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级到 QAD 企业版 (EE) 让
Lasko 具备实力面向未来。
Raafat Mikhail，Lasko 信息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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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KO 案例研究
QAD ERP 老客户决定升级到企业
版(EE)，以应对未来的需求

面临挑战：逐渐老化的 ERP 系统使公司走到了
十字路口
Lasko 面临着极其激烈的市场竞争，除了 Lasko 之外，

“我们会在工厂保有大量库存，直到季节需求明朗。
这意味着我们得承担极大的库存风险，因此库存管理
系统就更加重要。”

公司介绍：LASKO PRODUCTS

还有多达 10 家公司在面向全国所有主要零售商制造和

Lasko 的 QAD ERP 系统已经运行了近 20 年，期间

Lasko Products 公司主要面向美国和加拿大的大

分销电扇及陶瓷加热器。Lasko 生产的属于季节性产

升级过几次。最后一次是几年前升级到“QAD 企业应

型零售商，生产和销售电扇与陶瓷加热器。该公司

品，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原因是他们没法预知气候模

用程序标准版”(SE)。

在设计和制造旨在改善家居舒适体验的产品方面，

式是否会造成销售期短，因此不得不全年生产和保留

已经有 100 多年的发展历史，是竞争激烈的北美

库存。凉爽的夏天或温暖的冬天都可能导致仓库中大

市场中首屈一指的领军企业。

量库存积压。

“我们参加了 QAD 的 Explore 年度盛会，并加入了我
们的区域用户组，因此听说了“QAD 企业应用程序企
业版”(EE) 中的新功能，”Mikhail 说。“我们发现自己

该公司有四个制造和分销点，员工人数超过 1,000名。

除了季节波动外，Lasko 还必须满足各家主要零售商

在技术方面落后于 EE 目前的能力，包括库存管理、

Lasko 的产品远销国内外。

在质量、包装、标签和布线方面的具体合规要求 - 零

财务和报告。在了解了 QAD 的未来方向后，我们开

售商对价格十分敏感。

始从技术和系统观点来规划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并

1906 年，Lasko Metal Products 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成立，创始人是 Henry Lasko 先生。公司在多年发展

“我们的竞争点放在为零售商提供的价值和质量

过程中，不断调整产品线，力求满足变化多端的消费

上，”信息技术总监 Raafat Mikhail 表示说。“零售

者需求。

商希望节省成本，但又不想牺牲质量。所以我们
需要整个公司中保持高效运转，掌握最新信息，

概要

从而保持我们在市场中的领导地位。”

公司

Lasko Products

“每年我们都会在造型和功能方面下功夫，确保产品畅

总部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威彻斯特

销，在一众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坚持优质低

行业

消费品

产品

电扇和陶瓷加热器

采用的解决方案

QAD 企业应用程序企业版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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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着手研究与升级到 QAD EE 相关的事宜。”

价，”Mikhail 继续道。“这一切都需要非常谨慎的规划、
调度安排和库存管理，只有最新的技术才能予以最佳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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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KO 案例研究
解决方案：升级到 EE 是持续改进策略的
正确选择
Lasko 与 QAD 联系开始进行非正式讨论，确定哪里
存在机会以及如何最好地抓住这些机会。QAD 顾问
与 Lasko 多次会面，详细讨论了 EE 的功能、EE 在

周一早上业务照常进行，只是系统变成了升级后的

多个数据库整合到

一个主数据库中
定制内容减少了

哪些方面有利于 Lasko，以及升级过程会包含哪些内

50%

“我们非常依赖 QAD 传授的知识和提供的培训 - 这
对我们非常有用，也非常关键 - 否则升级工作不会
那么顺利。”

获得收益：直接效应与未来效益指日可待
Mikhail 表示：“我们这还只是初步体会到升级到 EE

容。
“我们很快就明白升级到 EE 对我们十分有利，但在做

最新系统。”

优化了 20 年的数据

的好处。现在我们已经准备好进一步与 QAD 进行合
作。”

