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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教育、电子数码多元化发展的龙昌

龙昌集团，创建于1964年。历经50年，在几代龙昌人的努力开拓，集团由开始生产单一玩具发展到
现在的智能、教育、电子数码等多元化产品，产品出口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内外享
有较高美誉。目前，集团现已发展成为以香港为集团总部、以东莞为研发制造总部、印度尼西亚为
生产中心、美国办事处为营销中心的大型国际化企业集团。

龙昌集团
智能云ERP助力龙昌集团国际化



龙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现已形成了以香港为总部；大陆东莞、印尼为生产基地；美国为办事处的大型国际化集团，并
凭借其庞大的客户基础和成功的管理，于1997年6月通过了ISO9001国际认证，同年九月在香港联交所成功上市。

多元化娱乐产品
集团主要从事遥控电子塑胶玩具等多元化娱乐产品的生产，集研发、设计、生产、销售于一体，与国际著名的玩具公
司及电子游戏公司均有友好的业务往来； 2002年2月收购北美的Kid Galaxy、Inc、Bendos品牌，成为玩具业先驱，年营
业额近七亿港元。龙昌以生产遥控电子塑胶玩具及数码电子玩具为主，产品主销欧美、日本等一百多个发达国家和地
区。

东莞龙昌玩具
东莞龙昌玩具有限公司是龙昌国际的重要营运中心,下设有龙昌玩具、龙昌塑胶、创艺精机三家公司，分别位于东莞周
屋工业区和堑头工业区，拥有员工一万多人，先进的生产设备、完善的管理模式使其在同行中享有极高的美誉。

龙昌研发中心
龙昌早在1998年就成立了研发部，在自主研发的同时，还与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东莞理工学
院、成都电子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及新加坡理工学院等国内外科研院校进行产学研合作，研发出
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及产品。

企业概况：乘云而上，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



• 现有内部IT系统难以满足龙昌集团未来集团化、多元化和国际化的发展需求

• 现有的多个IT系统信息共享不畅，存在信息孤岛，数据录入重复，各系统数据不匹配等问题；

• 缺少统一数据规范和标准，例如产品的编码和描述、质量检验相关的编码规则、设备、供应商、客户等主数
据；

• 对于多组织、多业态、多元化的公司业务，难以提供实时监控能力和洞察力，无法为精细化管理决策提供支
持，如按事业部产品线进行核算，实时监控生产订单的进度、销售计划完成情况

• 财务和业务数据不集成导致财务管控能力有待提升，财务核算主要以“事后”核算为主，缺乏事前计划和事中
管控；缺少精细化的成本核算系统；

为什么选择SAP？
• SAP在全球范围内拥有大量的行业最佳实践，能够有效支持龙昌集团的跨国运营模式，提供更好的业务洞察
力，实现精细化管理

• 作为下一代智能云ERP商务套件，SAP S/4HANA Cloud安全可靠，具有优异的系统性能、高度灵活性和可扩展
性，能够快速部署上线。基于SAP智能云ERP的双层ERP架构，支持跨国多组织的业务运营模式

项目背景：乘云而上，集团化、多元化、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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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昌集团是中国华南地区第一家使用SAP S/4Hana Could的高科技集团公司。
2018年系统上线后，集团管理效率提升了，确保了海外分支合规性，与客户及供应商可以实时的进行业务
往来，实现了集团成本精细化管理，财务业务一体化、数字平台一体化的目标。

公司名称
龙昌集团

企业总部
东莞

员工人数
15,000人

相关解决方案与服务
SAP S/4HANA Cloud

所属行业
高科技制造

50%
库存周转率提高

40%
各业务部门的手工
工作量减少

3天
加快财务结账时间，从
之前的15天到现在的

通过SAP S/4HANA Cloud项目的实施，我们有了很大的效率提升：

100%
数据实时洞察能力

“化繁为简，SAP让我们集团的业务、财务流程简化，同时大大节约了IT投入，使我们实
现了制造企业的IT轻资产化。未来，我们将围绕以SAP为核心，制定集团整体的数字化战
略。”

龙昌集团董事长，CEO，梁钟铭

年收入
10亿港元

借助智能云ERP，支持跨国运营，增强业务洞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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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数据规范化
通过SAP系统，龙昌集团建立和规范各业务部门基础数据，如统一物料编码、统一客户、供货商代码，
统一各种业务单据以及规章制度，达成业务标准化管理。

业务流程标准化
集团将各部门管理对象通过SAP系统规范化之后，就可以通过系统将各部门业务流程进行标准化，从而
标准化下来，建立统一高效的业务流程执行过程。

业务执行协同化
通过SAP系统将龙昌集团的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售后服务以及财务管理和稽核形成一体化的协同
管理。通过统一、共享的业务平台，实现快速、准确决策的同时，实现业务追溯。

