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概览

OSI GROUP 福喜集团
SAP® BUSINESS ONE助力企业优化规范业务
流程，提升管理效率，促服务质量更上层楼

简介
■  公司名称：福喜集团
■  地点：上海、北京、广州、山东、印度、
日本、澳大利亚

■  行业：消费品（食品／畜牧屠宰）
■ 产品及服务：生产及销售全生、半熟、全
熟的鸡肉、牛肉、和猪肉制品及各种非肉
类产品包括披萨、烘焙食品、鸡蛋和蔬菜
农产品

■  员工：12,000名
■  网址：www.osifoods.com.cn

  ■

  

合作伙伴：

挑战和机遇
■ 市场的不断变化要求企业能够具有更快的
响应速度，并能够保持与客户良好的沟通
互动

■ 产品销量与开发种类的增加，企业在中国
投资规模不断扩大，旧系统无法满足企业
需求，提升效率

目标
■ 优化规范业务流程，加强企业管理控制
■ 实现产品实时跟踪和追溯
■ 实时信息和分析辅助管理决策

为什么选择SAP
■ SAP是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和协同化商务
解决方案供应商，具有40年服务各行业的
最佳业务实践经验，企业规模和声誉在全

球备受尊崇
■ SAP Business One功能强大、经济易用，
充分满足企业的行业、业务、数据分析及
可配置、可扩展性需求

■ 经过审慎评估，福喜集团认为SAP解决方
案和项目实施方MTC公司的行业解决方案
和项目管理实施能力可以对实现企业快速
长足的发展起到保证作用

SAP解决方案和服务

SAP® Business One

实施亮点
■ 结合企业特点，优化规范业务流程，开发
满足企业自身需求的功能

■ 企业领导高度重视，亲自参与
■ 实施合作伙伴MTC具有强大的技术实力、
丰富经验和完善的服务体系，保障项目实
施成功

主要收益
■ 企业以最小的投入实现既定管理目标
■ 规范优化业务流程，加强管控
■ 实现产品质量批次的实时跟踪与监控，提
升客户满意度

■ 提高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深入了解产品
成本构成

■ 多视角管理报表和KPI的分析支持企业决
策

SAP Customer Success Story 
Consumer

“SAP Business One的功能与我们

集团的业务类型和管理需求很搭

配，适合我们食品加工行业，投

入成本和实施风险相对较低，实

施效果较明显，换句话说，具有

良好的投入产出比。 ”

Steven Zhang，首席财务官

OSI Group福喜集团亚太区 

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上海麦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信息化促进企业实现卓越运营

