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国内最大的模具及注塑企业之一，东江集团致力于成为世界领先的精密塑胶
全方位解决方案供应商，近年来，对各个业务部门的流程优化及系统功能优化需
求日益强烈。海通安恒项目实施团队遵循SAP ASAP实施路线图的基础上，在项
目蓝图阶段，与关键用户充分沟通；在实施阶段灵活利用SAP标准配置，开发辅
助功能应用，掌控整个客制化需求的走向与实现；上线阶段对每一笔基础数据、
静态动态数据、业务流程关键字段数据严格把关，确保数据的有效性与准确度，
保证了项目的成功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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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集团：借助SAP致力成为世界领先的
精密塑胶全方位解决方案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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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名称

东江集团

企业总部

香港

所属行业

模具注塑制造

产品及服务

注塑模具

员工数

3,000 人

公司网址
www.tkmold.com/cn/

实施伙伴

海通安恒科技有限公司
www.htah.com.cn/

实施目标
• 集团财务合并报表
• 建立集团化统一物流运输平台
• 在模厂仓库业务范围实施条形码扫描出入库功能

解决方案

• 全面梳理和规范运输管理的业务流程，通过TM系统加以固化
• 在销售、采购等环节实现运输及结算等一体化流程
• 运输计划管理中配置和关务的对接；运输执行和监控管理系
统自动判断，可视化运输过程，事件管理监控；运费计算和
结算管理可以定义较复杂运费计算方式

• SAP ERP 系统和 SAP Transport Management (SAP TM)系统
凭证流无缝对接

主要收益
• 合并报表功能减少集团财务30%的手工操作量
• SAP TM物流运输系统的实施全面提升了物流管控效率，同时
降低了集团20%的运输成本

• 条形码功能的实施提升了仓库收发货的准确性，使产品追溯
能力提高了80%

“本次项目的实施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为东江集团带来了提升：1. 重新优
化和规范一些业务的操作流程，使得系统的运作更为合理，更符合管理目
标。2. 将SAP系统更多的标准功能利用起来，更好地利用了系统，进一步
提升信息化管理水平。”

张佳汉 ,IT部门, 东江集团

30%
减少了财务手工操作量

20%
降低了运输成本

80%
提高了产品追溯能力

业务转型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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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kmold.com/cn/
http://www.hta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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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财务合并报表、整合集团物流运输资源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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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集团作为国内最大的模具及注塑
企业之一，早在2011年就选择了SAP
系统，SAP作为世界最大的ERP软件，
为东江集团提供了先进的ERP管理系统
与理念。

随着对SAP ERP系统的深入和熟练运
用，从集团长远发展的需要出发，现
有ERP系统已经不能满足东江集团日益
丰富的业务需求：如多家子公司的财
务报表无法统一、物流运输成本的开
支过大以及系统多年运作部分流程无
法满足更高的日常要求。

为满足集团财务合并报表及整合集
团物流运输资源、建立集团化统一
物流运输平台管理的需求，东江集
团结合各个业务部门具体情况开展
了SAP ERP系统优化及实施项目。同
时，针对模具公司MES系统的实施
需求，结合条形码方案的实现，在
模厂仓库业务范围实施条形码扫描
出入库功能。

本次SAP ERP实施范围覆盖：SAP 
SD/MM/PP/PS/FI/CO/TM/条形码
等功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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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ERP合并报表及SAP TM物流运输系统的
实施帮助东江解决迫切的业务需求

SAP ERP实施合作伙伴海通安恒科技
有限公司，善于以管理咨询的角度
全局把握企业业务发展趋势，更对
模具行业的需求把握精准及明确。
特别是海通安恒加入了SAP ONE 
Service合作伙伴计划，并且取得
SAP ONE Service运输管理解决方案
实施合作伙伴认证，使得海通安恒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得到了SAP相关领
域专家团队的技术支持，根据对SAP
最佳实践的理解与Shipper角色定义，
结合SAP标准需求管理、运输计划、
运输执行和监控、运费计算和结算、
进出口管理，将客户实际业务与SAP
标准功能无缝关联应用。

ECC合并报表的功能的实施：集团
各子公司财务经过多次会议，梳理
了公司间业务以及合并报表的抵消
处理。

SAP TM物流运输系统的实施：统计
了注塑厂与模具制造厂的运输路线
以及海陆空各类运输方式的成本并
重新规划了各家运输公司的路线。

SAP TM物流运输系统：在SAP中开
发了物流运输平台与合作物流公司
进行系统集成，东江下达运输单的
同时流向相关物流公司确认并回复
运输费用和相管运输信息并记录号
运输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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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提高工作效率、准确率及追溯率

SAP ERP的成功实施，为东江集团带
来了极大的影响和改变：规范了企
业业务优化流程；顺利完成多种业
务流的集成；实现了财务、成品的
集成，得以及时反映实际的生产状
况。

• 通过实施SAP合并报表功能，设
置了一套合并科目表，并对应到
FI会计科目表，可以自动根据FI
会计凭证对应关系生成相应的合
并模块会计凭证，并设置关联交
易抵消规则，月末自动出具集团
合并报表，减少了财务人员线下
合并报表手工操作工作量。

• 通过TM物流运输系统的实施，
将线下分散的物流运输业务统一
纳入ERP系统标准化管理体系，
建立了集中物流运输的申请管理、
运输计划管理、运输管理、费用
结算管理平台，整合了集团资源，
优化了物流体系，提高物流运输
管理的整体水平，规范了承运商
的管理，缩减了运输周期，提高
了运输效率。

• 仓库条形码功能使得常规化的仓
库收发业务从传统的键盘输入模
式升级至条形码扫描录入，提高
了仓库业务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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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SAP S/4HANA

东江集团已经发展成为国内颇具代表
性的注塑、模具制造企业，近来东江-
苏州生产基地正在迅速扩张，随着产
能的不断扩大，对系统的数据库及运
行要求也逐步增大，目前SAP推出了
全新版本SAP S/4HANA，其强大的数
据分析和处理功能将会助力于东江集
团未来更好的提升。海通安恒计划进
一步加强与SAP ONE Service部门的合
作，通过多角度的认证与能力培养方
案，借助SAP最新技术与本地化成果，
并积极配合一年一度的客户项目质量
检查，更加及时地和客户分享SAP最
佳实践，一同构建共生共长的生态发
展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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