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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海嘉里：SAP HANA®助益海嘉里
改善数据质量和处理效率，提高决策
精细化、集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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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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益海嘉里集团2004开始实施SAP ERP系统。随着信息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旗下多数企业已成功

部署了FICO/MM/SD/PP等应用模块，PM/PS/HR和其它具体的功能模块，也在陆续开发或实

施过程中。与此同时，集团化企业对科学管理和决策支持功能的需求不断上升，管理驾驶舱，

和报表分析等应用呼之欲出。集团内部，现有的报表系统存在很多手工操作，无法满足业务管

理的需求，需要利用标准化的报表工具和自动化报表生成功能来改进，以降低报表工作难度，

简化报表维护，适应业务需求的快速变化。出于上述考虑，益海嘉里集团决定建立统一的数据平

台，并为之组建了报表自动化项目组，以面粉事业部为起点，逐步实现11个事业部的报表自动化。

公司名称

益海嘉里集团

行业 
快速消费品

产品和服务

食用油、饲料粕、大米、面粉、麸皮、谷物、特种油脂、
油脂化学品和大豆浓缩蛋白

网址

www.wilmar-international.com

SAP® 解决方案

SAP HANA、SAP NetWeaver® Business Warehouse on 
SAP HANA、SAP® MaxAttention™ 服务 

合作火伴

Wilmar Consultancy Services (W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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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助益海嘉里实现跨板块快速业务发展

益海嘉里是领先的农产品和食品公司，在中国经营业
务已经超过20年，以极具竞争力的成本，将油籽、
谷物、食用油、棕榈油和月桂酸油加工成多种高品质
的食品、饲料原料和油脂化学品。集团产品包括食用
油、饲料粕、大米、面粉、麸皮、谷物、特种油脂、
油脂化学品和大豆浓缩蛋白，在43个战略地理位置拥
有170个以上大型综合加工厂，并拥有遍布全国的销售
和分销网络，能更有成本效益地分销产品，并能在最
短时间内上市。

益海嘉里的垂直一体化业务模式跨越了整个价值链，
从原料采购和加工，到营销、品牌化、销售和分销，
使其能够在每一个环节减少生产、管理和物流的成
本，并以深入加工的副产品带来更多的收入。
与此同时，益海嘉里还建立了遍布全国的销售和分销
网络，覆盖中国大陆的所有省份、自治区和大城市的
城乡地区。通过直销和批发分销商向客户分销产品。
益海嘉里的客户包括零售商、餐厅经营者、食品制造
商、饲料厂和工业用户，其全国性的平台使我们更有
成本效益地分销产品，并能在最短时间内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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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ANA和SAP MaxAttention助益海嘉里
实现报表自动化

作为市场领先的农产品和食品加工与销售企业，益海
嘉里集团面临着一些与粮油和快速消费品行业相关的
独特业务挑战。瞬息万变的消费品价格、期货产量和
行情变化，以及产能分析、成本利润预测、生产流程
控制、供应链和分销渠道管理等功能，都需要借助高
性能、多维度、简单易用的决策支持和商业智能系统
来实现。

经过多年的信息化建设，益海嘉里集团部署了基于SAP
平台的众多关键应用，建立部分针对日常管理工作的
分析和报表应用。然而，在报表自动化项目实施前，
集团内部的决策支持和报表分析系统还有很大的改进
空间：大量存在的人工数据录入和处理，既影响工作
效率，数据的准确性也有待提高 ；由于数据源分散、
类型复杂、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无法快速响应业务需

求的变化；许多报表运行在生产系统上，与生产系统
争夺计算资源，影响了ERP系统的性能。同时，这些分
析和报表应用缺乏多维分析和数据钻取功能，难于满
足日常管理的灵活要求。

益海嘉里的报表自动化项目，旨在为集团内部的管理
搭建自动化的管理驾驶舱，在集团、事业部和企业层
三个层面上，实现决策支持和自动化的分析报表功
能，让日常的管理决策有据可依。首期项目致力于构
建统一的数据信息平台，取代手工报表实现管理信息
的自动化生成。项目实施首先在面粉事业部展开，共

9家公司，实现了49张报表的自动化处理，涵盖了销
售、品管、储运、采购和生产等业务流程。未来该项
目将逐步扩展到集团的其它10个事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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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SAP HANA剥离分析功能，建立商业智能
和报表自动化工作平台

益海嘉里集团是典型的粮油和快消企业，信息化建设
中广泛应用了SAP解决方案，大量的数据积累，不断扩
展的业务规模和快速增加的数据量，给报表系统带来
了巨大压力，现有报表系统数据源不统一、需要很多
手工处理，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企业的发展需求。新的
商业智能和报表系统必须在改善报表性能的同时，满
足实时性、海量数据处理、多数据源支持和高扩展能
力等苛刻的要求。

SAP H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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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可以满足益海嘉里集团当前的分析和
报表需求，还具备持续扩展的潜力，为其它新技术的
应用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基于SAP HANA的解决方
案，与嘉里集团当前信息化环境更为匹配。另外，作
为国际化厂商，SA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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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帮助益海
嘉里集团以更为低廉的成本和更加经济快捷的方式完
成项目部署和实施，打造适合其自身特色的行业性解
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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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HANA及SAP NetWeaver BW on SAP HANA 
搭台，多应用模式再造益海嘉里报表分析平台 
益海嘉里集团的项目实施，采用SAP HANA作为硬件平
台，SAP Netweaver BI 7.0为软件基础，根据照业务分
析范围整合不同业务模块数据，建立数据模型，提供业
务管理需要的决策分析信息。数据仓库的前端展示采用

