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配合国家电网公司“三集五大” 发展战略体系的完善提升工作，山东电力
公司重点开展了仓储资源的优化整合与仓储网络的科学布局，全面启动了
“以省直管库为枢纽、市县周转库为支撑”两级仓储配送运输工作。作为SAP
金牌合作伙伴，海通安恒(ITL)在本项目中帮助山东电力实现对配农网大宗
物资集中性的物流管控，进一步缩短供应周期，减少物资积压。对供应商
直发项目现场物资、仓库配送到需求单位的运输过程进行统一管控，提高
了物资供应服务效率与质量，进一步提升了仓库资源利用效率等同业对标
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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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大物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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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公司名称

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企业总部

济南

所属行业

电力

产品及服务

电网经营、电力购销

员工数

75,000 人

公司网址
www.sd.sgcc.com.cn

实施伙伴

海通安恒科技有限公司
www.htah.com.cn

实施目标
• 实现仓储资源管理集约化
• 配农网大宗物资集约化

解决方案

• 充分实现SAP TMS，GPS定位以及GIS地图三者的融合，以实
现山东电力配送业务全过程监控，包含需求计划提报、配送
计划制定、配送过程跟踪、配送结算等配送全生命周期。并
在山东电力大屏监控系统实时展示运输动态，实现与ERP系
统的无缝集成，为实时业务处理和决策分析提供有力支撑

主要收益
• 顺利完成多种配送业务流的集成，节省配送业务操作人员

80%人力
• 降低了电力重点物资在途运输风险损失，减少经济损失2000

万元
• 有力保障了电力工程的建设，配送到货及时率提升30%

“山东电力SAP TMS的成功上线，为整个公司建设具备国网特色现代物流
体系提供有力支撑，有效地提高公司的配送管理水平。”

张晓峰,国网山东省电力公司

80%
节省了配送业务操作人力投入

2000万
减少了可能的经济损失

30%
提升了配送到货及时率

业务转型

了解更多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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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d.sgcc.com.cn/
http://www.htah.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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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物流协同平台打通配送运输全链条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根据国家电网公司要求和山东省电
力公司现状，从物力集约化、服务
专业化方面着手进行仓储配送管理。
从整个物资供应链角度出发，整合
供应商、自有仓库、配送资源，基
于物流协同平台打通配送运输全链
条，目标以统一的“视觉”、标准的
“语言”，实现与供应商一体化、多
层次的集约与协同，业务管理的智
能化，为物资供应和调配提供保障
和支撑。

1.仓储资源管理集约化，整合原有仓
储资源，在全省配合建设省直管库
和物流配送网络，并在省直管库设
立“五大”单位专用库区，提供仓储和
配送等服务，实现仓储资源管理集
约化。

2.配农网大宗物资集约化，依托省
直管库，运用供应商寄售模式，对
配农网大宗物资进行集中性的收货、
验收、检测和配送，将供应周期缩
短到1个月以内，实现库存“零积压”，
以解决配农网工程物资数量大、品
种多、分布散导致的物资供应效率
低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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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SAP TMS仓储配送体系, 深化物力集约化

SAP在全球能源行业拥有众多的成功
经验，SAP TMS 产品能满足具有电
力行业特点的仓储配送的独特需要，
并且能够针对山东电力公司、提出
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山东电力公司在人、财、物方面均
已成功部署SAP MM、PS、PM、FI 、
CO等模块应用，具备在此基础上拓
展SAP TMS的前提条件。

ITL项目组深入了解山东电力管理流
程及配送业务现状，与关键用户认
真研究了SAP TMS的整体系统功能，
利用作为SAP ONE Service运输管理
解决方案实施认证合作伙伴的优势，
与SAP ONE Service团队紧密配合，
以严谨的ONE Service方法论管控整
个项目，全面而周密地完成各实施
步骤和细节。同时，山东电力的管
理层也在项目需求调研、业务蓝图
制定、系统部署实现、用户集成测
试、用户培训，直到系统上线整6个
月的时间，给予实施顾问积极的配
合，实现了双方的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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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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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实践“大物流”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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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主要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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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SAP TMS仓储配送体系，是当
前深化物力集约化的迫切要求。通
过提高物资配送的准确性、及时性，
优化配送成本，实现了山东公司提
出的“响应快速、配送准确、服务优
质、运转高效”的目标。

项目的实施是“大物流”理念的初步实
践。物资管理部门对“五大”单位配合
更加流畅、支撑保障更加有力，为
“三集五大”体系和物资仓储配送提供
坚强有力的物资保障。同时，优化
仓储布局，提升仓库的运转效率和
管理水平，降低整体仓储配送成本。

• 提高了货物安全保障

• 提高了运输效率

• 提高了协同运作效率

• 提升了物资供应保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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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优化仓储配送网络

山东省电力公司希望通过本次项目实
施，建立并固化配送管理流程，规范
运输管理流程，实现SAP TMS与SAP 
ERP的集成实施，未来希望借助更有
力的信息化管理工具，比如移动应用、
运输线路算法优化、运输方案自动生
成等，在全省范围17家地市公司和98
家县公司内，优化仓储配送网络，有
效提高山东电力公司配送管理水平，
实现对配送业务的全过程管理。经过
对山东电力项目的梳理，在SAP ONE 
Service专家团队的支持下，海通安恒
将在相关领域持续改进和创新，积极
参与SAP ONE Service认证合作伙伴质
量检查，不断为客户提供与时俱进的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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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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