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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利源：携手SAP实现创新智慧商贸物流，构
建现代零售联盟

在“互联网+”时代，传统企业转型升级迎来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零售流通行业正发生

着颠覆性的创新变革。通过引入SAP解决方案，助力星利源成功打造智慧城际流通供应

链平台，实现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高效整合，促进商品流通效应和提高消费

商品的性价比，开创城市零售业新格局，引领中国快消品商贸物流和关联产业“二次革

命”式的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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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成效指标

“通过引进SAP作为强大的信息化系统支撑，星利源首创快速消费品城际

流通供应链平台，开创城市零售业新格局，实现行业颠覆与革新，推动

行业健康发展，引领中国快消品商贸物流和关联产业“二次革命”式的

转型升级。”

林立方，集团主席，星利源商贸物流集团

1,000个
精选SKU

3,000个
 未来两年门店覆盖数

4,500万
未来两年目标消费群会员

业务转型

主要目标

 • 改变中国中小零售商经营现状，实现智慧城际流通供应链服务理念落地

 • 搭建集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合为一体的智慧化供应链平台

 • 促进商品流通效应和提高消费商品的性价比，最大程度的整合社会资源，降低
社会成本

 • 结合中国移动电子商务与互联网大数据技术资源优势，积极推动零售商业模式
变革

解决方案 
 • SAP零售解决方案

主要收益

 • 开创从生产商、零售门店到消费者的高效智慧化商贸平台，重构城市零售业新格局

 • 透过“星客汇”会员体系，增加消费者粘性，建立现代化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 创全球商品配送新标准，有效降低中间成本，社会资源最大化

 • 与“互联网+”经济与时俱进，全面释放零售门店的活力和潜力，积极带动产业转型
和创新

公司名称
星利源商贸物流（深圳）有限
公司

企业总部 
广东深圳

所属行业
快速消费品、商贸物流

产品和服务
仓储物流、快速消费品供应链管
理、供应链金融、跨境电商与全
国范围经营等

员工数
人

年收入
人民币

公司网址

www.synergy-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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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查看更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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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理念，打造快速消费品城际流通供应链
平台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星利源集团前身为糖果动力实业发展（深圳）有限公
司，2002年开始在国内进行休闲糖果经销业务，业务
覆盖全国200多个城市300多家主流经销商和十万个零
售终端，是中国大陆最早建立多渠道销售供应和网络
服务模式的综合服务商。经过十年发展，公司在商品
流通领域深度探索，依托雄厚经济实力和快消品市场
丰富的实操经验，2012年公司业务重新定位并成立为
星利源商贸物流（深圳）有限公司，作为首批现代商
贸物流企业入驻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

“互联网+”正加速着中国经济的进程，不断推动传
统企业的创新升级。为了改变中小零售商规模小、利
润薄、融资难等经营现状，提高流通效能和商品性价
比，星利源集团主席林立方先生凭着敏锐的商业睿智
和对新模式新技术的情有独钟，带着港人勇于拼搏奋
斗的精神，驱车走遍全国零售市场，并深入考察美
国、欧洲、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商贸物流新业态，调研

准备3年时间，前后投入一亿元，提出符合中国实情的
“创新智慧商贸物流，构建现代零售联盟“的创新理念。

“任何一个从传统社会发展到现代化社会的国家，都
会发生一场所谓的流通革命。在流通革命的过程中，
传统的商业业态和流通模式，会迅速被新的业态所
取代。而星利源公司找到了中国流通革命的重要方
向。”日本法政大学经营学部李瑞雪教授评价道。

为了这一宏伟创新理念的平稳落地，2013年，星利源
携手SAP，以SAP零售解决方案为依托，在国内首创
“快速消费品城际流通供应链平台”(iDC)，实现商
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合为一体，构建创新智慧
化商贸物流，将快消品传统渠道代理模式转型升级为
智能化平台运营模式，并打造“星客汇”会员体系将
终端会员门店形成联盟， 推动中国零售流通体系的现
代化进程。

“星利源集团秉承“利众致诚信，创新出高效”的经营理念，力图为快消品市

场打造一个更有价值、更良性、更惠众的城际流通供应链诚信体系，创新是

公司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真正的创新必须兼顾方方面面，星利源不仅要打造一

流的供应链平台，还有信心始终保持行业领先地位。”

林立方，集团主席，星利源商贸物流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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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SAP，共同探索中国智慧商贸物流管理模式
创新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在项目选型中，星利源十分看重SAP是全球企业管理
软件领导者，拥有大量国内外零售行业最佳实践，其
“SAP德国造”的美誉，也获得集团主席林立方先生的
充分认可，希望通过SAP快速实现多业态跨平台的统一
运营，灵活支撑未来业务变化，与国际化合作伙伴的
无缝接轨。

