交付业绩返点，并将使用
服务请求率和退货授权率指标确定该返点。合作伙伴必须同时达到这
两项交付指标的业绩目标，才能赢得该返点的交付部分。我们只针对
合格PSS预订量支付交付业绩返点。

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用于 所有其他国家集团*
计算销售业绩返点和基于价
值的服务返点）

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用于计算针对思科品牌服务（TS）的销售业绩返
点以及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销售业绩返点
百分比同时基于配售率和续约率业绩。

基于价值的返点

所有其他国家集团*

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百分比结合了一个合作
伙伴的使用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以及该合作伙伴的交付业绩系数的销
售业绩和交付业绩。我们只针对合格PSS预订量支付交付业绩返点。

尊享服务返点

所有国家集团*

当选择尊享服务水平而非可用服务的基本或最低水平时，合作伙伴有
资格获得尊享服务返点。尊享服务返点适用于合格TS和增强托管服务
（EMS）服务水平。

软件加速器返点
尊享软件加速器返点
（SWAR）

所有国家集团

符合软件加速器返点资格的TS软件支持预订量大于零且销售业绩返点
百分比也大于零的合作伙伴有资格为其符合软件支持资格的预订量获
得统一为3%的尊享软件加速器返点。

* 对于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将提供针对未来订单的后端业绩折扣而非返点。针对美国以外的国家所显示的定义和计算方法与对思科中国有
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倒算的业绩折扣相同。本文档将在后面“业绩折扣业务规则”一节中提供针对后端业绩折扣的具体业务规则。
后面还将提供针对不同国家集团的每种返点的确定方法、定义和计算。此外，位于www.cisco.com/go/cspp 中补充文档项下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指标定义指南中
还提供了确定每个返点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公式。

美国和加拿大的服务销售业绩和交付业绩返点指标
将使用配售率和续约率指标确定销售业绩返点。针对配售率和续约率的返点计算是相互独立进行的；一个合作伙伴可以根据配售率、
续约率或配售率加续约率赢得返点。销售业绩返点适用于所有合作伙伴。配售率和续约率的定义和衡量周期如下：
:
●

配售率Attach rate：配售率是用于衡量一个合作伙伴销售或购买与其销售的硬件相关的服务的能力的合作伙伴级别的指标。同时根
据思科品牌服务和协同服务进行计算且只考虑当前衡量周期的服务协议销售额。
配售率衡量周期为后推三个月进行本年度截至现在为止的（YTD）配售率计算的滚动12个月时期，实际上产生了向后15/向
前12的衡量周期。用于确定所赢得的返点的最终业绩将基于合作伙伴在衡量周期结束时的YTD配售率。

●

续约率Renewal rate：续约率是用于衡量一个合作伙伴续签现有服务合同的能力的合作伙伴级别的指标（与所覆盖项目
的年限或该合作伙伴最初是否已经售出该硬件无关）。同时根据思科品牌服务和协同服务进行计算。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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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约率衡量周期为进行本季度截至现在为止的（QTD）续约率计算的3个月时期。
我们向拥有访问PSS的权限的合作伙伴提供交付业绩返点，并将使用服务请求率和退货授权率指标确定该返点。合作伙伴必
须同时达到这两项交付指标的业绩目标，才能赢得该返点的交付部分。我们只针对合格PSS预订量支付交付业绩返点。这两
项交付指标的定义如下：
●

服务请求率Service request ratio： 服务请求率用于衡量一个合作伙伴处理和解决0级至3级技术支持问题的能力（思科要求合
格合作伙伴在无需动用思科资源提供额外支持的情况下必须能够解决这种复杂程度的问题）。