决策数字化
信息、决策、行为三者联动，使龙昌的业务部门工作于统一数据平台下，提高部门间的合作效率，增强
决策者的信息处理能力和决策速度。

公司名称
龙昌集团

企业总部
东莞

员工人数
15,000人

相关解决方案与服务
SAP S/4HANA Cloud

所属行业
高科技制造

年收入
10亿港元

项目收益：规范数据，协同业务，数字化决策



部署该系统架构以后的收益：

• 采用先进集成的管理系统平台统一的数据
架构实现了研产供销一体化业务管理

• 通过SAP S/4HANA Cloud与SAP Analytics

Cloud系统集成，实时洞察业务数据，快速
决策

• 通过SAP S/4HANA Cloud与MES系统集
成，实现车间机台计划，IPQC制程检验数
据，产线实际工时实时记录，从而实现车
间精细化管理

• 适配以管理会计的应用，助力公司核算型
财务向管理型财务转变

• 采用公有云解决方案，减少基础设施、基
础架构维护等IT初期投入成本与运维成本

客户系统架构
围绕S/4HANA Cloud数字化核心，集成三大系统

已上线

计划中

第三方

SAP S/4HANA Cloud

销售管理

财务管理

采购管理

生命管理

MES系统

车间管理

OA系统

流程审批

SAP 

Analytics 

Clou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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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业务流程优化
按库存生产—离散制造

计划

生产

管理计划的
独立需求

运行
MRP

查看库存

创建生产
订单

下达生产
订单

完工的生
产订单

准备材料
用于生产

确认操作 接收成品投放材料
用于生产

关键业务描述：
• 创建计划独立需求
• 执行物料需求计划和库存需求清单评估
• 执行生产订单处理：备料、订单下达、订单确认、发货和收
货的物料移动过账（包括可承诺量检查）

• 生产后可以选择运行报废报表

关键业务收益：
• 通过生产计划触发生产执行
• 运行物料需求计划时自动展开物料清单
• 在创建订单时计算目标成本
• 通过生产操作的直观确认提高可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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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特性、挑战、项目计划

创新/运营/支持用户就绪及部署范围和配置 数据迁移、测试最佳实践的适配
分析

* Provisioned and managed by SAP, limited use license.

准备 探索 实现 部署 运行

集成、扩展
系统就绪和项
目团队赋能

2018.05 2018.06 2018.08 2018.10 2018.12

1. 电子玩具行业生产工序复杂，在多个工作中心流转，产品生命周期短，BOM量大。

2. 注塑工艺工单多一模多穴，工艺复杂，成品率变数多。

3. 生产模式有按单生产，按库存生产。

4. 生产环节需要按流程按BOM结构往上报工入库。工单的产出和投入相匹配。

5. 关键用户参与非常重要，一定要要求资源投入的保障。龙昌S/4HANA Cloud系统是华南地区的第一个客户，顾问和用户都是首次接触产品。

6. 项目需要的到高层的重视和支持，落实到实际行动，及时响应和解决项目过程中的问题，协调好资源。

项目计划

行业特性及挑战

持续创新



未来，我们计划2020年规划东莞生产基地推行MES系统，未来实现车间数据，制程检验数据由
MES系统集成到SAP S/4 HANA Cloud系统，从而提高用户的操作效率及数据的准确性。

下一步信息系统规划
与SAP进一步深度合作



搭建最终用户与信息化应用的沟通桥梁

爱思普信息科技有限公司（SPRO Technology Consulting）是由海外机构
在中国投资的专业IT咨询服务公司，有超过十年的信息化服务经验，作为
SAP中国金牌合作伙伴，爱思普专注于SAP系统咨询及实施，目前在深圳
、广州、厦门、长沙、南昌及上海等均设有分支机构及交付中心。

爱思普信息科技拥有超过200余人的顾问和技术团队，在IT服务、软件开发
及SAP咨询实施方面具有丰富项目经验，作为SAP认证的PCoE客户支援中
心（Partner Center of Expertise），爱思普能够持续为客户提供满意的
SAP技术支援及服务。在离散制造，尤其是定制家居、模具注塑、高科技
电子、零售及时尚服饰皮具等行业领域，有着丰富的业务实践经验，能为
客户提供专业的业务咨询及系统实施。

爱思普信息科技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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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普主要资质

SAP官方授权VAR管道金牌合作伙伴

SAP官方授权SAP ERP PCOE软件运维认证服务商

SAP官方授权SAP Hybris PCOE软件运维认证服务商

SAP官方授权Suite on HANA解决方案认证服务商

SAP官方授权S/4 HANA解决方案认证服务商

SAP官方授权S/4 HANA Cloud解决方案认证服务商

SAP官方授权Digital Supply Chain Cloud解决方案认证服务商

SAP官方授权项目实施质量PQP认证资质

Siemens工业软件官方授权华南区总代理

爱思普拥有国家认定高新技术企业资质

爱思普通过一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B/T19001-2016/ISO9001认证

爱思普专注于SAP系统咨询及实施，服务

内容包括：

• SAP系统咨询及实施落地

• SAP标准系统增强或客户化开发

• SAP与第三方系统的数据集成开发

• 提供SAP AMS运维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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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客户与团队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机械制造、电子工程

Automotive Supply / Parts

汽车及零配件

Food/Pharma/Life Science

食品、药品，生命科技
CP & other

消费品，服装，家居、金融
行业

客户

方案

团队

ERP，MES，项目制造、
离散制造

SRM，供货商协同

ERP，JIT/JIS

EDI，协同

ERP，相关法规
GMP/GSP

批次追溯、效期管理

ERP，CRM，POS

批发，零售

机械及零部件离散制造团队 汽车、零部件及高科技团队 食品、药品流程制造团队 服装、家居消费品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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