2013年星利源与SAP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经过双
方联合创新，不仅成功打造星利源互联网+商贸物流创
新的智慧运营平台，也充分展示了SAP系统整合性、功
能全面性和模式开创性。

跨行业互动信息平台
通过可视化在线商业信息共享平台，使用移动设备随
时知晓产品在零售终端的流向与实时销售状态，根据
会员关系和行为数据管理，分析消费者潜在需求，助
力生产商实现计划型生产及产品开发，有利营销活动
的安排和大幅度降低企业库存需求，实现全供应链高
效智能。

预测与推送订单系统
结合SAP系统大数据分析，科学预测门店未来营销状
态，计算每个店铺每个零售单品（SKU）实际消耗需
求，根据门店实际情况及时配给品类及数量，从而有
效降低门店库存，提高门店单位面积利用率；并将门
店订单实时传递到供应商的生产订单，达到精益生产
的科学水平。

科学零售品类管理
经统计，快消品配送市场存在约10万个SKU，但只有

1,000个SKU占据商品销售总额的90%，星利源充分运
用SAP零售品类管理，与众多知名品牌供应商合作，提
供约1,000个高性价比精选SKU，覆盖目标市场同类商
品9成以上的销售利润额，帮助门店达到精准营销。

闭环在线金融解决方案

SAP系统提供弹性的应收应付贷款功能，实现创新双
周期分期付款和付款期内高额利息抵贷款折扣，利用
资金池可双向对供应商和零售商分别提供在线融资服
务，使参与供需贸易各方在风险可控情况下，轻松灵
活在线解决经营相关的融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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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智慧化生态系统，助力全产业升级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通过引入SAP解决方案，星利源成功打造快速消费品城
际流通供应链平台（iDC），充分发挥规模运作和智能
化、信息化运营带来的效益和优势，积极促进商业流
通效应，全面提升零售门店竞争力。这一创新型改革
将彻底颠覆零售行业的传统格局，积极推动传统零售
业快速转型升级。该项目主要价值点体现在以下四个
方面：

 • 开创智慧化商贸物流，助力全产业升级。借助SAP系
统作为强大后台支撑，星利源iDC项目充分发挥模式创
新性、技术的先进性和资源的整合性，全面整合商流、
物流、信息流、资金流，为生产商和零售门店提供生
产、物流、零售、电子商务及金融等服务的全方位支撑
服务，从而有效降低中间成本，社会资源最大化

 • 以信息化为翅膀，大数据提升零售竞争力。星利源以
“利众”为公司发展之本源，通过SAP提供的实时、
高效、集成的信息化手段，承诺所有商品以厂价直供

零售商，从源头降低店主采购成本，并进行大数据汇
总分析，让中小零售商轻松了解同区域商品销量，定
制模拟陈列指引图，有效解决门店库存混乱过度消耗
等问题

 • 构建社区服务中心，增加消费者粘性。通过对星客汇
会员门店B2B2C系统支持，消费者可线上下单线下
门店配送，有效帮助零售店牢牢绑定消费人群并持续
增加销售收入，从而亟大提高流通效能和生产经营水
平，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联系更为紧密，助力传统零
售业转型升级成现代化的社区综合服务中心

 • 建立智慧型生态系统，驱动行业创新与变革。通过引
入SAP零售解决方案，帮助星利源开创独具竞争力的
智慧型生态系统，实现以数字化驱动商业价值链的跨
越式发展，从而积极带动产业转型和创新，全面释放
零售门店的活力和潜力，与“互联网+”经济与时俱
进，为传统零售行业变革提供全新的发展路径和良好
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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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着最具创新力的现代
商贸物流产业集团进军

星利源

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在互联网+时代浪潮中，星利源精确把握信息革命的机
遇，勇于创新，敢于实践，走出行业发展的新道路，
为珠三角地区甚至全国的零售业态转型升级作出积极
表率和标杆作用。展望未来，星利源将继续深化SAP解
决方案的深入应用，充分发挥系统平台综效。据悉在
未来两年，星利源将建设5个iDC，覆盖珠三角湾区各
大城市，每个iDC平均服务3,000个目标星客汇会员店
铺，在2017年完成5个iDC直接服务15,000个星客汇会
员店铺，覆盖4,500万目标消费者会员，力争在五年内
覆盖超过5万个以上终端零售便利店铺。

成为国际领先的城市流通供应链综合性服务平台是星
利源集团的远景目标，公司将继续秉持引领现代物流
发展理念，在保持公司健康发展的同时，不断寻求持
续增值，推动中小零售转型升级，助力中国传统流通
体系的现代化进程，力争成为最具创新力的现代商贸
物流综合产业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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