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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问： 什么是 VMware Partner Connect？
答： VMware Partner Connect 是 VMware 推出的新一代合作伙伴

计划的名称。Partner Connect 是一种一致的计划体验，旨在
为合作伙伴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选择权，使他们可以调整其业
务模式以满足客户最迫切的需求。 

问： 可以通过何种渠道详细了解 VMware Partner Connect？
答： 有关更多信息，请访问 vmware.com/go/partner-connect 或

发送电子邮件至 partnerconnect@vmware.com。 

问： 分销商和集成商会受到何种影响？
答： 分销商和集成商仍是我们的合作伙伴计划的重要部分。随着该

计划的发展，我们将简化合同等流程，以改善整体分销商和集
成商体验。合作伙伴将与其现有的分销商和集成商进行交易。
更多详情即将推出。

问： 为什么要改变 VMware 合作伙伴计划？
答： VMware Partner Network 是九年前推出的。这些年来，它随

着不同的短期调整不断在演变。这些短期调整往往让合作伙伴
与 VMware 的合作方式变得更为复杂。Partner Connect 与
孤立和复杂的合作框架截然不同，它旨在提供一致且简单的体
验，以帮助您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发展业务。 

问： 谁参与了新计划的开发？
答： 该计划由一个跨职能团队开发，该团队代表了 VMware 内部团

队及合作伙伴团队的广泛观点。合作伙伴咨询委员会继续就该
计划的各个方面提供反馈。

问： 作为合作伙伴，我在新 Partner Connect 计划中的体验与
我在 VMware Partner Network 计划中的体验有何不同？

答： 在新计划中您只需签署一个协议。在此改变之前，您必须针对
各个合作伙伴类型签署不同的协议。通过将所有内容都包含在
一个协议中，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受单一协议约束的实体与您合
作，便于我们理顺每个合作伙伴的相关记录。仅这项改变就可
以实现更简单的 VMware 体验。

•  基于角色的新型动态门户让我们能够为您提供更多相关内
容，从而使您能够更轻松地获取所需的信息。

•  简化协议和级别以及大幅改进合作伙伴门户将有助于我们推
动简化的注册流程和年度续订。

•  增加大师级服务能力认证可帮助您增强竞争优势并挖掘 
VMware 提供的最大价值。

问： 市场路线变了吗？
答： 我们正在整合市场路线以便您更轻松地与我们开展业务。您不

用再选择解决方案提供商或服务提供商。一个计划一个协议。
随着业务模式的变化或扩展，我们简化了流程，以便更快获得
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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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按战略性 IT 优先事项分组的能力认证

围绕战略性 IT 优先事项增强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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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我们的合作伙伴营销活动如何与战略性 IT 优先事项保持一致？
答： 我们统一了整体营销方法，以便我们能够以与客户沟通的方式与

您沟通。我们根据“加快云计算之旅”、“网络和安全转型”以
及“拥抱数字化工作空间”来组织能力认证。请参见图 1。

问： 该计划的指导原则是什么？
答： 简易性：

•  一个用于和 VMware 展开合作的整体计划框架，让您可以访问
完整的产品组合

•  简化、合理的角色特定要求

•  权益和要求契合合作伙伴业务模式

 选择灵活：

•  根据合作伙伴的业务模式灵活地与 VMware 合作 

•  合作伙伴可以选择投资领域以满足客户需求 

•  客户可以与具有适当能力的合作伙伴建立联系，以实现数字化
转型 

 创新：

•  基于为客户增加的价值和展示的合作伙伴能力进行分层 

•  激励措施不仅仅局限于交易，而且在整个客户生命周期中保持
一致 

•  认可并促进合作伙伴在实现客户成效方面的能力 

问： 计划级别如何变化？
答： 根据当前的 VMware Partner Network 架构，解决方案提供商和

服务提供商在不同的 VMware Cloud Provider™ 计划中，且分别
包括专业级、企业级和核心级这三个等级。 

 在新的 Partner Connect 计划中，只有一个涵盖解决方案提供商
和服务提供商的计划。在运维方面，有三个奖励等级：“合作伙
伴”、“高级合作伙伴”和“首席合作伙伴”。只有“首席合作
伙伴”等级才会获得对外公布的认可和相应徽标。请参见图 2。