●

退货授权（RMA）率：RMA率用于衡量一个合作伙伴在请求硬件更换之前说明技术支持问题的有效性。

最低和最高销售及交付业绩门槛值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团队负责确定销售和交付业绩指标的最低和最高业绩门槛值。合作伙伴必须达到最低业绩目标，才能赢得每个
业绩指标的返点。最大返点标志着百分率上限；返点不会超过此百分比。
如果合作伙伴赢得的返点金额超过至少250美元的最低支出，则合作伙伴将获得一笔返点付款。如果合作伙伴在一个季度结束时未达
到最低返点金额，则所赢得的返点金额可以结转（累积）一个季度。没有最高返点付款金额。
与根据阶梯业绩门槛确定返点的现行计划不同，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采用一种线性返点付款方案，允许合作伙伴赢得与其真实业绩
成正比的奖励。
采用数学函数（返点% = (M x X) + B）确定返点百分比，式中：M和B为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团队为每个指标设置的系数，X为实
际指标结果。总体计划视图工具中提供了每个指标的系数值（M和B）以及最低业绩目标。在一个季度的第一份每周指标出版物的总
体计划视图中显示的数值在整个季度期间都将保持有效，并将被用于计算该季度结束时的返点。
思科保留每季度对系数值和相关最低业绩目标进行修订的权利。有关指标和业绩门槛值，请参阅业绩管理附录附件。

除美国和加拿大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集团的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销售业绩返点和基于价值的返点指标
后面还将提供针对不同国家集团的每种返点的确定方法、定义和计算。此外，位于www.cisco.com/go/cspp 中补充文档项下的思科服
务合作伙伴计划：指标定义指南中还提供了确定每个返点指标的计算方法和公式。
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 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用于计算针对思科品牌服务（TS）的销售业绩返点以及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
值的服务返点。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同时基于配售率和续约率业绩，并通过一个线性数学函数加以确定：
●

针对思科品牌服务（TS）的销售业绩返点：针对思科品牌服务（TS）的销售业绩返点是合作伙伴获得的季度返点金额，等于销售业
绩返点百分比乘以合格预订量美元价值。合作伙伴可根据配售率、续约率或配售率加续约率获得返点。
位于www.cisco.com/go/cspp 中的业绩管理附录附件中提供了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范围。合作伙伴可在总体计划视图工具
中查看其返点百分比和预估返点金额。
合格预订量是使用本附录后面“返点规则”一节中给出的一些一般的以及针对特定返点类型的业务规则确定的。有关合格预
订量的完整列表，请参阅www.cisco.com/go/cspp 中提供的全球合格预订指南。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 2017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Cisco Confidential. For Channel Partner use only. Not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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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百分比：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百分比结合了一个合作伙伴的使
用上述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以及该合作伙伴的交付业绩系数的销售业绩和交付业绩。
一个合作伙伴的交付业绩系数是基于该合作伙伴在规定交付业绩范围内达成服务请求和退货授权（RMA）的情况。该交付业绩系数
是通过从业绩管理附录附件中所定义的范围内找到适当的服务请求和RMA业绩来确定的。这两个业绩水平的较低者决定了相应的交
付业绩系数：
●

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将合作伙伴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百分比乘以该合作伙伴的合格合作伙伴支持服务
预订量美元价值，即可确定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价值的服务返点。

所有国家集团的尊享服务返点
在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符合返点资格的技术服务（TS）硬件总预订量大于零且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也大于零的合作伙伴，
当选择尊享服务水平而非可用服务的基本或最低水平时，有资格获得尊享服务返点。尊享服务返点适用于合格硬件TS和增强托管服
务（EMS）服务水平。针对这两种服务类型所获得的返点是独立的和不同的。
要获得TS尊享服务返点，合作伙伴必须达到根据所谓TS尊享服务率的指标确定的尊享服务业绩的最低水平。该比率是使用符合尊享
返点资格的TS硬件预订量除以符合返点资格的TS硬件总预订量计算的。

达到或超过获得返点所需的最低TS尊享服务率的合作伙伴有资格获得不超过3%的TS尊享服务返点这。购买了增强托管服务
（EMS）产品且获得大于零的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的合作伙伴，还有资格获得针对这些交易的3%的EMS尊享服务返点，如合格预
订指南所示。
在思科全球或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已经选择在汇总水平上衡量其业绩的情况下，对于在一个季度内符合返点资格的预订量为负的单个
国家集团级别合作伙伴实体，将不计算该季度的尊享服务率。

