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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从线索到订单的全过程管控加速新品竞价流程，助力福耀
提升竞争力
概述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福耀集团），1987 年成立于中

需求

国福州, 是专注于汽车安全玻璃的大型跨国集团.自创立以来，福耀集团

在智能制造 2025 的背景下，搭建“以客

矢志为中国人做一片属于自己的高质量玻璃,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

户为中心”的企业级端到端流程支撑平

品得到全球顶级汽车制造企业及主要汽车厂商的认证和选用,成长为全

台，改变竞价过程中信息易失真的问

球规模最大的汽车玻璃专业供应商.

题，通过销售、设计与工艺联合作战，形
成竞价管理闭环，从而提高竞价速度和

产

激烈的汽车市场竞争需要透明和准确的新品竞价

准确度，提升客户信赖度和竞价中标

伴随着我国人均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升，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消费者愈

率。

发挑剔的个性化需求，驱使车型改款周期越来越短，汽车产品价格也越

解决方案

来越亲民，汽车主机厂降低成本的压力日益增强，而零部件配套企业和

斯欧利用 IBM 云集成产品，搭建“以客
户为中心”的企业级端到端流程支撑平
台,通过从线索到订单的全过程管控实
现对中标项目的成本管控和优化

主机厂做为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共同体，也受此影响，需要更短的报价周
期，更透明和更准确的报价。
作为多家知名汽车品牌的主供应商，在汽车制造企业设计阶段就需要
参与投标竞价，报价时间紧频次高。车辆研发需要 24 个月的周期，

优势

意味着从设计竞标到量产有 2 年的跨度期，更增加了报价的难度。因

提高商机转化率和中标率

此如何在保证利润的基础上快速投出一个有竞争力的价格不断提升新

优化中标成本
智能制造领先解决方案与理念

品中标率一直是福耀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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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是实现管控的第一步
作为第一批纳入国家智能制造 2025 试点示范的企业。福耀集团已建

解决方案组件

立了数字化工厂改造阶段所需要的众多单体应用系统，但这些支撑业

●

IBM Integration Bus

务的单体应用使得客户、供应商、产品、物料、员工和账目等业务信息

●

IBM BPM Server

都是分散的,存在“部门墙”的现象。新品竞价涉及从线索到获得客户订

●

IBM BPM Center Server

单的过程，跨越多个业务系统。成本核算涉及到制造、物流、材料、销
售、管理等多个领域。

“因为现有的单体系统无法有效达到信息共享和高效协同。我们一直在
寻求一条路线可以快速适应业务变化，所以希望搭建互联互通的架构
来满足未来方向。以流程为导向支撑我们日常工作，将以流程为导向的
端到端业务流程真实落地。”福耀集团信息部副总监李亮在采访中说
到。
针对客户的需求，斯欧利用 IBM Integration Bus 企业服务为福耀
首先搭建了智能制造互联协同平台，可以跨越不同组织要素、不同应用
系统、不同 IT 技术，实现全面的业务协同和信息整合。系统之间的
数据可实时互通、汇集，为通过使用智能化的动态业务流程和建立更灵
活的应用程序来更快地应对环境变化打下坚实的基础。
“和市场上其他中间件相比，IBM

能够提供一整套的，更全的方案和

服务支持，产品更加成熟、稳定、功能强大，且经过市场多年检验，能
够帮助客户真正的提高效率，更容易达到预计效果。斯欧在 IBM 的
基础产品上做了二次开发，开发了在 IBM 基础的技术平台上扩展了
许多业务化的特性，赋予了产品新的业务价值。”斯欧项目总监李延华
在采访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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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流程，流程驱

以客户为中心的端到端竞价流程提升企业竞争力
按照福耀的规划,将基于 IBM BPM 实现客户为导向的端到端流程的企

动业务，从过去人找事

业级增值流的全面贯通.第一,是从线索到订单的新品竞价流程,从获取线

变成事找人，提高工作

索到有竞价力的报价获得客户合同;第二,产品到实现的新品开发流程,与
客户同步开发及变更的高效处理;第三,订单到交付,从接收客户订单安排

效率减少部门之间沟通

生产到交付的全过程监控;第四是问题到解决,充分体现客户体验的闭环处

成本”

