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我们生产方面
的需求，QAD 是最适合
我们的产品。
Martin Klinkert，
，RENOLIT 公司 C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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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最佳 ERP 解决方案与系统化
升级

公司：
公司：RENOLIT
RENOLIT 集团是一家国际型领导企业，主要面向技
术应用领域生产高品质塑料薄膜及相关产品。
RENOLIT 已有 70 年的发展历史，成立宗旨是用高
效塑料薄膜取代传统材料。自公司成立以来，产品
适用范围在原有基础上有了极大的发展。
RENOLIT 的产品目前广泛用于世界各地各种不同的
行业。RENOLIT 热塑薄膜可用作家俱、建筑构件和
消费电子产品的装饰性表面贴膜。此外，RENOLIT

挑战：
挑战：如何在发展复杂而又广泛的业务的
如何在发展复杂而又广泛的业务的
同时，
同时，实现最大效益

是一家复合型企业，拥有全球分销网络，
由 8 个业务单元构成，覆盖四大洲 30 多家工厂。
RENOLIT 除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日常持续业务的生产
率和利润率外，还专注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扩大
现有业务单元，通过不断收购企业，使 RENOLIT 产
品延伸到新的地区或新的业务线。
收购比利时化学公司 Solvay 旗下的工业薄膜部门就
是其中一例。Solvay 的薄膜部门早就开始采用 QAD
ERP，因此收购后 RENOLIT 面临的决择是：是实
RENOLIT

摘要

公司

RENOLIT

总部

德国沃尔姆斯

行业

工业制造

产品

高品质塑料薄膜

采用的解决方案

QAD

©QAD INC.

的产品还可用于密封屋顶和地下建筑结构以及用作游
泳池内衬。RENOLIT 还生产面向医疗应用的薄膜和
管件以及面向建筑和汽车行业的可再循环复合板。
RENOLIT 薄膜是用于平面设计和贴标行业中办公管
理耗材、汽车内饰、自粘产品的关键材料，也是用于
技术产品的重要材料。几乎全球各地、各种不同的应
用领域中，都有 RENOLIT 产品的身影，能为其他产
品增添附加值。
RENOLIT 属于家族式独资企业，目前在全球各地有
30 多家工厂和销售实体中，拥有员工约 4,500 人，年
收入接近 10 亿欧元。

企业应用程序
（企业版）

施其他 ERP 系统来取代 QAD（这需要变更大量业
务流程）还是实施双重 ERP 战略，将 QAD 作为所
收购工业薄膜业务单元的支柱。
“在收购 Solvay 时，RENOLIT 只用过另一种
ERP 系统。”RENOLIT 公司 CIO Martin Klinkert
表示说：“但我们意识到，产品线日趋多样化，促
使制造过程越来越广泛多样，既有包含大量生产工
序的复杂过程，也有只含几道工序的简单过程。很
明显，收购 Solvay 后改用我们的那种 ERP 系
统，这对我们所有业务单元来说并不是最好的选
择。”
“建立一个中央基础架构是我们摆在首位的工作。我
们的愿景是在一个 ERP 系统中囊括每个业务单元的
重要活动。我们很清楚，这需要分别考虑每个业务单
元的需求，根据相应单元的需求采用最适用的
ERP。”Klinkert 继续道。“为此我们认为，公司使
用包括 QAD 在内的多个 ERP 系统才是最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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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全新 IT 战略 – 每个业务单元
采用最适用的
采用最适用的 ERP 系统

“我们决定采用新的 IT 战略，把 QAD ERP 运用
到我们的业务中，因为我们的那套 ERP 系统对于
某些业务单元来说过于笨重，而 QAD 确实是最适
合这些业务单元的 ERP 系统。”Klinkert 表示。
“当时决定采用这个新战略时，我们的内部资源非
常有限。但我们能够依靠 QAD 进行指导；另外我
们还招聘了符合公司愿景的人才，帮助实施
QAD，使其成为一个中央基础架构，能处理每两年
一次的升级。目前，我们收购的许多业务都已经在
使用不同版本的 QAD，这样一来，就能更轻松地
将各个工厂的 QAD 整合并升级到相同的 QAD 版
本。”
“我们会对每个新收购的业务单元实施最新 QAD 版
本，所有实施 QAD 的工厂每两年升级一次。”
Klinkert 补充道。“对于我们的中央基础架构来说，
所有实施 QAD 的工厂全部采用同一版本是绝对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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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实施最新版本的 QAD ERP 并每两年升级一
次，能使 RENOLIT 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未来。”
RENOLIT 现在为生产厂运行三套系统 – 中央信息管
理系统、QAD 和另一种主 ERP 系统。中央管理系统
用于捕获这两个 ERP 系统中的信息，借助这些信
息，RENOLIT 能使系统效率最高，更好地为客户供
应所需产品、服务和信息。
继收购 Solvay 之后，RENOLIT 又陆续收购了多
家公司，包括位于中国广州近香港的新工厂。所
有收购的公司都采用了 QAD 战略。“我们收购的
中国新工厂运行的是其他 ERP 系统，要将此系统
整合到我们的德语和英语业务中是一个很大的挑
战。”Klinkert 表示说。“根据生产需要，我们确
定 QAD 是最适合该厂的系统，而且 QAD 的国际
化能力能解决语言、监管和币种方面的问题，有
利于实施新的 ERP 系统，能把所有中文内容翻译
成德语和英语。”

优点：
优点：利用基于生产需求的 ERP 系统打造高效
企业

“从 IT 角度来看，运行多个 ERP 系统的难度更
大，但从生产角度来说却是最好的工作方法。”
Klinkert 说道。“目前我们使用 QAD 的工厂，欧洲
有六家，美国有一家，中国有一家。我们计划未来继
续扩大 QAD 的使用。”

发现的一些额外优点包括：
• QAD 软件包含大多数新收购工厂所必需的组件，
减少了大部分定制需求。
• 更有用的质量信息可供管理层进行业务决策。
• RENOLIT 可以为所有客户提供相同质量的数据。
• 利用一支中央支持团队，在中央项目经理的带领下
管理所有实施了 QAD 的工厂，从而节省人力和工
时。
• 每两年一次将 QAD 升级到最新版本，这可以作
为有效的集中项目来执行。通过选择在生产厂实
施这种双重 ERP 战略，RENOLIT 能够为每家工
厂实施生产率最高的 ERP 系统，从而最大限度地
提高生产厂的效率。随着 RENOLIT 继续收购新
公司，并系统化升级这些公司的 QAD 系统，各
个实施了 QAD 的工厂可以轻松整合到一个中央
结构中进行集中管理，这证明了 QAD 是公司宝
贵的资产。

RENOLIT

根据各个业务单元的不同业务
需求，实施不同的 ERP 系统是
非常正确的战略。

，RENOLIT 公司 CIO

Martin Klink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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