尊享软件加速器返点（SWAR）
符合软件加速器返点资格的TS软件支持预订量大于零且销售业绩返点百分比也大于零的合作伙伴有资格为其符合软件支持资格
的预订量获得统一为3%的尊享软件加速器返点。有关符合软件加速器返点资格的服务水平，请参阅合格预订指南。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业绩管理
业绩管理是确定一个合作伙伴的返点总额以及确定获得该计划提供的具体产品的资格的一个主要部分。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 2017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Cisco Confidential. For Channel Partner use only. Not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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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协同服务的基于基础架构的及广度资格要求
合作伙伴必须持续满足资格要求，才能持续访问协同服务。我们将每月对针对协同服务的基于基础架构的和/或广度资格要求进
行评估；有关具体要求，请参见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eligibility-requirements-playbook.pdf
网站上的建立您的服务组合（Build Your Services Portfolio）。未能持续满足针对一种协同服务产品的这些基于基础架构的和/
或广度资格要求的合作伙伴将在下一个月开始时失去访问权限。
在下一个月15日之前重新满足基于基础架构的和/或广度要求的合作伙伴将在下一个日历月份第一个当地工作日重新获得访问权
限。如果一个合作伙伴在下一个月15日之后满足基于基础架构的和/或广度要求，该合作伙伴将在下下个月开始时重新获得访问
权限。根据任何和所有标准已经失去访问权限的合作伙伴需要申请访问权限。思科将针对在失去资格之前售出的客户合同继续为
合作伙伴提供支持。表8提供了根据基于基础架构的和/或广度要求失去和重新获得访问权限的时间范围。
表8. 根据基于基础架构的和/或广度要求失去和重新获得访问权限的时间范围
6月10日（示例）

7月15日

示例供说明

8月1日

9月1日

合作伙伴未满足针对协同服务 合作伙伴失去访问协同服务产 如果合作伙伴在15日之前重新 合作伙伴在15日之后重新满足
的基于基础架构的和/或广度 品的权限
满足针对协同服务的基于基础 针对协同服务的基于基础架构
资格要求
架构的和/或广度资格要求， 的和/或广度资格要求
则合作伙伴重新获得访问权限

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业绩的资格要求
我们设计针对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基于业绩的资格要求的目的是确保最高水平的客户满意度。除满足必要的广度和/或基于基础
架构的要求之外，合作伙伴还必须达到最低销售和交付业绩目标，才能访问www.cisco.com/go/cspp 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
业绩管理附录附件中所定义的合作伙伴支持服务。

业绩指标
我们在返点计算中使用业绩指标对所有加入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合作伙伴给予奖励。有关指标定义，请参见
www.cisco.com/go/tpv中的总体计划视图工具。在一个季度的第一份每周指标出版物期间的总体计划视图工具中显示的数值在整
个季度期间都将保持有效，并将被用于计算该季度结束时的返点。
s导航至指标仪表板、查看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的记分卡并单击标题为“预期返点%”的一列中显示的任一数值，即可查看返点范围
和业绩目标。
思科保留每季度对系数值和相关业绩目标进行修订的权利。

最终返点金额是如何计算的？
合作伙伴获得的实际季度返点金额等于返点率乘以合格预订量美元价值。合作伙伴可在www.cisco.com/go/tpv 的总体计划视图中查
看其返点百分比和预估返点金额。

合格预订量是使用一些一般的以及针对特定返点类型的业务规则确定的。有关合格预订量的完整列表，请参见
www.cisco.com/go/cspp 中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合格预订指南。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 2017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Cisco Confidential. For Channel Partner use only. Not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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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和返点逐步采纳时间表
指标和返点逐步采纳期可确保支付的业绩返点是根据指标和服务预订量数据的统计相关历史而确定的。指标计算将于合作伙伴过渡
到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后第一个整月的第一天开始。指标计算将包括以下过渡影响：:
●

配售率Attach rate：根据标准配售率定义（“向后15，向前12”），滚动衡量窗口将导致在过渡之前发生的交易被包含在配售率
结果中，直到过渡日期超出衡量窗口为止。正常指标行为决定了这是意料之中的，无需针对此影响进行任何调整。

●

续约率Renewal rate：如果一个合作伙伴的过渡日期在一个思科季度之内，则过渡之前发生的交易将被包含在该过渡季度的指
标结果之中。正常指标行为决定了这是意料之中的，无需针对此影响进行任何调整。

