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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加速计划

奖励目标:

思科®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加速计划 (SPＡ)，旨在激励具备解决方案提供能力的合作伙伴，鼓励其
将思科产品、软件和服务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从而为客户带来更高的业务价值。满足条件的
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将得到思科的奖励政策支持，以快速拓展客户、占领市场。

所有符合条件的解决方案合作伙伴，通过BDM或PAM邀请参与注册，都有机会享受在软件开发或
销售业绩的奖励目标，最高季度奖励可以达到10万美金。



思科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加速计划

合作形式:

思科与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共同成立开发团队，并提供思科相关技术团队，资源和服务的支持，进
而一起推广解决方案，实现共赢。

合作伙伴收益：

Ø 得到软件开发费用补贴
Ø 赢得思科提供的业务发展基金
Ø 获得相关产品的销售奖励
Ø 获得相关产品的销售奖励
Ø 获得思科技术和市场资源支持
Ø 解决方案通过思科平台进行全球推广
Ø 思科展示中心推广支持



思科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奖励（Solution Partner Acceleration）
路径划分 开发者奖励（Smart Track ） 集成者奖励（Integration Track ）

目标合作伙伴 思科业务开发合作伙伴 思科业务集成合作伙伴

参加条件 仅限BDM受邀合作伙伴

同时必须为思科注册合作伙伴或更高级别

完成在线注册申请

仅限BDM受邀合作伙伴

同时必须为思科注册合作伙伴或更高级别

完成在线注册申请

合作伙伴需要专门的解决方案咨询人员

奖励期限 连续3个季度并签署具体的合作细节确认书
（确认书中约束详细的基于项目要求的开发任务和时间，及使用的思
科产品和需要完成的项目金额）

按确认书规定的时间一次性进行支付

FY18Q2-FY18Q4 (按季度结算)

衡量标准

确认书中分2个重要里程碑（millstone）
Millstone1:完成相应的开发任务 ( 必须获得思科SE或BDM的邮件认
可)
Millstone2:通过思科销售线索追系统（LnP)报备项目机会，并最终
完成下单（例外排除-特殊的合作伙伴或项目无法通过Lnp报备的必
须获得思科sales, BDM邮件认可，并提供在SFDC中，具体该ISV合
作伙伴名称的Deal ID）

符合条件的产品清单

最低业绩台阶要求：5,000美金每个季度

只有通过思科销售线索追踪系统（LnP) 报备项目机会，并最终完
成下单的业绩才视为合格的业绩奖励。

奖励

Millstone1：符合条件的开发任务最终以订单形式支付（设置 25,000
美金或 50,000美金两档）
Millstone2:思科产品销售业绩的10%业务发展基金（BDF）
业绩奖励最高不超过50,000美金

思科合格产品销售业绩的 6%货款抵扣（ Credit）
业绩奖励最高不超过50,000美金

思科解决方案合作伙伴加速计划细节



开发者奖励（Smart Track)合作细节确认书
基于共同开发，合作共赢的原则，合作伙伴与思科经协商确定以下计划要求：

1，本次奖励计划的时间从2017年X月X日到2018年X月X日
2，符合条件的开发任务最终以订单形式支付（视具体项目申请金额最高不超过50,000美金），同时提供10%的业务开发
基金（BDF)以此奖励后续项目下单激励。
3，合作伙伴需要承诺完成以下开发任务和项目报备及下单流程。

a，开发任务要求

b，项目报备及下单

4，开发任务奖励，在合作伙伴完成并审核确认通过后，一次性以订单形式支付给合作伙伴
项目激励金额会通过思科超级加油站以BDF形式进行发放，并遵守思科超级加油站统一使用规范要求。

开发任务 开发成果及确认 预计完成时间

任务1：

任务2：

任务3：

项目报备 LnP Deal ID或SFDC Deal ID 预计下单金额

项目1

项目2



集成者奖励(Integration Track)符合条件的产品清单（SKU)

IOT

1. IR工业路由器，包括：IR809G-LTE-LA-K9和IR829GW-
LTE-GA-ZK9两款
2. IE系列工业交换机三款：包括：以IE-3000开头的所有产品，
以IE-4000开头的所有产品，以IE-5000开头的所有产品
3. CGR路由器，包括：以CGR1240/K9及其相关附件
4.工业防火墙，包括：以ISA-3000开头的所有产品
5. Kinetic软件，目前在CPL报价里面是Pre-Lauch Hold状态，
SKU是：DATA-CONNECT-EFF及相关
6. DDP软件，包括：DDP-CLOUD-ALC