出最终决定之前还有几个升级方面的问题，”Mikhail
说。“我们希望迈出一步，但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大的

• 转换成新的财务系统 - 从功能角度来看，升级后，

一步，因此需要确保这个决定是最明智，对Lasko 的

Lasko 日常业务中最重大的变化是财务系统。

未来有深远的影响。我们希望确保以正确的方式做正

Lasko 了解EE中的所有财务增强功能非常重要。

“我想我们还没到说“任务完成”的时候。升级到 EE 让
我们更有能力接受未来的升级，继续利用提供的各项
功能。一开始推出时我们为此做了大量工作，我们计
划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确的事情。”
Mikhail 表示：“和我们合作的 QAD 顾问非常优秀，他
Lasko 需要讨论和解决的具体问题包括：
• 数据迁移 - Lasko 有积累了 20 年的数据，就如何
最好地进行数据清理，如何分多批把数据迁移到
一个数据库中，Lasko 需要相关的指导。
• 定制项多 - Lasko 的旧系统中进行了大量定制。因

们不仅回答了我们的这些问题，也让我们对升级过程

Lasko 在升级到 EE 后取得的直接优势包括：

有更深入地理解。在他们的配合下，我们对公司目前

• EE 中标准功能升级，原先的定制内容减少了一

的状况、希望达成的目标以及如何实现了然于胸。”
“我们的 IT 业务部规模非常小，升级对我们来说是一
项艰巨的任务，”Mikhail 评论说。“我们利用 QAD 资

此需要制定一个流程来确定哪些定制是 EE 中更复

源来获取信息和指导，通过大量的工作，我们在 IT

杂的标准功能不再需要的，哪些仍然需要以及如何

和运营两方面有了极大提升。”

半50%
• 总账报告功能更强大
• 多个数据库整合成一个主数据库
• 对二十年的数据进行了清理并重组
• 财务功能更佳，改进了报表生成功能，报表
可轻松创建、而且内容、准确性和时间方面

把这些定制以最佳方式整合到 EE 中。
“在测试结束后，我们已经准备好上线，”Mikhail 补

都有所改进

充道。“当然，我们都很紧张，但一切进展顺利。我
们利用周末完成了系统切换，只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但很快就得到了解决。没有发生任何停机时间，

©QAD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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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ko 被评为 QAD 企业应用程序年度升级客户 - 理由是 Lasko 成功运用 QAD 多种工
具，升级并充分利用了 QAD 提供的全部功能。Lasko 根据行业最佳实践改进了主要计
划流程、实践和领域，提高了预测准确性，减少了过量库存。

Lasko 已经完成升级第一阶段的工作，目前处于第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确保 Lasko 优化现在的系统，并

二阶段中的规划阶段，重点工作是：

为未来做好准备。这次 EE 升级以及我们与 QAD 继

• 需求计划和调度

续合作，使这两个目标变成现实。”

• 精简 - 通过 QAD 财务共享服务 (FSS)，自动执行组
织内的销售和采购订单
• 企业物料转移 (EMT) - 能够将销售订单自动转换成
采购订单，并利用 EDI 电子商务以电子方式传输这
些采购订单
• 供应商价格表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正处于十字路口。我们实施了
一个系统，而且我们意识到这个系统已经使用太长时
间了，”Mikhail 总结道。“我们必须做出决定 - 是继续
与 QAD 合作升级系统，还是改用其他新系统？我们
深入研究有哪些选择方案、面对的是什么市场、QAD
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最终我们决定选择 QAD，因为他

我们的主要目标是
确保 Lasko 优化现在的
系统，并为未来做好准
备。这次 EE 升级以及
我们与 QAD 继续合作，
使这两个目标变成现
实。”
Raafat Mikhail，Lasko 信息技术总监

们的系统适合我们、发展道路适合我们，是我们理想
的合作伙伴。”

www.qad.com
上次 更新时间：
2016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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