●

服务请求率和RMA率：计算中将不包括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指标计算开始日期之前的任何交易。如果合作伙伴的过渡日期不
是一个月的第一天，则指标结果中将不反映交易日期与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衡量开始日期之间的交易。这是意料之中的，无
需进行任何调整。

●

返点计算将于指标和返点激活之后第一个整月的第一天开始。合格预订量数值中将不包含该月份之前发出的预订。

所有合作伙伴从哪里能跟踪业绩？
总体计划视图（www.cisco.com/go/tpv ）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一个了解其在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中的业绩的统一、客观、及时
的窗口。它可为合作伙伴提供最新的业绩指标和业务指标，帮助他们发现实现盈利性增长和提高经营效率的领域。该在线工具可
缩短收集和计算这一数据所需的时间，有助于确保合作伙伴能掌握快速应对商机或瞬息万变的商业指标所需的信息。

什么是合作伙伴返点支付流程？
我们每季度对业绩指标和合格预订量进行跟踪，每季度对返点付款进行处理和支付。我们将使用Global EasyPay系统进行返点支
付。根据思科渠道合作伙伴计划，我们将在国家集团级别上支付返点。
对于通过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合作伙伴，思科将根据其在本计划之下的指标业绩为达
到要求的业绩目标的合作伙伴提供针对未来订单的业绩折扣。这些业绩折扣将保持在激励中心（Incentive Hub）中，并根据合格服务
预订量按季度提供给合作伙伴。
有关支付流程的详细信息，请参阅www.cisco.com/web/partners/services/cspp/downloads/cspp-externaloperations-guide-global.pdf 中的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操作指南。

返点规则和业绩折扣规则
一般返点/业绩折扣规则（适用于全球所有合作伙伴）
1.

我们只有在为该国家集团指定一位有效返点协调员之后才会对返点付款进行处理。

2.

服务预订必须：
a) 在本计划之下发出；以下类型的预订除外：

– 针对供合作伙伴内部使用的产品的服务
– 打算转售给另一个合作伙伴或分销商的服务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 2017 Cisco and/or its affiliates.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document is Cisco Confidential. For Channel Partner use only. Not for public distrib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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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由合作伙伴从该合作伙伴的国家分组中发出
c) 对于位于该合作伙伴国家分组之内的最终客户:

– 排除针对位于该合作伙伴国家分组之外的客户或客户地点的预订。
– 排除没有有效最终客户信息的预订。
– 排除显示该合作伙伴为客户的预订。
3.

只有向思科或思科授权分销商直接发出的服务预订才有资格。

4.

针对所有折扣类型的合格预订均包括针对符合以下条件的技术支持服务的预订:

5.

●

在被评价的思科财季期间发出的

●

针对该合作伙伴不是最终用户或客户的服务

●

从合作伙伴的系统集成商协议（SIA）所指定的该合作伙伴的“地域”内发出的

●

针对该合作伙伴有资格使用所订购的服务的地区内的客户地点

以下服务预订均被排除：
●

针对服务提供商的服务等不能通过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获得的服务的预订

●

在另一个服务计划或促销活动下授予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预订

6.

享受非标准折扣的预订可能从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中排除，条件是，非标准交易条款中做出此规定。

7.

尽管本计划旨在为思科渠道合作伙伴创造提高利润和盈利能力的机会，每个渠道合作伙伴仍可以自由地单方面确定其最低转售价
格。本计划不是渠道合作伙伴肯定能提高利润和盈利能力的承诺或保证。

8.

除任何其他补救之外，思科保留出于以下原因终止一个合作伙伴参加本计划的权利：(a) 提交虚假的、误导的或不完整的计划信
息，包括声称销售是在本计划之下进行的；(b) 针对本计划或其他思科市场营销或销售计划的其他舞弊或滥用；(c) 对从除思科或
思科授权分销商以外的任何其他来源购买的产品进行分销；以及 (d) 将思科产品销售给除最终用户以外的任何其他人。

9.

