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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飞：携手SAP打造世界级高端“智”造，
圆百年飞天梦

作为繁荣全球和地区经济的发动机，航空业扮演着重要角色。航空产业既是大国崛起和

综合国力的标志，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中国商飞公司承载着民族的百年飞天

梦想，坚持走中国特色、体现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之路。通过引入SAP解决方案，全力

帮助中国商飞打造世界级航空高端“智”造，促进项目的研制成功和商业成功，实施体

制机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提高制造能力和管理水平，推动中国航空工业向更

高领域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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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效指标

“SAP解决方案不仅成功帮助中国商飞实现全面改造供应链，实现质量全过

程可追溯，也实现采购、生产、物流、财务各环节的数据共享与智能分

析，为管理决策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胡盛行，信息化中心管理系统室主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大幅缩短
财务月结时间 

大幅提升
 财务报表精准程度

不断扩大    
物料管理覆盖面

业务转型

主要目标

 • 积极应对国际行业挑战，全面提升产业研发与制造的整体能力，快速与国际水
平接轨

 • 实现飞机研制全过程数字化、可视化管理，全面优化库存管理，智能生产

 • 打破信息孤岛，促进全供应链数据集成与高效协同，提供精准分析和决策支持

 • 推动产业创新与转型，建设成为国际一流航空企业

解决方案 
 • SAP商务智能解决方案（SAP BI）、SAP业务经营管控平台（SAP ERP）

主要收益

 • 构建实时、透明、智能的业务经营管理平台，实现质量全程可追溯、实时运营

 • 高效业务协同，增强全供应链数据共享与智能分析，为管理决策提供强有力保障

 • 成功打造国际化人才团队， 以信息化拉动管理思维创新

 • 加快推进“工业4.0”与两化融合，发挥行业全面带动作用和典型示范效应

公司名称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总部 
中国上海

所属行业
航空工业

产品和服务
主要从事民用飞机及相关产品的
设计、研制、生产、改装、试
飞、销售、维修、服务、技术开
发和技术咨询业务

员工数

9,000人

年收入
未知

公司网址

www.comac.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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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查看更多指标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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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工匠，匠心逐梦，创建国际一流航空企业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研制和发展大型客机是一个国家工业、科技水平综合
实力的集中体现。伴随中国经济发展领衔全球，未来
中国航空工业也将进入黄金增长阶段，发展大飞机等
高端技术装备势所必然。我国虽然已拥有初见规模的
民机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
大技术差距。作为中国航空高端制造的领军企业，中
国商飞因民族的百年飞天梦想和国家的战略而立，始
终坚持走中国特色、体现技术进步的自主创新之路，
不断书写着中国航空事业新的辉煌。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于

2008年在上海成立，是我国实施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
项中大型客机项目的主体，也是统筹干线飞机和支线
飞机发展、实现我国民用飞机产业化的主要载体。公
司注册资本190亿元，现有员工超过9,000人，主要从
事民用飞机及相关产品的科研、生产、试验试飞，民
用飞机销售及服务、租赁和运营等相关业务。

中国商飞公司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组建和运营，实行
“主制造商-供应商”发展模式，重点加强飞机研发设
计、总装制造、市场营销、客户服务、适航取证和供
应商管理等能力，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干线飞机
和支线飞机，实现项目的研制成功、市场成功、商业
成功，将全力打造更加安全、经济、舒适、环保的大
型客机，立志让中国人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早日飞上
蓝天。

为了提升产业研发与制造的整体能力，快速与国际水
平接轨，中国商飞立足长远，审时度势，于2015年正
式开启以SAP ERP为核心的全供应链高效智能管理平
台。不仅完成采购、生产、物流、财务各环节的数据
集成与高效协同，实现质量全过程可追溯，还无缝对
接SAP商务智能系统，提供精准智能分析和决策支持，
推动产业创新与转型，助力中国商飞建设成为国际一
流航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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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洞察， 智能决策，开启世界级、
透明化“智能”制造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作为中国航空工业的标杆企业，中国商飞具有产业链
长、辐射面宽、连带效应强的主要特征，结合我国民
机工业边建设、边研制、边发展的现状，采用目前国
际通行的产业组织模式，以整机制造商为核心，主系
统承包商、分系统承包商和部件供应商的紧密联系。
因此有效实现数据互通与全供应链管理，是当前信息
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中国商飞非常重视信息化与公司战略的融合，早在