SAP BO组件，可以根据实际分析需要，提供更好的图
形化展示界面，方便管理人员借助其开展日常的管理决
策。与此同时，HANA和BO结合的方案，也提供了更好
的用户体验。

由于粮油和快消行业数据量大、报表数多的特点，益

海嘉里集团在项目实施中对实时报表和非实时报表加
以区分，使用了SAP BW on HANA、纯HANA和SAP 
BW + HANA 三种不同的技术来实现相关的报表分析功
能。其中单纯的SAP HANA 用于完全实时性的报表分
析， BW on HANA用于周期性的高性能数据报表， BW 
+ HANA 的模式则用于实现数据模型及权限的统一管
理。为保证BI平台的扩展性，益海嘉里集团在该项目中
采用了双节点的SAP HANA 设计方案，未来集团内部
推广应用和进一步增加业务需求时，可灵活扩展该平
台的报表分析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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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规划严格把控，SAP MaxAttention服务
帮助益海嘉里成功完成项目实施 
益海嘉里集团的项目实施自2012年6月开始，2013年5
月结束，由丰益咨询集团承担项目实施，SAP AGS进
行质量控制。本次项目实现了对面粉事业部的业务自
动化，主要包括销售，采购，品管，储运等业务，共

49张自动化报表。通过该项目，益海嘉里集团在面粉
事业部实现了整体上的报表自动化。

为了确保项目的顺利上线，拥有规范的管理模式，丰
益咨询集团选择了SAP AGS的实施团队对整体项目的
保驾护航Maxattention服务。前期项目小组在SAP的
帮助下进行了充分的规划和准备。参与项目实施的丰
益咨询集团，接受了SAP严格的认证培训，5-6名小组
成员通过了SAP HANA的技术认证。

项目实施前后，SAP为丰益咨询的项目团队提供了产
品知识的培训，进行了必要的知识转移。项目实施期
间，SAP帮助项目团队完成系统评估、准备蓝图、实施
安装、测试、上线与支持的全过程。SAP AGS部门协
同基于需求的复杂程度，我们在项目进行中基于还对
于项目的后续计划以及集团整体的管理驾驶舱的实现
提供了技术上的实现方案。

益海嘉里集团的项目实施，也是丰益咨询集团在SAP 
AGS的全力支持下，通过MaxAttention服务交付的首
个项目，得益于双方的积极配合和严格的质量控制，
项目实施得出出色完成，节约了大量的实施成本，并
缩短了实施周期。同时，采用了合理易操作的用户界
面提升了用户体验。 

“SAP HANA 的实时数据分析功能，使益海嘉里能够建立集中和

高效的数据处理平台，降低了生产系统的压力，提高了数据的

实时性。”

曾磊，益海嘉里集团   



8 / 9 © 2013 SAP AG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SAP

项目应用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SAP客户成功故事 | 快速消费品 | 益海嘉里

SAP HANA助益海嘉里集团实现报表自动化 

经过不到一年的项目实施，益海嘉里集团的报表自动
化项目得以全面完成，首期部署的面粉事业部，在业
务流程和效率上得到了大幅的改善。报表自动化项目
规范了集团内部的数据录入和报表处理流程，节省了
业务人员数据维护和报表出具的人工成本，优化了决
策支持模式，提高了工作效率。

一期项目涉及的9家公司，之前每家公司、每张日报
大约需要2小时的手工撰写时间。项目实施后，仅需
要30-60分钟的时间，进行数据输入和维护。考虑到
公司数量、日报种类和出具频率，仅此一项，就可以

节省大量的人力；月报和汇总报表之前每张需要8小
时编制，项目实施后可以自动生成，不再需要手工操
作；手工统计转变为自动化报表，数据口径、统计方
法被固化成相应的数据模型，也彻底消除了数据准确
性和一致性方面存在的问题。

SAP HANA平台的使用，不仅消除业务智能和生产系统
夺系统资源的问题，建立了具有实时数据分析功能的
自动化报表系统，也提高了数据清洗和数据整合的速
度，相比较于传统平台，分析速度提高15-20倍，报表
生成速度提高了30倍，并支持灵活的即席报表功能。

“报表自动化项目的实施，为业务决策提供了及时、准确和全面

的数据支持，有助于集团日常管理工作的进一步集约化和精细

化。本次项目的成功，为将来管理驾驶舱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郭亚欣，益海嘉里集团财务部经理   



9 / 9

实施概览

公司介绍

实施目标

为什么选择SAP

项目应用

项目实施

主要收益

未来计划

益海嘉里

深化SAP HANA应用，
优化战略决策和绩效管理 

作为益海嘉里集团商务智能项目的一期，报表自动化
项目当前已经在集团的面粉事业部得到全面的应用，
未来会进一步推广和部署到其它事业部。后续益海嘉
里集团将在该项目的基础之上，增加包括绩效考核能
功能，建设形成适合自身粮油和快消行业的解决方
案。

报表自动化是益海嘉里集团商业智能建设第一步，帮
助企业搭建了分析平台，同时梳理了企业内部所有的

KPI，第二阶段要将绩效考核体系的概念放到BI分析平
台，实现以战略、绩效为导向的、具有益海特色的、
适合粮油和快消行业的BI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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