只有在思科看来具有“良好信誉”且依据当地法律没有破产或没有处于破产保护的合作伙伴才能获得本计划之下的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
特别地，如果合作伙伴或其任何关联公司有对思科或其关联公司的欠款，则在除思科标准30天期限（或与思科或其关联公司书面商定
的任何其他期限）常规过程以外的欠款期间内，将不授予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在这种情况下，思科有权从发票中抵销本计划项下任何
到期应付金额并立即暂停合作伙伴或其关联公司获得本计划项下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权利，直到合作伙伴或其关联公司不可撤销地足
额支付所有未付清金额为止。如果合作伙伴已经拖欠思科或其关联公司的债务长达至少一（1）年时间，则合作伙伴将丧失本计划项下
到期应付的针对未来订单的任何未兑现折扣。

针对除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外的所有合作伙伴的返点规则
1.

合作伙伴应负责了解和遵守有关接受赊账或返点的所有联邦、州/省和地方政府规定。通过向思科客户经理发出书面通知，合作伙伴可
以选择参加或拒绝参加该计划的返点环节。

2.

如果合作伙伴赢得的返点金额超过一个季度的付款周期的至少250美元的最低支付额，则该合作伙伴将获得返点付款。我们将把同一个
付款周期内的所有付款金额全部相加，以确定是否达到了最低返点门槛值。如果合作伙伴没有达到付款周期的最低返点门槛值，我们将
不会结转（累积）所赢得的返点金额。没有最高返点付款金额。

For more information, visit cisco.com/go/cs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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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按思科财季对合格服务预订量进行跟踪。要被纳入返点之中，必须在与返点期间相关的思科财季发出预订。向思科发出订单后，预
订即被确认。收到分销商发出的销售点（POS）或渠道预订中立（CBN）预订数据后，思科授权分销商服务预订即被确认。要申请
预订，则必须在思科财季结束之前收到所有分销商预订数据（POS和CBN）。按日历季度在总体计划视图工具中确定返点百分比。
将根据截至季度结束时的最终指标结果确定返点百分比；要查看正确的返点百分比，合作伙伴必须选择该季度最后一个月的总体计
划视图记分卡。

4.

在思科财季与日历季度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下，某些服务预订交易可能对指标产生影响但不会对返点产生影响，或反之亦然。在这些
情况下，将不对指标或返点进行任何调整。

5.

有资格享受销售业绩返点的预订系基于针对www.cisco.com/go/cspp 提供的合格预订指南中限定的服务水平的思科品牌服务和协同
服务的技术支持服务预订。

6.

有资格享受交付业绩返点的预订系基于只针对www.cisco.com/go/cspp 提供的合格预订指南中限定的服务水平的协同技术支持服务。

7.

思科将对服务水平列表进行持续审查并可能每季度进行更新。截至一个思科财季第一个工作日发布的服务水平列表可
用于确定该季度的返点。

8.

对于为G3100客户名单上的客户订购思科品牌服务的全球或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只要着陆国具有注册资格，预订即有
资格享受该国家内的销售返点。返点将基于着陆国的业绩和特定地区返点结构。

9.

对于为进入没有资格享受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国家的G3100客户名单上的客户订购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全球或跨国认
证合作伙伴，预订没有资格享受基于交付的和基于价值的返点。

