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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邦中国：SAP助力立邦实现上下游
价值链的协同和资源优化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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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涂料制造商，立邦涂料中国集团的业务范围广泛，其中建筑涂料、汽车涂

料、一般工业涂料、卷钢涂料、粉末涂料等在行业名列前茅。在SAP ERP解决方案实施的基础
上，通过SAP CRM解决方案的实施，立邦中国实现了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市场营销、销售管理和
渠道管理的资源整合与高效执行。在企业价值链上游，SAP SRM解决方案帮助立邦中国实现了
集中采购管理，规范了采购流程，将采购系统与财务系统集成，缩短了交易周期时间并降低流

程成本，使得立邦中国上千家供应商的管理更加完善，与供应商的交互有了阶段性的跨越。

SAP解决方案帮助立邦中国实现了上下游价值链的协同和资源优化整合。

公司介绍

立邦涂料中国集团

行业 
化工

产品和服务

建筑涂料、汽车涂料、一般工业涂料、卷钢涂料、粉末涂料
等涂料产品 

网址

www.nipponpaint.com.cn

SAP® 解决方案
SAP® ERP、SAP Custom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SAP 
CRM）、SAP Supplie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SAP 
SRM）、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SAP Analytics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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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邦领军中国涂料市场

1962年立时集团成立，负责管理全球立邦在东南亚
区域的所有业务活动，业务发展覆盖到了13个亚洲国
家，先后建立30多家制造工厂，员工超过7,000多名。
作为亚太地区最大的涂料制造商，立邦业务范围广
泛，涉及到多种领域，其中的建筑涂料、汽车涂料、
一般工业涂料、卷钢涂料、粉末涂料等在行业里名列
前茅。

1992年立邦进入中国，目前拥有8家独资或合资公
司，立邦分别在成都、上海、广州和廊坊设有四大乳
胶漆工厂，以此为中心辐射全国市场。立邦的足迹遍
及大江南北，在全国各地都建立有自己的办事机构，
立邦中国在各地的服务中心象一条纽带，将消费者、
油漆工、立邦公司，千千万万的家庭联系在一起。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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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立邦始终以高科技、高品质为目标，以技术力
量不断推进科研和开发，使立邦涂料始终处于领导地
位，最大程度满足社会和市场的需求。

立邦中国分为建筑漆和工业漆两大事业部。建筑漆事
业部主要涵盖室内、室外墙用乳胶漆、木器漆、家具
漆、辅料与工具、工程涂料、重防腐涂料。工业漆事
业部涵盖汽车(Auto)、汽车修补漆(AR)、卷材涂料

(CCL)、塑料(Plastic)、粉末(Powder)和一般工业用
途(GIU)等业务。立邦中国是国内涂料行业的领导者，
广州本田、天津丰田、奥运会重点场馆，中央电视台
新台址等，他们的表面无不在立邦漆的保护下熠熠生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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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信息化达成后台驱动前台的价值链协同

近10年，随着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飞速发展，带动了建
筑上下游产业的快速发展，家具涂料、工业涂料等涂
料的需求旺盛。中国涂料工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2011年，中国涂料总产量达1079.5万吨，同比增长

16.44%； 总产值2729.76亿元，同比增长25.6%。中
国涂料行业的销售额已超过全球涂料行业销售的1/3，
是全球涂料生产和消费的大国。然而，中国涂料市场
企业数量众多，涂料产品同质化严重，中低档产品过
剩，供大于求，许多本土涂料企业处在一种“跟风”
的状态。

面对中国的涂料市场环境，如何针对企业的生产、采
购、销售等环节进行高效率管理，并在经营中与供应
商、经销商及销售终端保持频繁有价值的数据交换以
获取重要的市场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由于
涂料行业生产的特殊性和定制化要求，企业在生产经
营中对于定单执行、库存状况和成本控制等信息，需
要有更规范、准确、及时的掌控。

立邦中国信息总部副总裁陈庆辉指出， 企业的管理层
希望信息化能够帮助公司解决三大问题：从原材料到
产成品的成本结构优化管理，从产成品到最终销售的
渠道精细化管理，以及能整体信息化分析与优化的全
产业链的投资回报管理 (Lean for Growth)。

