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lissa Kikizas 将库存水平降低了
10%，提高了现金流，将交货延迟率

概述

降低了 20%

挑战

Melissa Kikizas S.A. 成立于 194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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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如何规避库

Melissa Kikizas 聘请了 220 名员工，

“以前，我们的制造和配送部门依赖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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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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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业务流程，进而确定并维持每个

尽可能实现流程自动化。”

仓库的最佳库存水平。

瞄准全球市场
随着企业在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迅猛发

存不足的风险呢？

展，Melissa Kikizas 希望能从业务增

主要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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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Melissa Kikizas 已经将仓库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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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nidas Varvasenitis 解释道：“为了
有效服务客户，我们在希腊设立多个
卫星仓库。为了始终确保按时向客户
交货，我们需要在每个仓库中维持一
个库存安全线。我们的目标是减少仓
库库存，达到最优库存水平，从而增
加现金流，从不断扩张的业务中实现
经济效益。

案例研究

存水平降低了 10%，这不仅帮助他
们增加了现金流，还简化了流程，
确保始终有库存来捕获和履行每个
销售机会，并将交付延迟率降低了
20%。

统一整个企业
“过去，我们依赖一系列非集成的系统
来 管 理 业 务 ， ”Leonidas Varvasenitis
继续说道。“众所周知，企业一个领域
的延迟会波及其他领域。我们发现，
通过在单一、互联的系统中统一管理
流程，我们有机会消除阻碍我们实现

业务挑战

目标的任何低效环节。
“业内很多领先企业都采用 SAP ERP 应

“计算后，我们发现，与
在企业内部署同类 IT
平台相比，IBM 全球
技术服务部的私有云
能帮助我们节省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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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来集成其业务流程。通过全面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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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仓库来服务国内和国际市场。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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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意识到，通过降低仓库库存水

解决方案来满足我们的特定业务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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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他们能够实现巨大的经济效

求。”

益。但是，如何在不增加缺货风险

强强联合

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目标呢？

为了更好地部署和配置 SAP 解决方
案，Melissa Kikizas 决定与来自 IBM
全球业务咨询服务部的专家合作。
“我们考虑了多家实施合作伙伴，最后
IBM 全球业务咨询服务部凭借丰富的
经 验 、 方 法 和 价 值 脱 颖 而
出 ， ”Leonidas Varvasenitis 表 示 。
“IBM 与 SAP 的密切合作给我们留下了

Melissa Kikizas S.A.
Melissa Kikizas 与来自 IBM 全球业务咨
询服务部的专家团队合作，规划公司现
有的业务流程，并利用 IBM 风险管理
和 Ascendant 方法，确定需要作出哪
些变更才能迁移至新的解决方案。通过
采用行业最佳实践并与 Melissa Kikizas
的高级经理密切合作，IBM 的团队将项
目的业务风险降到了最低。

深刻的印象。IBM 与 SAP 的稳定关系
让我们确信我们的项目将大获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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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虑了多个选项后，我们决定利用
IBM 全球技术服务部提供的私有云，部
署 SAP 解决方案。通过将我们的 SAP
解决方案托管在 IBM 云中，我们不需
要投资基础架构和维护服务，就能在可
用性和性能方面得到保障。”
“事实上，计算后，我们发现，与在企
业内部署同类 IT 平台相比，IBM 全球
技术服务部的私有云能帮助我们节省

解决方案

25% 的资金成本。”

成功规避 25% 的成本
Leonidas Varvasenitis 评价道：“这个
项目涉及庞大的业务转型。感谢 IBM
团队对细节的关注，我们才能够快速
发现和解决潜在问题，并超前完成最
终的实施。IBM 为变更管理流程提供
了宝贵的协助，包括，提供培训，帮
助企业实现 SAP 解决方案的最大价
值。”