10. 对于为进入有资格享受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国家的G3100客户名单上的客户订购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全球或跨国认证
合作伙伴，预订有资格享受基于交付的和基于价值的返点。返点将基于着陆国的业绩和特定地区返点结构。
11. 如果在一个季度内发出的预订在下一个季度中被预订或取消和贷记，这些预订或赊账将减少该季度的总合格预订量，
并将导致返点付款降低。如果在下一个季度期间预订或赊账导致总合格预订量为负，包括在之前已经支付返点的情况
下，思科将要求合作伙伴退还这些返点或相应降低未来返点。
12. 如果返点计算不正确和/或支付的返点金额不正确，思科保留要求合作伙伴退还返点或相应降低未来返点的权利。
13. 将通过总体计划视图门户报告合格服务预订量。如果合作伙伴认为在总体计划视图中的报告与他们自己的销售记录之
间存在差异，该合作伙伴应负责在www.cisco.com/go/tpv 提供的总体计划视图中发布的该相应季度的审查最后期限结
束之前将此种差异报告给思科。
14. 通过Global EasyPay系统进行返点付款后，我们将向合格合作伙伴发出通知。必须在收到付款通知后四周内报告任何
付款差异。可能导致争议的付款差异不包括预订量差异。
15. 合作伙伴应参阅总体计划视图，了解自己的正式预订状态。从除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团队以外的其他思科人员（如
合作伙伴客户经理）处获得的信息不能优先于总体计划视图中的信息，也不能作为解决任何争议的依据。要改正总体
计划视图中的错误，合作伙伴必须使用以下路径在www.cisco.com/cisco/psn/web/workspace 上在线开立个案：
Additional Support（更多支持）> Performance Metrics（业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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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出于银行信息不正确、缺少必要的单据和联系方式不正确等若干种原因，思科可能无法向思科渠道合作伙伴进行Global
EasyPay付款。如果因思科渠道合作伙伴未答复思科索要付款资料的请求或未向思科提供正确的付款资料而导致思科无法向
该合作伙伴进行此种Global EasyPay付款，思科将在首次尝试向该思科渠道合作伙伴通知需要更多信息才能完成付款处理后
九十（90）个日历日之内保留该付款。如果该思科渠道合作伙伴在该90天期间内没有通过提供正确的付款资料进行补救，
则该合作伙伴将丧失针对该特定付款的一切权利。
17. 在九十（90）个日历日之内提出付款要求且因信息不正确或不完整而导致付款交付失败的思科渠道合作伙伴自有关付款交付
失败的第一次通知起将有额外六十（60）个日历日的时间解决该问题。如果该思科渠道合作伙伴在该额外六十（60）个日
历日窗口之内没有答复支持查询和索要信息的请求，则该合作伙伴将丧失针对该特定付款的一切权利。
18. 从思科授权分销商进行采购的合作伙伴应确保思科授权分销商向思科报告的销售数据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思科授权分销商在
后端理赔流程中报告了错误数据而导致销售交易不合格（例如，在POS理赔报告中报告的最终客户名称或详细信息有误），
则思科保留不对此种交易支付返点的权利。
19. 有资格享受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付款的服务预订将没有资格享受任何其他思科后端付款计划，除非思科另外作出规
定。

针对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业绩折扣规则
通过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进行商业交易的合作伙伴没有资格获得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的折扣，
但有资格获得业绩折扣。以下规则特别适用于针对思科中国有限公司和思科（中国）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中合作伙伴的未来采购的业绩
折扣。
1.

合作伙伴应负责了解和遵守有关接受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所有国家和地方政府规定。以向思科销售代表发出书面通知的形
式，合作伙伴可以选择参加或拒绝参加该计划的业绩折扣环节。

2.

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必须用于未来采购订单。

3.

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不能与其他/多个合作伙伴“分享”。不超过20%的未来订单可享受交易折扣返点。

4.

对于直接合作伙伴，只有通过思科进行的直接服务采购才能享受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返点。对于通过分销渠道进行的间接采
购，可以考虑给予未来折扣资格。

5.

思科将把获得的业绩折扣金额存入激励中心中。自资金存入之日起，合作伙伴可在180个日历日之内申请针对未来采购的可用资
金。有关跟踪和管理资金的信息，请参考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操作指南。

6.

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的指标业绩将决定在一个季度内可以获得的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金额。

7.

适用正常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调整。

8.

按思科财季对合格服务预订量进行跟踪。要被纳入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计算，必须在与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期间相关的思科
财季发出预订。向思科发出订单后，预订即被确认。收到分销商发出的销售点（POS）或渠道预订中立（CBN）预订数据后，
思科授权分销商服务预订即被确认。要申请预订，则必须在思科财季结束之前收到所有分销商预订数据（POS和CBN）。按日
历季度在总体计划视图中确定业绩折扣百分比。将根据截至季度结束时的最终指标结果确定业绩折扣百分比；要查看正确的折
扣百分比，合作伙伴必须选择该季度最后一个月的总体计划视图记分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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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思科财季与日历季度不完全相符的情况下，某些服务预订交易可能对指标产生影响但不会对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产生影响，或
反之亦然。在这些情况下，将不对指标或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进行任何调整。