自2002年10月SAP ERP系统成功上线之后，立邦中国
就开始基于SAP解决方案对企业的财务、产品、生产、
销售、库存和采购等部门进行管理。通过企业业务流
程的不断优化，加强了各业务部门的系统化集成运
作，提高了企业工作效率。同时，立邦中国实施了SAP 
SRM解决方案以建立高效统一的采购流程、缩短采购
交易时间，有效管理供应商；部署了SAP CRM解决方
案以加强与渠道经销商的信息交互，实现渠道的精细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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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手SAP，深耕渠道管理和供应商管理，开创
价值链协同新模式

立邦中国信息总部副总裁陈庆辉指出，选择SAP首先取
决于立邦中国管理者前瞻性的眼光和对中国涂料行业
发展的理解与立邦中国的战略规划，化工涂料行业全
球领先的企业都采用了SAP的解决方案。作为国际领先
的管理软件厂商，SAP产品有良好的产品结构和设计结
构。“立邦中国由企业内部产生了信息化需求后，IT部
门对此做出前瞻性的设计与更新，引进新的商业环境
供业务部门使用。”

SAP的几点优势让立邦倾心：SAP是企业管理软件领域
的领导者，是唯一一家能够在全产业链提供集成化、
标准化软件平台的公司；SAP拥有大量的行业最佳实践
案例，国际化工的标杆企业都采用SAP的管理软件，通
过SAP解决方案的实施能够吸收国际同行的最佳实践
经验；而且，SAP的研发技术支持力量雄厚，SAP不断
总结和提炼企业管理的精髓，并将最佳实践和用户分
享，为企业构建共生共长的生态发展环境。

“CIO要承担技术面与需求面承接的角色，不但要解决技术实践的问
题，也要解决需求表现的问题，所以在很多企业里CIO往往承担着
ERP等大型系统应用的成败。如何承接这样的任务，把应用技术
体现在企业内部，使企业的管理效益真正落实。这是CIO最应该深
思与钻研的课题，也是CIO工作成功与否最重要的指标之一。”
陈庆辉，副总裁，立邦中国信息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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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助力立邦完善渠道精耕细作和供应商协
同采购管理 
2004年随着原材料的涨价，涂料行业打破了以卖方为主的
市场，拉开了竞争洗牌的序幕。此时，互联网技术兴起，很
多企业开始考虑如何利用互联网与客户保持沟通和联系。立
邦也开始进行销售方面的探索，与经销商在网上做订单的协
同。

立邦中国不设门店，只在各地设有工厂和销售办事处，由签
约的经销商开店。目前在全国有1,700多家经销商，管理着
3,500多家门店。各门店有统一的形象设计，统一的货架和产
品出样，统一零售价格，以及统一的产品质保单据和承诺。
由于二者之间关系紧密，经销商需要实时了解立邦中国的库
存、下单情况，与立邦中国进行账期的交互。2005年，立
邦中国实施了SAP CRM系统，上线的第一个模块便是Internet 
Service。经过一年时间的推广，通过SAP CRM系统可以实现
在线订单管理、物流追踪、门店管理、对账单查询等功能，
经销商和立邦中国开始更加顺畅的交互与协同。

随着涂料市场业态结构的逐渐变化，立邦中国更加关注渠道
的精细化管理。在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和消费行为与国外用
户不同，业主很少买来涂料自己DIY刷房子，而是大多选择连
工带料包给装修公司或者装修队，这就意味着，油工师傅成
为影响业主决策、购买和使用的重要渠道。立邦中国从原先

B（立邦）-B（经销商）-C（用户）的渠道模式深化演变为B
（立邦）-B（经销商）-B（油工师傅）- C（用户）的新渠道

模式。因此，对油工师傅的激励和管理变得尤为重要。立邦
以满足消费者需要为目的，不断遴选市场上优秀的油漆工加
入到”立邦师傅”和”立邦认证师傅”这两大群体。

作为行业领导者，立邦积累了业内最大的油漆工师傅团队。

2010年”油漆工师傅“会员数量达到14万，截止今年8月上
涨至23万。油工总数的第一个10万，立邦中国用了6年时
间，而第二个10万仅仅用了2年多。通过SAP CRM的忠诚度
管理模块，立邦中国更加有效地管理庞大的油工师傅团队，
通过会员管理、积分管理等功能，提高油工对立邦的忠诚度
和积极性，进而更加深化了渠道的管理。