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作为福喜集团在

中国的投资性地区总部，负责福喜集团在中

国的投资经营决策、资金运作和财务管理、

研究开发和技术支持、并对集团内部的员工

进行培训与管理，旨在为国内外客户提供高

质量的产品和服务。

伴随着企业经营的不断发展，市场的不断变

化要求企业能够具有更快的响应速度，并能

够保持与客户良好的沟通互动；同时随着产

品销量与开发种类的增加，企业在中国投资

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福喜集团深切地感觉

到企业旧有的信息系统功能简单，已经不能

适应当前的高速发展，同时该产品供应商也

已不能提供相应的运维服务，这也对福喜的

管理、运营效率和客户服务质量提升带来了

限制。因而福喜亟需一套完善标准的信息系

统管控运营成本，更好地满足业务需求，为

企业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通畅的信息渠道，

实现卓越运营。

对产品、服务与实施的审慎选择，

是项目成功的关键所在

福喜集团通过考量自身的实际需求和发展前

景，经过对市场中信息化产品的进一步深入

的调研和考察后认为，SAP做为全球最大的

企业管理和协同化商务解决方案供应商，拥

有40年的服务全球各个行业管理实践经验，

其企业规模和市场声誉在全球备受尊崇，同

时母公司OSI Group在美国和欧洲也在使用

SAP的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运营。SAP Busi-

ness One功能强大、经济易用，实施周期

短，充分满足企业的行业、业务、数据分析

及可配置性、可扩展性需求。其解决方案可

以覆盖企业运营全过程，能够帮助企业进一

步提高管理效率、加强管控、加快企业市场

反应速度促进决策、提升服务质量并提高客

户满意度。

在选择信息化产品的同时，福喜前期已经选

择了实施公司为其提供服务，但经过一段时

间的调研、考察和沟通，集团认为前期选择

的实施顾问在人员管理与实施方法上存在一

些问题。因此福喜集团重新对几家实施顾问

公司进行了审慎的考量后认为，作为东软的

合作伙伴，MTC在食品行业具有强大的技术

能力、专业稳定的顾问团队、丰富的国际化

集团IT咨询和实施经验。其基于食品行业完

善的服务和支持体系，能够保证项目的实施

成功、后续运维与扩展需求。

2009年，福喜集团选择MTC作为企业长期的

业务伙伴，采用SAP Business One实现企业

的进一步信息化建设，规范优化业务流程，

以期实现管理与运营效率的提升。

福喜集团是一家在全球21个国家拥有45家加工厂的国际化食品集团，

公司成立于1909年，集团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福喜集团在超过85个

国家生产及销售全生、半熟、全熟的鸡肉、牛肉和猪肉制品，及各种

非肉类产品包括披萨、烘焙食品、鸡蛋和蔬菜农产品，是世界上著名

的肉类及蔬菜加工集团，在全球拥有约12,000名员工。福喜集团的客

户包括全球快餐和外卖连锁供应商、品牌食品营销商和食品零售商，

是麦当劳、百胜集团等企业重要的全球合作伙伴之一。

OSI GROUP 福喜集团
SAP® BUSINESS ONE助力企业优化规范业务
流程，提升管理效率，促服务质量更上层楼



“SAP Business One标准化模板的功能，可以满足福喜集团对下

属食品企业90%以上的管理需求，当标准化模板在第一家企业

实施成功，那么快速的复制到集团其他企业将变得容易，同时

集团总部对剩余10%定制功能的开发严格管控，避免因过度开

发而造成的管理失控和浪费。”

Steven Zhang，首席财务官，OSI Group 福喜集团亚太区 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各部门协作配合，实施团队合理管

控科学实施，保障项目成功

对于福喜集团的SAP项目，企业高层高度重

视，并直接参与项目的实施。在实施过程

中，MTC实施顾问认真负责，与项目小组

密切配合，通过相互深入的沟通了解企业需

求。在公司各部门积极协作下，经过调研、

业务流程重组、建模、定制开发和测试、培

训使用等步骤，对福喜业务管理流程进行

了规范和优化，最大程度地利用SAP Busi-

ness One的标准功能，简化并定制开发了适

用于食品企业特殊的功能需求。诸如：针对

食品行业关注的食品质量与安全，实施团队

在SAP Business One标准功能的基础上定制

开发了食品追溯功能，可以使企业与企业客

户追溯产品生产源头、产地、生产、质检等

环节，满足客户产品召回需求；同时基于

SAP Business One的存货管理功能，实施团

队开发了虚拟仓库模块，满足了企业在产品

质检方面的需求，通过产品在虚拟仓库中的

移动，管理者可以清晰的了解产品在检、待

检、次品的状态，使业务流程更加透明化。

经过双方项目小组成员的共同努力与相互协

助，福喜至今已有6家国内公司、2家海外公

司成功上线，目前国内和澳大利亚仍有项目

在实施过程中。实施方MTC基于SAP Business 

One平台为福喜集团搭建了一个全面整合的

业务平台，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够用、适用、实用——SAP Busi-
ness One助企业更上层楼

现在，SAP Business One在福喜集团良好运

行，项目已初步达到预期的目标并正为企业

的经营带来诸多收益。

对于在福喜集团成功实施的SAP Business One

解决方案，公司感受最深的是其良好的投入

产出效益。通过SAP Business One标准化、强

大实用的功能，正好满足福喜集团的需求，

达到了企业90％以上的预期目标，同时可以

在集团其他工厂进行复制实施，企业以最小

的总体拥有成本达到了企业经营管理水平整

体提升的目的，在人力、物力、资金上都节

约了大量的成本。

SAP项目在公司各个方面的实施效果十分显

著。SAP Business One帮助福喜集团实现了对

业务管理流程的规范和优化；加强了企业管

理内部控制；提高了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

深入了解产品成本构成；实现从客户端追溯

到物流中转站、仓库、生产线、班组，直至

原料来源地、种植地块（蔬菜）、养殖基地

（禽业）的实时追踪；对产品的质量状态、

保质期、合格品、次品跟踪处理、产品召回

的实时监控；通过多视角管理报表和KPI的分

析支持企业管理层决策。

例如，通过使用产品质量跟踪功能，系统针

对产品的保质期，可以在产品过期之前发出

提示，提醒操作者及时处理，这不但有效减

少了存货库存的报废率，同时还降低了人工

处理状态下产生的失误与浪费。

通过SAP Business One的使用，福喜集团可

以每天追踪每一个农场的经营状况信息，包

括饲料用量、存活率、管理费用等方面，通

“通过应用产品质量和批次的跟踪功能，系统将自动提醒操作者对

将过保质期的产品（批次）及时处理，大大减少了存货报废的风

险，也减少因人工操作失误而产生的记录错误和浪费现象。”

Steven Zhang，首席财务官，OSI Group福喜集团亚太区 欧喜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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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这些实时的信息报表，就象仪表盘一样为

管理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促进管理者及时发

现问题查找根源，避免问题的发生并及时解

决问题。

将信息化深入企业的各个层面

企业信息化任重道远。通过SAP Business 

One的成功实施和使用，福喜集团正在进一

步总结项目使用中的诸多成功经验，在今后

的企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深化信息化的应

用，把信息化贯彻到企业的各个环节。在深

入信息化应用的过程中，确保在出货、发

货、生产、质量管理等各个环节业务流程及

数据的标准化，同时进一步扩大信息化的应

用范围，包括在农业公司的实施，开发满足

行业特殊需求的功能，实现创新，更好地服

务客户，提高客户满意度，实现企业长远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