10. 对于已经同意灵活发票选项的预订，只有那些在计算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之时以前开具发票的金额才有资格享受针对未来订单的
折扣。
11. 有资格享受销售业绩折扣的预订系基于针对www.cisco.com/go/cspp 提供的全球合格预订指南中限定的服务水平的思科品牌服务
的技术支持服务预订。
12. 有资格享受基于价值的服务业绩折扣的预订系基于仅针对www.cisco.com/go/cspp 提供的全球合格预订指南中限定的服务水平的
合作伙伴支持服务。
13. 思科将对服务水平列表进行持续审查并可能每季度进行更新。截至一个思科财季第一个工作日发布的服务水平列表可用于确定该
季度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
14. 对于为G3100客户名单上的客户订购思科品牌服务的全球或跨国认证合作伙伴，只要着陆国具有注册资格，预订即有资格享受该
国家内的销售贷项通知单。贷项通知单将基于着陆国的业绩和特定地区返点结构。
15. 对于为进入没有资格享受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国家的G3100客户名单上的客户订购合作伙伴支持服务的全球或跨国认证合作伙
伴，预订没有资格享受基于交付的和基于价值的贷项通知单。贷项通知单将基于着陆国的业绩和特定地区返点结构。
16. 如果在一个季度内发出的预订在下一个季度中被预订或取消和贷记，将用于未来订单的这些预订或折扣将减少该季度的总
合格预订量，并将导致授予将用于未来订单的更低折扣。如果在下一个季度期间针对未来订单的预订或折扣导致总合格预
订量为负，包括在之前已经授予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情况下，思科保留相应降低针对未来订单的未来折扣（包括但不限
于降低存入激励中心中的金额，以及从已经存入激励中心中的金额中进行扣减或拒绝使用该金额进行购买）的权利。
17. 如果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计算不正确和/或授予的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不正确，思科保留相应降低针对未来订单的未来折扣
（包括但不限于降低存入激励中心中的金额，以及从已经存入激励中心中的金额中进行扣减或拒绝使用该金额进行购买）
的权利。
18. 将通过总体计划视图门户报告合格服务预订量。如果合作伙伴认为在总体计划视图工具与他们自己的销售记录之间存在差
异，该合作伙伴应负责在总体计划视图（www.cisco.com/go/tpv）上发布的该相应季度的审查最后期限结束之前将此种差异
报告给当地中国销售代表。如果合作伙伴认为在激励中心与他们自己的销售记录之间的应计金额不正确，该合作伙伴应负
责在该相应季度的审查最后期限结束之前将此种差异报告给当地中国销售代表。
19. 我们将通过激励中心向合格合作伙伴告知应计的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必须在收到有关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通知后四周
内报告任何差异。可能导致争议的有关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差异不包括预订量差异。
20. 出于缺少必要的单据和联系方式不正确等若干种原因，思科也许不能向合作伙伴提供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
21. 合作伙伴应独自负责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使用和支付。如果合作伙伴实体内任何个人进行任何无意的使用，则由合作伙
伴承担责任。
22. 从思科授权分销商进行采购的合作伙伴应确保思科授权分销商向思科报告的销售数据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思科授权分销商
在后端理赔流程中报告了错误数据而导致销售交易不合格（例如，在POS理赔报告中报告的最终客户名称或详细信息有
误），则思科保留不对此种交易授予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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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有资格享受思科服务合作伙伴计划之下针对未来订单的折扣的服务预订将没有资格享受任何折扣或提供针对未来订单的后
端折扣的任何其他思科计划，除非思科另外作出规定。
24. 合作伙伴不应将针对未来订单的计划折扣作为一个因素纳入投标价格提交文件中。如果这样做，合作伙伴应独自承担风
险。思科要求合作伙伴必须定期达到既定标准的资格，思科可以定期修改或终止各项思科计划。如果贸然将针对未来订单
的折扣作为一个因素先行纳入定期合同定价中，则合作伙伴将承担利润减少、盈利能力下降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思科
无法通过修改、放弃或延续折扣资格或通过提供在投标之时未向所有思科合作伙伴提供的任何其他形式的合作伙伴开标后
救济来保全合作伙伴。

Printed in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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