2012年就前瞻性引入SAP商务智能解决方案，凭借
多年卓有成效的紧密合作，对SAP系统具备的稳定、
灵活、高集成性，赞誉有加。经过广泛调研和审慎决
策，中国商飞认为SAP系统最符合企业需要，不仅代表
着国际先进标准，也承载着大量世界航空工业最佳实
践，拥有稳健和谐的数字生态圈，为全球化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从项目应用来看，一架航空飞机需要上百万个零件，每
天这些零件从世界各国生产出来，运输到生产线进行总
装，而其中任何一个零件的缺货、任何一个生产线的失
误，都可能让生产处于停滞状态。中国商飞SAP全供应
链智能平台，实现采购、研制、生产、试验试飞、客户
服务的全过程数字化、可视化管理，达到质量全过程可
追溯，从而全面优化库存管理，实现智能生产。

中国商飞SAP项目的创新之处，还在于充分结合SAP
商业智能，将大飞机与大数据、互联网+完美融合。通
过实时捕获民机研制中的海量数据，建立计算机三维
模型，实现高精度的可视化显示。比如根据飞机故障
模型，用深入的数据分析找出已有的或即将发生的故
障，产生预警信号，帮助改善并优化行动方案。目前
在中国商飞管控大厅有200多个信息化管理看板，覆盖
全部12个业务领域，实时精准地呈现每个业务环节状
态，为管理层提供精准、实时的决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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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协同，共赢产业链，树立中国航空工业
“智能制造”典范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2015年10月8日，中国商飞SAP ERP一期成功上线，公
司董事长金壮龙亲自出席上线仪式，并对项目给予高度
评价。SAP项目的成功上线，对于中国商飞的未来发展
有着里程碑的意义，不仅成功打造实时、透明、智能的
全供应链体系，还积极发挥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全面带
动作用和典范效应，充分彰显着中国航空工业的专业水
准和创新精神。主要价值点体现在以下方面： 

 • 重构供应链，实现更智能、更高效运营。通过实施SAP
供应链高效智能管理平台，不仅实现采购、运输、生产
和物流等业务有效协同，还做到质量全过程可追溯，优
化库存管理和零部件采购，高效提升业务流程，从而极
大降低研制成本，显著增强生产管理的科学性和灵活
性，为未来大规模研制与生产奠定坚实基础

 • 挖掘数据价值，为管理决策提供强有力保障。中国商
飞以数据标准化、集中化为重点，实现全供应链数据

共享，并充分结合SAP商业智能系统，挖掘数据价值
潜力，全面释放业务洞察力，从而帮助管理层更快速
更精准地制定决策，积极应对瞬息万变的国际市场竞
争，实现企业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

 • 促进合作协同，打造共赢产业链。通过项目的成功上
线，不仅有效改善主制造商-供应商的关系，实现产
业链间的协同采购、销售和决策支持，还积极发挥龙
头企业在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中的主导作用，推动产业
链的深度合作与创新发展，共享数据与服务，打造合
作共赢的产业链体系，增强行业整体竞争力

 • 构建国际化人才团队， 以信息化拉动管理思维创新。中
国商飞领导层对SAP项目高度重视，在公司内部专门成
立信息化和管理创新团队，全面推进项目的稳步上线。
公司也特别重视自己团队的培养，利用项目建设契机，
充分吸收全球领先管理理念，积极带动内部管理团队的
成长，使公司管理水平向着国际化、标准化不断迈进

主要指标

200个
管控中心信息化看板

4倍个
薪酬核算效率：提升4倍

持续提升
管理精细度

60%
实物资产管理品项：下降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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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携手SAP，用创新与
超越跻身世界一流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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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飞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大飞机梦，是我国几代人的美好梦想。中国商飞不负
所望，正让这个梦想一步步坚定地走向现实。2015年
11月2日，国产大型客机C919正式下线，标志着我国航
空产业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开端，并据中国商飞2016
年工作部署， C919将在年内完成首飞。

未来，中国商飞将积极响应“中国制造202 5”号
召，坚持“市场化、集成化、产业化、国际化“的建
设方略，加快推进“工业4.0”与两化深度融合的步
伐。同时，将继续携手SAP，协同共进，在全球供应
链、大数据和智能制造等方向不断探索，大力促进建
立我国民用飞机产业集群，用创新与超越跻身世界一
流航空队列，让享誉全球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优
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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