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AD 客户参与流程让我们能够
逐渐充分利用
充分利用 ERP 投资的价值，
今天 QAD 与我们的密切合作，在
与我们
未来将确保我们顺利发展
未来将确保我们顺利发展。
Tania Sayers，SOLAFT 首席财务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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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况

公司
总部
行业
产品
解决方案

SOLAFT Filtration
Solutions

澳大利亚悉尼
工业
液体过滤器、传送带、
压滤机、干式过滤袋、
排水带、过滤介质卷材
QAD 云 ERP

SOLAFT 通过 QAD 客户参与流程，
客户参与流程，
更充分地利用 ERP 投资的
投资的价值

公司：
公司：SOLAFT FILTRATION SOLUTIONS

是面向工业过滤应
用领域最大的工业用纺织品供应商之一。SOLAFT 的生
产基地分布在澳大利亚、巴西和中国，专门面向亚洲、
澳大利亚和美洲地区提供高性能解决方案。SOLAFT 的
解决方案包括：用于湿式和干式工业应用的织物和非
织物过滤产品；适用于各种行业的工业用纺织品；用
于工商业和消费品行业的的特种纱线。
SOLAFT Filtration Solutions (SOLAFT)

挑战：
挑战：通过现代 ERP 系统提高业务可视性

原先是 Albany International 旗下的一个部分。
被剥离后，SOLAFT 推开了企业资源规划 (ERP) 系统现
代化的大门。由于整个业务中的流程脱节，各个制造
基地各自为营，所以 SOLAFT 的业务目标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 通过对数据和流程执行一致性和标准化，提
高了公司范围内的可视性
• 改进了报告功能
SOL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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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短了
缩短了决策周期时间
• 优化库存管理流程
优化库存管理流程，降低了成本，腾出运营
资本
• 三年内新市场销售额增长2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并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并使企业发展，SOLAFT 需
要重新设计
要重新设计业务模型、流程和系统，同时保
持严格的预算和时间表
持严格的预算和时间表。为此公司需要一个
稳定的 ERP 解决方案，支持公司对洲际业务
进行
进行标准化，同时不会中断业务运营。
“QAD
QAD 云 ERP”是“QAD 企业应用程序”的软件即服
务交付模
务交付模式，为 SOLAFT 提供了一个全功能的 ERP
系统
系统，支持灵活实施、预测运营成本和定期更新
系统
系统。自从转为使用“QAD 云 ERP”以来，SOLAFT
已经
已经大幅减少了与管理 ERP 基础设施相关的成本
此外
此外，这也为未来的业务流程改进奠定了基础，
帮助实现 SOLAFT 的新目标。
•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SOLAFT 和 QAD 齐心协力制定
心协力制定
策略

首席财务官 Tania Sayers 与 QAD 一起讨论
SOLAFT 的长期发展目标以及利用其云 ERP 解决方案
的潜力
的潜力。她表示希望利用最新版“QAD 企业应用程
序”中的新功能。“QAD 客户参与过程”是一系列免费
咨询会
咨询会，分阶段进行，旨在帮助每一位 QAD 客
SOL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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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发现业务改进机会，确定优先次序，并提供所需
框架来制定策略。
“QAD 客户参与过程” 的第一阶段称为“发现”阶段。
在此阶段，SOLAFT 的主要人员分享了自己在业务
方面的见解，重点评估了现有业务流程及其在实
现公司目标方面的效率。优先考虑的是立竿见影
的方面，以及如何最充分地利用 SOLAFT 的 ERP 投
资，构建快速增长机会。
通过这次对话，QAD 团队为下一阶段“愿景研讨会”
准备好了发现结果。在此阶段，将确定有重大优化
机会的领域，并推荐可以快速实现最大收获的备选
方案。
“愿景过程让 SOLAFT 大开眼界。”Sayers 表示：“它
让我们重新去审视日常业务运营，让我们清楚地
看到可以简化这些流程的方式。这促使我们的思
维转变成持续改进，而不是到处灭火。在看待业
务内部问题时，可以站在内部角度重点思考日常
问题。参与这一过程，让你得以退后一步，使策
略变为现实。”
实时访问 ERP 数据有利于我们更
快做出更明智的战略战术决策。

，

Tania Sayers SOL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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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财务官