为了端到端地控制业务流程，Melissa
Kikizas 部署了 SAP ERP，以及面向财
务、控制、物料管理、仓库管理、销售
和配送、生产规划和质量管理等领域的
应用。

询服务部的团队合作，借助 SAP ERP
应用提供的端到端支持，用集成式自动
化方法取代了手动业务流程。该公司能
够从单一控制点为每个仓库规划、制造
和交付最优数量的库存，确保他们能够

此外，他们还利用
Warehouse

Melissa Kikizas 与来自 IBM 全球业务咨

应

用

SAP Business
和

SAP

把握每个销售机会，但又不出现存货过
多的情况。

BusinessObjects™ 商 务 智 能 解 决 方
案，为企业内的业务决策者提供实时洞
察力。

经济高效的云平台
在规划好 SAP ERP 应用的业务要求
后，Melissa Kikizas 的注意力就转向了
搭载解决方案的 IT 平台。“因为我们的
SAP 解决方案将支持关键的业务流程，
一个强大的 IT 基础架构就成了一项重
要的要求，”Leonidas Varvasenitis 回忆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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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解决方案组件
行业
消费品

应用
SAP® ERP 及财务、控制、材料管理、
仓库管理、销售与配送、产品规划和质
量 管 理 方 面 的 应 用 ； SAP Business
Warehouse；SAP BusinessObjects™

硬件

IBM 为 Melissa Kikizas 提供了全套解

“如今，我们能够以一个企业整体管理

IBM® Power® 720 Express

决方案，其中包括，SAP 应用实施服

所有垂直业务，”Leonidas Varvasenitis

软件

务、基础架构和支持。SAP 软件在私

说道。“借助 IBM 和 SAP 解决方案，我

有云中运行，该私有云以高性能的

们能够全面了解系统中的每个未结客户

IBM Power® 720 Express 服务器和

订单，并利用先进的商务智能工具，预

IBM DB2® 数据库软件为基础。

测未来需求。有关订单和预测结果的数

IBM Db2®、IBM AIX®

服务
IBM Global Business Services®、IBM
Global Technology Services®

实现端到端的严格控制
如今，Melissa Kikizas 利用单一集成的
系统，管理从生产原材料到向客户交

据在所有垂直业务部门自动传输，借
此，我们将仓库库存水平降低了 10%，
并大幅增加了现金流。

付货物的所有业务流程。
通过严格控制并全面洞悉每个流程，
该公司简化了制造和配送流程，将发
货延迟率降低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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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所有业务数据集合到一个系统中有

“IBM 和 SAP 解决方案

一大好处，那就是我们能够一眼就看

是我们企业不可分割

Varvasenitis 说道。“我们相信，SAP

的一部分，我们确
信，他们将在我们未

到每位客户的盈利能力，”Leonidas
解决方案将帮助我们找到方法，优化
针对某些重要零售商的销售战略。”
Leonidas Varvasenitis 总结道：“身处

来的业务增长中发挥

动荡的全球经济环境，拥有坚实的基

重要作用。”

SAP 解决方案是我们企业不可分割的

Leonidas Varvasenitis
财务总监

础将决定企业的生死存亡。“IBM 和
一部分，我们确信，他们将在我们未
来的业务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Melissa Kikizas S.A.

业务优势
• 通过将卫星仓库的库存水平降低

10%，增加了现金流。
• 通过将交货延迟率降低

20%，确保

准时向客户交货。
• 通过在云端而非企业内部部署

此外，借助 IBM 全球业务咨询服务团

SAP

解决方案，成功节省 25% 的成本。

队利用 SAP BusinessObjects 解决方
案构建的仪表板，我们的首席执行官
(CEO) 每天早晨只需花费几分钟，就
能获得全面、准确的企业运营和财务
状况视图。”
Melissa Kikizas 利 用 SAP Business
Warehouse 应用准备好详细的商务智
能报告，为决策者提供实时仪表板和
有关同比销售绩效和订单预测的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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