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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华控股：SAP HANA®实时引擎助敏
华提升财务分析和决策支持效率，改善
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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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SAP

项目应用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敏华控股有限公司是亚洲家居类市值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该公司生产的芝华仕品牌功能

沙发远销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敏华控股需要更多地依赖实际业务

数据来确定业务战略，以及具体的采购、生产和销售策略。2012年8月，敏华控股部署了
基于SAP HANA和SAP® BusinessObjects™ business intelligence (BI) 解决方案，很好地满
足了企业内部对管理报表、数据分析、商业智能和决策支持等多种功能的需求。基于实时

业务数据的商务智能和决策支持系统，成为敏华控股内部科学管理和正确决策的依据。

公司名称

敏华控股有限公司

行业 
制造

产品和服务

家具制造

网址

www.manwahholdings.com

SAP® 解决方案
SAP HANA  

合作伙伴 
SAP咨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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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实时数据分析，推动“数字敏华”战略

敏华控股在2010年9月完成了ERP系统的部署实施，实
现了包括业务流程和业务逻辑的合理化改进、以及统
一平台的协同作业，改善了企业的业务管控能力，推
动了业务的发展。截止2012年3月31日财政年度，敏华
全年营业额达到43亿港元。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企
业数据量飞速增长，财务报告和业务决策中需要提取
和分析的数据量大幅度增加，原有系统在数据处理和
分析报表生成方面的速度，已经无法满足企业日常的
需要。敏华迫切需要依赖准确的数据进行业务决策，
实现精细化运营管理。

基于实时业务数据的商务智能和决策支持系统，是未
来公司内部科学管理和正确决策的依据，也是“数字

敏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SAP HANA项目旨在通
过高性能商业智能解决方案的部署，为敏华搭建一个
高效、灵活，功能强大的数据分析平台，一方面帮助
敏华迎接在财务管理中面临的分析报表挑战，另一方
面，也要为不同业务部门未来的决策支持搭建一个强
大的实时数据处理引擎。通过SAP HANA的实时高性能
商务智能引擎，可以实现集中化费用和成本分析、采
购需求分析和销售趋势预测功能，帮助敏华进行更加
科学的业务决策。基于SAP® BusinessObjects™实现的
前端数据分析，提供了灵活的查询和分析功能，使管
理和业务部门能够随时根据市场情况的变化，做出科
学的决策。

“SAP HANA项目的实施，使敏华财务报告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得到
全面改善。新的分析和报表系统，改变了传统的工作模式，解放

出更多的财务人力去从事高价值的财务分析工作，无论是财务，

采购和销售部门都从中受益。”

王贵升，首席财务官，敏华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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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ANA助敏华实现灵活的业务智能与决策
支持

敏华前期的ERP系统建设采用了基于SAP的相关解决方
案，报表和分析依赖手工开发的定制化报告来实现。
多年来积累的业务数据、不断扩展的业务规模和瞬息
万变的市场形势，意味着敏华新的业务智能系统必须
在实时性、海量数据处理性能、多种数据源支持和未
来的扩展能力上都必须满足苛刻的要求。与此同时，
敏华也希望通过新项目的建设的契机，学习借鉴国际
领先企业在管理和业务创新方面的经验，提升自身的
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

SAP HANA 平台采用新一代内存计算技术，可以实时
高效地处理不同来源的海量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
无需经过数据聚集即可实现详尽的数据分析。其简洁
灵活的架构、强大的计算能力、实时处理引擎和前瞻

性的产品功能，不仅可以满足敏华当前的财务和业务
需求，还具备持续应用和挖掘潜力，为大数据和其它
新技术的进一步应用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基于SAP 
HANA的解决方案，在项目实施和总拥有成本，以及与
敏华当前企业环境的整合方面，也具有明显的优势。

最后，SAP作为国际化厂商，非常关注产品的成熟度、
稳定性、扩展能力和在实际用户环境中的使用价值，
其咨询服务团队具有大型国际企业的实施经验，能帮
助敏华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和国际同行的最佳实践，以
更为合理、经济和快捷的方式，完成项目的部署和实
施，早日化解敏华控股面临的多种管理挑战，提升企
业的管理和运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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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转移为主导，SAP咨询助敏华快速完成
项目实施

在SAP咨询团队的帮助下，敏华控股完成了一期SAP 
HANA解决方案的部署。项目实施自2012年8月开始，
历时三个多月完成上线，部署过程非常高效。在实施过
程中，由于部分报表和SAP原有的数据维度不统一，项
目组建立了大量的中间表，以灵活满足实际的业务需
求。通过建立多种数据模型，以方便财务和业务用户利
用SAP BusinessObjects模块的直观方式，自行生成个
性化分析报告。这样既减少了IT部门的开发压力，又为
业务部门的管理工作带来最大的灵活性。