虽然“愿景”阶段定义了目标并确定了实现该目标应
采用的最佳解决方案，但“客户参与过程”的最后一
个阶段是确定这些建议的优先次序，并制定路线图，
标明将各段时间要实行的举措。在“路线图”阶段，
QAD 团队与 SOLAFT 一起，针对包括资源需求、变
更管理和知识转移在内的一系列商定建议，制定了
详细的部署计划。
Sayers 补充道：“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愿景流程，
了解到 ERP 系统可以逐渐发挥的价值要大得多，而
且我们不必一次完成所有工作。我们知道了希望的
最终目标是什么，QAD 帮我们制定了一份清晰的路
线图，阐明了如何达成各项目标。”
在客户参与过程中，SOLAFT 选择参与了名为 QScans 的额外评估，了解到如何从“QAD 云 ERP”实
施中受益更多。QAD 针对各种主题提供了多种 QScans，从流程评估、系统性能和分析一直到合规
性和升级。
QAD 为 SOLAFT 执行了“规划 Q-Scan”，研究了预
测和需求规划、主生产计划和产能管理等方面。
结果表明，重要的营运资本与库存密切相关，公
司需要改进预测、补货和产能规划流程。
此外，还执行了“学习 Q-Scan”，目的是增加用户对
QAD ERP 知识的掌握并提高使用效率。评估涵盖了

用户培训需求评估
用户培训需求评估、为用户制定个人培训计划
以及
以及跟踪培训进度和结果的实施结构等方面。
对 Sayers 而言，通过 Q-Scans，在 QAD 解决方案
专家
专家的帮助下，SOLAFT 能持续实现 ERP 投资最大
化化。“Q-Scan 做出的评估远超我们对独立内部检查
工具
工具的预期，评估结果中提供了已定义且可实行
的路线图
的路线图，供我们随后执行和实施。”Sayers补充
说说。“而且，还有个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常常会
忘记我们在
忘记我们在业务改进方面取得的成绩，而 Q-Scans
能持
能持续为我们提供相关洞察，让我们停下来庆祝
取得的
取得的成功。”

优点：SOLAFT 受益于 QAD 云 ERP，能
实现
实现持续改进
持续改进

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QAD 云 ERP”是 SOLAFT 的明智选择，
持续客户参与不断向公司
持续客户参与不断向公司演示，如何才能把持续
改进作为核心竞争力
改进作为核心竞争力。除了在多个生产基地统一
实施 ERP 系统之外，改进对 QAD 的使用还达成了
以下成果
以下成果：
• 提高整个企业范围内所有领域的效率，包括预测
提高整个企业范围内
和
和规划在内
• 更好地访问数据，支持在几秒钟内近实时生成报
更好地访问数据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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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不同时区全天候访问全球数据，为管理层提供
通用、一致的业务绩效视图
• 增强了关键产品信息的可视性，改善了客户服
务水平。DIFOT（按时交付）提升了 10%
• 每月对安全库存水平进行持续评估，目前评
估已实施两个标准差
• 库存从 150 天减少到 70 天 - 改进了 50% 以上，降
低了库存成本，减少了发生陈旧库存的负担
• 澳大利亚地区的库存减少了 60% 以上。这是通
过简化复杂性、增加对可销售库存的关注，去
除真正陈旧库存来实现的
借助“QAD 云 ERP”，SOLAFT 能利用完整的标准化
ERP 解决方案，可以在整个企业访问、分析和共享
关键信息；有效地计划升级；实时更新最新功能。
“QAD 云 ERP 释放了我们的 IT 资源，让我们集中
精力发展其他优先业务，”Sayers 表示道。“QAD
云 ERP 提供了我们所需的安全性，支持 IT 部门考
虑改善业务。它还让我们拥有了一个全球平台，
能够在多个国家复制运营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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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充分认识到投资 QAD 云 ERP 给我们带来的好
处，我们与 QAD 每季度举行的会议也为我们提供
了其他模块的相关信息，未来我们有可能会决定实
施这些模块。”Sayers 说。最重要的是，SOLAFT 可
以清楚地掌握公司业务情况，改善整个组织的决策
能力。
“实时访问 ERP 数据有利于我们更快做出更明智的
战略战术决策。”Sayers 补充说。“QAD 客户参与流
程让我们能够逐渐充分利用 ERP 投资的价值，今天
QAD 与我们的密切合作，在未来将确保我们顺利发
展。”
“

Q-Scan 做出的评估远
超我们对独立内部检查工具
的预期 … 能持续为我们提供
相关洞察，让我们停下来庆
祝取得的成功。
Tania Sayers,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SOLA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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