UCS和 VMW开头的所有SKU。

1,UCSC-表示所有机架服务器
2,UCSS-表示S3260
3,VMW-表示Vmware软件
4,Stormagic目前以UCS-开头，包含在

UCS里
5,Veeam还未出现在CCW里

Collaboration



在线注册申请

确定受邀
合作伙伴

• BDM邮件通知受邀合作伙伴进行注册申请
• BDM通知项目经理PM进行报备
•注册链接：www.cisco.com/go/cn/spa (注册页面待开发）

合作伙伴
在线提交
注册申请

•填写合作伙伴基本信息
•提交BDM邮件地址
•在线接受合作协议

后台进行
申请批复

•批复
•拒绝（信息填写不完整-需要重新注册或未被邀请参加该活动）

批复的合
作伙伴

•开发者奖励（smart track )还需要再单独签署合作细节确认书
•集成者奖励（Integration Track )正式启动项目。

注册后，PM（Emma Li) 进行后台批复
系统通知会发送给spa-support@cisco.com (Mailer里包括BDM和PM)



思科 Leads and Prospects （LnP）销售线索管理系统，提供了一个在线商务平台，通过与合作伙伴销售团队报备和分享销
售机会，加速思科业务盈利与业绩成长。该系统与思科商务空间(CCW)系统相集成，可帮助合作伙伴快速获得各种促销优
惠折扣，无须人工干预完成交易，在中小型企业市场中赢得先机。合作伙伴权限的申请请联系您的思科渠道客户经理(PAM)
或业务发展经理（BDM），LnP系统请访问https://ciscosales.force.com/lp

思科销售线索追踪系统（LnP)

登录系统后，选择Leads,点击“Accept”按钮
（请确保CCO权限可以成功访问LnP)

点击Download Lead Template按钮，并保存
销售线索模版到本地



思科销售线索追踪系统（LnP)

销售线索模版的填写：

下载的销售线索模版应为英文版本，请按照下载模板要求提供必填

项内容必填项，除此之外，以下特别提醒及要求：

• 请从下载的销售线索模版第8行开始输入销售线索的信息，1-7行
均为表头，不要做任何更改

• C列必须选择为Partner Generated
• E列必须填写“ISV_Lead”以表明是ISV Partner提供的Lead
• F列必须选择MDM以表明执行的方式

上传完毕后，系统会提示是否下载上传报告，点击Yes；在下载
的文件AD列会显示每条销售线索的上传状态

编辑及更新单个或销售线索(系统还有多条销售线索同时更新功能）
ü 通过在“View”中选择不同状态的销售线索来查找要编辑和更新
的销售线索

ü 通过在“Filter”中设置过滤项来筛选要编辑和更新的销售线索
ü 点击销售线索的客户名称来打开销售线索

ü 修改及更新完成后点击Save（保存）按钮进行保存



思科合作伙伴超级加油站使用

思科合作伙伴超级加油站（Incentive Hub )是以业务发展基金(以下简称积
分)的形式管理多种渠道活动返点的平台，并鼓励合作伙伴通过使用积分，
对思科业务进行再投资，目前您可以通过三种方式使用积分

• 抵扣货款
• 礼品兑换
• 市场活动



BDF

货款抵扣

思科合作伙伴超级加油站积分使用流程

Partner每个季度从思
科赢得抵扣货款积分

下单前Partner联系总
代确认订单金额及需
要转移的积分数量

Partner加油站管理员
在系统操作积分转移

积分转移后，总代可
以即时查看到账并完

成下单流程

注意：
1. 积分转移给总代无法撤回
2. 积分自上传之日起，180天内有效，

过期无法恢复
3. 每次抵扣产品订单总金额的10%
4. 思科杭州和思科番禺2个思科法律

实体返点分别进行未来订单货款抵
扣（如果不涉及到思科番禺业务，
可以忽略该条提醒）

Partner每个季度从思
科赢得BDF积分

Partner在加油站选择
需要兑换的礼品并完

成订单信息

供应商备货并安排发
货

发货后，供应商上传
物流信息，加油站邮
件通知Partner管理员

Partner每个季度从思
科赢得BDF积分

晓通委派会务公司报
价并支付活动款

Partner以晓通的确认
邮件在加油站提交活

动申请
完成

注意：
1. BDF积分自上传之日起180天内有效，过
期无法恢复
2. 晓通加油站负责人：王帅，
wangshuai@xiaotong.com.cn
3. Partner在加油站提交活动申请，如需修
改或取消，请48小时内联系csg-
cn@cisco.com



Cisco BDM提名模板
BDM Name 提名合作伙伴名称 参加的track 申请投资金额

如果是smart track
Cisco PDB中partner name
(如果没有注册，需要先指
导合作伙伴完成RP注册）

Smart or Integration? 25k or 50k？

BDM需要提供如下信息：

Ø 合作伙伴公司介绍：（技术能力，拥有资源，人员储备等）
Ø 合作伙伴负责人：（姓名，职务）
Ø 联系人联系方式：（邮件地址，电话和手机号码）
Ø 项目背景介绍：（项目名称，为什么要选择该公司？）
Ø 合作要求阐述：（合作的必要性？特殊要求？）
Ø 销售团队和PAM（如果有被PAM name） indorsement: (有哪些具体项目需要用到这个

solution？）
Ø Solution适用的行业：
Ø 其他信息（如有，请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