SAP HANA项目在敏华控股内部的主要应用包括：
 • 帮助销售部门预测客户未来的需求变化
 • 协助采购部门提前预测市场热点，并准备相应生产物料
 • 在销售过程中及时掌握盈利状况：以前敏华控股在销
售订单三四个月后才能了解是否盈利，现在在实际签

单之前就能掌握盈利状况，以便及时调整销售和定价
策略

 • 在成本管理方面，摆脱了对固定报表的依赖，快速分
析和管控成本支出状况

SAP咨询团队能够准确把握SAP HANA的先进技术，其
专业技能在项目实施中得以充分发挥。根据敏华的系统
现状，SAP咨询团队因地制宜利用中间表、字段集合、
以及实时和定期报表相结合等应用模式，满足了敏华对
实时数据分析和各种灵活业务报表的需求。咨询团队在
项目实施中，始终将知识转移作为项目实施的首要目标
之一，向敏华内部团队进行了大量的知识转移工作，
“授之以鱼，并授之以渔”，为敏华内部团队培养出技
术过硬的人才。

“以前我们在分析和报表上面临巨大的挑战，SAP HANA和SAP 
BusinessObjects方案的实施，不仅有效地解决了这些问题，也
为敏华建立了强大的业务智能和决策支持平台。今天的业务决策

都能够利用准确的数字来说话。我们内部对于SAP HANA项目所
带来的管理提升也是非常满意的。”

张涛，总监，敏华控股运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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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决策支持效率，改善盈利能力 

SAP HANA 项目的实施推动了“数字敏华”战略的执
行，加速了敏华从传统制造型企业向现代产销一体化
国际企业的转型。企业内部的管理思维方式和决策速
度也有所改善。财务部门摆脱了简单繁复的财务记账
和报表工作，开始向管理会计的职能转移；销售、生
产和采购部门也开始基于数据分析进行更加科学的经
营决策。

 
之前敏华集团的成本报告，采用了固定报表的格式，
在月底一次性生成，一般需要48小时以上才能完成。
一旦管理层的要求有了变化，财务部门就必须借助另
外的折衷方案，一次性满足相关需求，数据的及时性
和准确性大打折扣。随着SAP HANA的实施，成本报
告转化为实时报表，只需设置相关条件，利用鼠标点
击就能随时查看，CFO在几秒之内随时提供准确的财务
数据给集团CEO报告，且报表的速度、精度和灵活性
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期项目完成后，过去每月需要8
天才能统计完成的全集团零售业绩报表，现在只需要5
天，周期缩短了三天。

项目实施前，敏华集团的上百个成本和费用中心，在
费用分析时需要由财务按部门手工打印费用报告，由
各个部门确认后再向上级呈送，仅打印一项就要耗费
半天的时间，效率较低。项目实施后，费用报告可以

在SAP HANA平台实时呈现，并可根据不同条件方便汇
总，还能利用趋势分析随时发现费用报告中的问题。
在此基础上，敏华还逐步将报告的使用权限下放到了
各个部门，方便了日常的管控。

SAP HANA的分析功能，还帮助敏华集团的海外销售部
门预测市场对不同颜色、不同类型产品的需求趋势，
使其能够指导原料采购部门适时购进相应原料，避免
了2012年底市场原料短缺对国际订单的影响。近期敏
华开发实施的毛利分析功能，旨在通过现场分析新订
单的毛利率，优化销售和定价策略，将公司的销售毛
利提升1%。

SAP HANA使财务报表的功能更加快捷易用，提升了敏
华财务部门的工作效率。在销售额增长13-14%、各种
财务报表的复杂程度大幅增加的前提下，敏华的财务
人员数量反而从120余人减少到90多人。IT人员的工作
方式，由过去手工开发各种报告，转换为根据业务需
求进行数据建模，报表的生成和使用由业务部门根据
自身需求灵活定制，提高 了IT人员的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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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数据潜能，
实现科学决策 
SAP HANA一期项目实施后，充分挖掘了敏华长期积聚
的数据资源，为企业的业务决策提供了事实依据，使
敏华高层的“数字化管理战略”的思路得到了充分验
证，公司的财务、销售、采购等业务部门也从中感受
到先进科技带来的业务价值。未来，敏华将继续推进

SAP HANA平台在各个业务部门的深化应用， 进一步
丰富各种分析和报表应用。针对内部的管理人员，敏
华希望借助这一平台，创建能够反映不同管理岗位关
键绩效指标的定制化报告，方便企业高层的科学管理
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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