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sint成功案例

公司介绍

住友电工集团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通信厂商之一，在

汽车、信息通信、电子、电线-机械材料-能源、产业

原材料等五个事业领域里，提供满足社会需要的各

种产品，开展全球性的事业活动。目前在以亚洲、

美国、欧洲为中心的世界30多个国家拥有331家关联

公司和超过15万名的员工。

SEWT成立于1994年，主要生产汽车配线束，是住友

电工在泰国的子公司，由泰国人主导运营。目前，

按SIAM、AMATA、CENTRAL等地工厂分别设定管理

实体。 

业务挑战

SEWT的运营方针之一就是自主性，其生产、经营和

管理都是完全由泰国人主导。他们非常注重当地员

工的技术水平，还专门开设了技术培训中心。企业

的月出货量也按每1~2年翻一倍的速度在增长。企

业产量的不断增加，直接关系到其下游供应商的数

量和质量。是否有数量足够的供应商为其供货？供

应商能否供货及时，管理能否规范？自成立至今，

SEWT已在泰国本土发展了一定数量的供应商和第三

方物流合作商作为其长期固定的贸易伙伴，以保证

其企业产量的稳步增长。但一直以来，在对这些供

应商和第三方物流合作商的控制管理水平上，SEWT
却始终处于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仅仅依靠手动操

作方式与供应商和第三方物流合作商传递物流信

息。在实际进行手动操作时，例如以邮件和电话方

式传递信息，常常会引起信息的延迟及出错，从而

导致信息处理效率的底下，耗用了很多不必要的时

间和人工成本，也给整个操作流程造成了严重的滞

后。关键生产数据的收集、频繁的数据更新及多样

数据的交互需求，更是手动操作无法实现的。其次

手动操作方式也难以对这些供应商和第三方物流合

作商的执行情况进行及时有效的跟踪。另外，企业

还存在着仓储及集控中心的可视化水平低下等问

题。以上这一系列问题的存在，也严重影响着SEWT
通过主机厂的MMOG/LE评审，阻碍其向更高级的水

平迈进。如何能在无需拥有大量库存的情况下，对

需求做出快速反应？如何与供应商进行协同化工

作，以便随时快速地更改运作计划？如何在保持服

务水平的同时，将现有的库存、固定资产、运输工

具减至最低水平？面对诸多的业务挑战，客户希望

能通过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案能协助企业管理整个供

应链网络，在获取关键性数据及提高时间敏感度上

得以改善，同时加强对供应商和第三方物流合作商

的培训和项目上线工作。

 
解决方案

在明确了企业现状的不足和对未来的需求后，SEWT

对行业内提供供应链管理解决方案的数家企业进行

了严格的调研和方案演示，Covisint就是竞标企业之

一。竞标过程中，Covisint的资深顾问与其项目组成

员一起对客户面临的这些难题和挑战进行了细致的

分析、讨论和确定，从而制定出最终实施方案和其

相关规程。在经过几轮筛选，SEWT最终确认采用

Covisint SupplyOnline（科纬迅供应商在线）解决方案。

要想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人工耗时，就必

须用自动化流程来替代落后的人工操作，整个订单

处理流程自动化使效率达到了最大化。Covisint 
SupplyOnline通过互联网平台让客户与其供应商之间

共享订购、预测和支付信息。全面的仪表盘（Dash-
board）浏览让供应商能够方便地确认订单、发运以

及发运后提醒客户。客户与供应商之间实现了多样

数据和信息的交互，使得合作更加紧密，也使得从

订单到支付的全过程达到百分之百透明度。

如何对这一庞大的供应商体系进行规范统一的管理

和控制？Covisint SupplyOnline使SEWT对其供应商表

现进行评测与管理，定义、监控、评估并报告关键

评测指标，例如存货天数、订单满足率、交货表

现、送货数量准确率等。

针对供应商管理的需求，方案确认后，Covisint按照

项目计划，用了三个月时间进行软件开发，一个月

为所有用户进行培训以及完成项目上线工作，达到

了客户预期。

项目成果

Covisint SupplyOnline为供应商提供了安全数据交互

平台，不但妥善解决了信息延迟的瓶颈问题、避免

了不必要的人工错误、，而且提高了数据准确率，

提升了业务效率。通过该项目的实施以及对供应商

和第三方物流合作商的相关项目培训，SEWT在供应

商管理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透明的考核评分标

准，完善的评分机制，清晰的码表显示，为客户考

核供应商的订单满足率、按时交货率、送货数量准

确率等提供了即轻松便捷又准确无误的管理模式。

除此之外，具有专业资质且保证用户满意度的

Covisint技术支持团队为SEWT的所有SupplyOnline用
户提供不间断支持服务，有利保障了系统的正常运

作，真正实现了所有流程自动化，提高了汽车供应

链管理，达到精益生产。项目实施上线后，获得了

客户的高度关注及认可。SEWT已决定将该系统推广

到更多的供应商中。

未来展望

随着汽车工业在兼并和收购的不断进化过程中，汽

车供应链管理必然会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和重

视，也必将成为企业赖以生存的必然趋势。如何建

立您企业在这激烈的竞争市场上的份额，并保证有

利的竞争优势？SupplyOnline的成功实施呈现了最具

说服力的事实，同时也为其自身今后的发展创造了

更为有利的条件。

Covisint SupplyOnline帮助SEWT实现供应商协同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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