问： 解决方案能力认证如何契合 Partner Connect？
答： 解决方案能力认证仍然是面向合作伙伴的基本能力构建工具。获得

解决方案能力认证仍将给他们带来包括交易注册在内的众多好处。 

问：大师级服务能力认证如何契合 Partner Connect？
答：Partner Connect 建立在一年前推出的大师级服务能力认证 

(MSC) 的成功基础上，为那些投入时间和精力来获得这些顶级标
志的合作伙伴提供最大权益。大师级服务能力认证合作伙伴现在
将获得额外的部署和使用激励机会。我们在合作伙伴领导峰会上
宣布推出了面向 VMware Cloud™ on AWS 的新 MSC。了解有
关 MSC 的更多信息。

问：对每个级别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答：Partner Connect 要求将使用基于价值的积分策略来平衡跨业务

模式、市场和解决方案成熟度的投资。将应用加速器以增加特定
交易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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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合作伙伴权益和要求

权益和要求契合合作伙伴业务模式

https://vmware.my.salesforce.com/sfc/#version?selectedDocumentId=06934000003MVdN
https://vmware.my.salesforce.com/sfc/#version?selectedDocumentId=06934000003MV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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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基础培训要求是否会变化？
答： 我们正在简化针对所有合作伙伴的基础培训要求，以包括 (2) 

VSP Foundation。如果合作伙伴希望销售基于订阅的软件，他
们还需要获得 (1) VOP-SE 认证。并且，如果合作伙伴希望销售
云托管/代管服务，他们将需要获得 (1) VOP-CP 认证。

问： 我能否针对不同的业务领域选择我的 VMware 投资？

答： 可以，您可以在每个 VMware 解决方案领域选择与 VMware 的
战略性 IT 优先事项契合且对您的业务意义重大的投资级别。根
据您的业务，您可以在某些解决方案领域选择更具事务性的投
资，在其他领域选择更具战略意义的投资。要发挥出最大的价
值，您需要在对您有意义的大师级服务能力认证上进行投资。
请参见图 3。

问： 激励结构将如何变化？
答： 随着合作伙伴激励和投资团队不断改进激励计划，我们将重点

放在推动客户生命周期和流程（注册、采用、扩展和续订）方
面。在我们过渡到 Partner Connect 的过程中，仍将坚持让激
励机制与客户生命周期保持一致这一战略。 

 在 Partner Connect 中，我们将针对激励计划发布合作伙伴资
格鉴定和术语更新。随着我们继续改进加快实施战略计划的激
励机制，今后将提供更多细节。

问： 与 VMware 销售人员的合作将有何变化？
答： 只有与 VMware 合作销售的首席合作伙伴才能直接与销售人

员合作。拥有经验证的服务和部署跟踪记录的合作伙伴将从 
VMware 获得额外投资，并能够参与联合销售活动。

问： 从当前计划到新计划的过渡期有多长？
答： 新的 Partner Connect 计划已于 2019 年 4 月 2 日在合作

伙伴领导峰会上推出，该计划将于 2020 年年初全面上线。
VMworld® 为您要完成的里程碑开始倒计时，以便您在 Partner 
Connect 上线时充分做好交易准备。请参见图 4。

问： 我可以为过渡做哪些准备？
答： 您必须知道，您希望关注战略性 IT 优先事项的哪个领域，以

及您想投入多少资金。同样，对于某些领域，您需要确保通过
大师级服务能力认证，并且您可能需要在其他领域保持交易状
态。了解专注的领域将帮助完成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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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一致的合作伙伴成熟度

与成效协调一致的合作伙伴成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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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线

图 4：Partner Connect 时间线

问： 对现有的合作伙伴协议有何影响？
答： VMware 正在努力使现有投资合理化，以便在 2021 财年第一季

度计划上线时为合作伙伴制定明确的计划和路线。会更新勾选
协议，并且需要签署一份新的简化协议。即将终止的计划中的
现有合作伙伴将在协议终止前 60 天收到关于后续行动的通知。

问： 合作伙伴徽标将如何变化，在此期间我需要使用何种徽标？
答： 您应该继续使用现有徽标，直到 Partner Connect 在 2021 财

年第一季度上线。新的徽标正在开发中，即将推出以为上线做
准备。如果您有资格获得 Partner Connect 的徽标，我们会在
计划发布之前与您联系。在 Partner Connect 中，一旦满足特
定战略性 IT 优先事项途径（与 MSC 契合）的首席合作伙伴要
求，即可获得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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