在上游，为了优化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成本结构，立邦中国
通过SAP SRM解决方案实现集中采购管理，与供应商的供需
协同。立邦属于化工链条的末端，但原物料成本相对较高，
成本价格受上游波动影响较大。而且立邦中国拥有数量众多
的供应商，迫切需要一个“平台统一化、处理自动化、管理
透明化”的供应商关系管理工具。2006年立邦中国开始实
施SAP SRM，2007年上线推广，2009年起进行相关功能的
增强与优化。通过SAP SRM解决方案， 统一优化了全公司采
购流程，将所有生产和非生产物料的采购业务自动化， 并通
过采购执行过中的的供应商协同，完成从采购订单到付款的
端到端集成运作，为供应商提供线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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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信息化系统，实现上下游价值链的协同和
端到端的透明化管理

在SAP ERP解决方案实施的基础上，通过SAP CRM 解决
方案的实施，立邦中国实现了以消费者为核心的市场营
销、销售管理和渠道管理的资源整合与高效执行。在市场
营销环节，立邦中国更好地管理市场营销资源、营销活
动和潜在客户，确定高价值客户并将其作为目标，优化市
场营销流程，挖掘客户需求，从而提高市场营销的投资回
报率。在销售管理环节，立邦中国的工业漆事业部主要
通过销售而不是经销商维护客户关系， 其中CRM的线索
和商机管理方案帮助立邦中国的销售团队更好地管理销
售区域、客户群、联系人、销售活动、潜在客户、销售商
机以及定价策略，以获得并保持盈利增长。在渠道管理环
节，通过激励经销商、油工师傅和销售终端等渠道对立邦

中国的产品和服务进行营销和销售，优化了渠道销售、营
销和服务流程，帮助渠道合作伙伴增加收入，扩大市场份
额，并提高渠道效率。

在企业价值链上游，SAP SRM解决方案提供了战略采购、
运营采购及供应商协同功能，帮助立邦中国实现了集中
采购管理，规范了采购流程，大幅降低违规风险，缩短交
易周期时间并降低流程成本，实现了采购系统与财务系统
的集成， 达成端到端的信息透明共享和高效处理。使得立
邦中国上千家供应商的管理更加完善，与供应商的交互有
了阶段性的跨越。

“企业的信息化往往是几代人的工程(几代CIO工程)。
在信息化平台上，用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ERP系统,
能够将有价值数据提供出来，做更优化的成本管理、

成本分析，以及未来市场的预期，同时对未来的资

金、成本、生产、销售进行预估与管理。”

陈庆辉，副总裁，立邦中国信息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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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建设助力品牌发
展，提升企业价值

陈庆辉强调，未来立邦中国信息化建设的核心策略
是：以SAP为ERP/CRM/SRM/PLM/数据分析的应用
核心，使用SAP化工行业解决方案为蓝本，利用SAP
快速部署解决方案(RDS)作为实施基础，实现“升级→
优化→深化→整合”的路径，同时引进新的信息化技
术，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加强管理，优化资源。通
过IT核心策略的实施，支持企业的业务战略目标，最终
提升企业的价值。

为了更好地深化SAP ERP在企业的应用，立邦中国计
划部署SAP HANA 内存应用计算技术，帮助企业实时
分析报表、加速财务月结、运行企业获利能力分析、
洞察海量商机信息。同时，为了减轻ERP系统的压力，
ERP中资源消耗大的报表也会移入SAP HANA中，进一
步提高ERP系统的运行效率。陈庆辉表示，“首先我们
会用三个月的时间，把BW迁移到HANA上面，让报表
更加实时，为业务部门提供更好的决策依据。我们希
望完善SAP NetWeaver® BW的模块，引进HANA的升
级，使出报表的速度提高5-10倍。”

在新技术引进方面，立邦中国会考虑引入移动应用技
术、内存计算技术、虚拟化技术、私有云数据中心、
集成数据交换平台、统一通讯、企业内部全文检索、

eSOA等，通过先进科技与业务的深度融合，驱动企业
业务价值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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