理.通过这四大端到端流程的部署实现端到端价值链流程的智能化协同实

- 夏乐冰，福耀集团副总裁

现对客户需求的快速响应,并以流程 KPI 管理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线索到订单的流程实现了专业分工紧密协作模式的同时，消除了流程文
件管理与执行之间的两层皮关系，统一了集团竞价体系标准的执行落
地。从“生产为核心组织资源”向“客户需求为核心组织资源”的新价值网
络变革。通过流程驱动业务，改变过去跨职能协同由行政领导推动为业务
流程驱动，流程负责人监控的管理模式。从过去的人找事变成事找人，遵
从谁产生谁负责的专业分工原则，节省无效的沟通时间，提高工作效
率。
过去报价需要专人协调各部门资源反复沟通，且更多凭借经验值预估，
对个人要求非常高。现在竞价全过程的知识资产能够全部沉淀下来，方便
后续开展查找、对比、参照、成本分析以及对未来定价的指导。实现基于
多维度竞争分析数据设计竞价方案，确保快速、准确响应客户反馈，提升
企业竞争力。同时满足了汽车行业对供应链之间透明化和协同化的高要
求
未来斯欧还将基于 IBM 的云相关产品，逐步帮助福耀集团实现以下目
标：通过互联手段深入实现福耀集团内部的互联互通，提升企业的运营效
率与响应时间；以提升供应链整体协同能力为重点，有效降低供应链整体
产品成本和财务成本，以适应产业竞争格局的新变化；打造产业API

云

平台，通过产业集群生态系统真正将产业集群的制造能力与市场实现互
联，积极发展面向制造环节的共享经济。作为第一批纳入国家智能制造
2025 示范项目，实现为面向 B2B 且有大量个性化定制研发的制造企
业树立行业标杆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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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斯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基于 IBM 云产品连接关于工业的一切

“IBM 云平台集成产品，

重庆斯欧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Chongqing SOA

重庆斯欧信

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SOA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成

功能强大，我们可以直

立于2008

接调 用并整合，并深

870376），是国内领先的制造业+互联网深度融合解决方案提供

受客户认可”
- 于万钦，斯欧创始人兼 CEO

年。2017

年

1

月正式挂牌新三板（股票代码

商，多年来以技术创新和业务积累促进高端制造企业 IT 领域的整
合服务，专注于帮助企业解决应用系统互联、设备互联、企业互
联、业务互联、产业互联等.

加速布局,打造智能制造品牌
纵观全球的 IT 服务提供商，斯欧一直是 IBM 的坚定的合作伙
伴，多年来，斯欧为客户提供超过几百个项目，大部分采用了
IBM 云平台产品。多年的实践，斯欧汲取了 IBM Cloud 产品先
进的架构理念和方法，经过多年的积累，斯欧创新的开发了基于
IBM 云平台系列产品的智能制造互联协同平台产品和解决方案。赢
得了大量制造业客户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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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有关 IBM Hybrid Cloud 产品如何为您提供帮助的更多信息，
请联系您的 IBM 代表或 IBM 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以下网站：

ibm.com/middleware/integration/cn-zh/index.html

为何选择 IBM 云？
采用云计算，为竞争优势加上智胜砝码。IBM 云可确保无缝地集成到
公共和私有云环境。基础架构安全、可扩展而且灵活，可提供定制的
企业解决方案，这些都使 IBM 云成为混合云市场的领导者。
立刻拨打 400-0656-183，预约 IBM 云计算专家！有关更多信息，敬
请访问：ibm.com/cloud-computing/cn/zh

关注 IBM 云公众号

关注伙伴 e 家订阅号

下载渠道大学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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