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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国利

前不久，多氟多化
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了
SAP ERP项目启动暨誓
师大会，标志着多氟多
管理信息化建设进入了
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其 实 ， 早 在 2007
年，多氟多的 ERP 就和
中国最大的管理软件厂
商——用友集团合作开
始实施，系统更侧重于
财务管理。随着移动信
息化、商务智能、云计
算、大数据、物联网等
高新技术的发展，“互联
网+”将推动巨大的商业
创新。

据介绍，SAP是全球
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公
司，服务全球市场份额
超过 60%，为 130 个国家
的 3500 万用户集成业务
流程、提升竞争能力。
ERP 实施团队——上海
汉得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将为多氟多打造数
据语言统一、流程标准
统一、以 ERP 为核心的
信息化集成平台，为智
能信息化全覆盖奠定技
术基础。

从氟化工出发，多
氟多进军新能源汽车，
成为行业转型升级的典
型。工欲善其事，必先
利 其 器 。 站 在 “ 工 业
4.0”“中国制造2025”的
大 背 景 下 ， 以 智 慧 企
业、智能工厂为导向，
大手笔布局信息化，与
SAP 深度合作实施 ERP

成为多氟多未来发展的必然选择。
多氟多董事长李世江高度概括了ERP的精髓：ERP

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管理软件，更是一个管理思想的大集
成，是把很多企业的管理经验通过一种软件形式进行高度
总结，打破了企业管理的边界，是企业资源的规划和整
合，是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战略目标的管理新理念。

李世江表示，以ERP为核心的公司信息化平台建设
描绘了企业美好未来和光明前景。多氟多将坚持大道至
简、大道至活的理念，使ERP庞大的系统工程成为多氟
多健康发展的长期战略。

多氟多从氟化工出发，进军新能源，成为行业的典
型。多氟多实施腾笼换鸟战略转移，使氟化盐焕发了青
春，巩固了在全球行业的龙头地位。ERP的实施，将会
推动多氟多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走向新的境界。

自2016年开始，多氟多即为实施ERP进行了多方面
探索。为此，多氟多要用全世界最好的SAP ERP管理软
件并与中国最好的实施公司汉得公司合作。依托信息化手
段，建立适合企业战略发展需要的，完整、统一的信息化
管理平台，支撑整个产业链的整合，满足不同业务需求，
满足集团管理的统一性和各板块的个性化需求，实现互联
互通，流程再造，最终把多氟多打造成为智能工厂、智慧
企业。

对于ERP的实施，李世江概括为一个信念、二个原
则、三点要求。

一个信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李世江说，一个人
的梦想有多大，未来的发展道路就有多壮美。梦想，就是
多氟多数十年来不断创新、推动企业发展的澎湃动力。回
顾多氟多的发展，从创业、改制、上市，多氟多熬过企业
转型发展的坎坷期，抗住经济危机的寒冬，风雨兼程二十
多载，终于打造了多氟多独具特色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
链，迎来了多氟多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把握新时代，畅
想未来。多氟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信息化层次
迫切需求的提升，数字化智慧企业的打造成为多氟多当下
的新梦想。

二个原则：李世江说，一是遵循业务为主、IT为辅
的实施原则。SAP ERP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
程，远非一个部门能够独立完成。不要认为SAP ERP的
实施只是项目小组的工作，在SAP ERP项目实施的过程
中，推进到哪个部门，哪个部门就是主角，积极调动内部
资源，主动参与，确保本部门涉及的功能模块顺利上线。
二是遵循循序渐进、持续改善的工作原则。信息化是多氟
多发展的长期战略。初期投入较大，参与的人员会增多，
效率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降低。只要不断改进，坚持下去，
SAP ERP必定会帮助多氟多提高效率、提高决策、降低
成本。

三点要求：李世江说，各单位、各部门的负责人要将
ERP 信息化建设作为自己分内的工作，全力支持。
ERP是个“一把手”工程、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强化大
局意识，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要硬起手腕，敢抓敢
管；要说了算，定了干，发动广大职工营造氛围，形成共
识；ERP项目组要做到计划周全，稳步推进。要有可行
的操作时间表，本着多、快、好、省的原则，把大家的积
极性调动起来；不要墨守成规，更不要让别人约束了自
己，大胆做事，敢于承担。各业务模块操作人员要虚心学
习，主动适应。各小组成员要高度协同、密切配合，多提
建议。以任务为导向，确保各项工作协同并进，同智能制
造紧密结合。这是多氟多采用SAP软件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

李世江直言，相对于多氟多先前实施的信息化系统，
这一次推行的SAP ERP系统，功能模块更多，涉及范围
更广。特别是要在2018年1月1日完成系统上线工作，任
务相当艰巨。但是，李世江相信多氟多的团队一定能把这
项工作做好。

创新、互联网都是多氟多自己对自己的挑战，是一次
创新思维的提升，是人类智慧的提升，也是多氟多和每一
位职工成长的大好机会。社会各种各样的资源正在向多氟
多聚集，多氟多的发展又到了一个新的节点、新的起点。
多氟多人怀揣幸福，手握自信，把梦想脚印步步扎实，构
筑信息化的美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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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杜 笠

走进多氟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科技大
厦，六楼的开放式办公区热闹非凡，“多氟
多 SAP ERP 项目上线”倒计时器格外醒
目，所有的员工都在忙碌的工作、开会、商
讨。“这就是信息部的日常工作，同事们已
经形成了不干完活不下班的习惯，加班是信
息部每一个人的‘标配’，大家没有怨言自
觉地加班工作，因为信息部是一个年轻化有
活力的团队，是干劲十足的梦想型团队。”
说起现在忙碌的工作状态，信息部副部长刘
华伟欣慰地说。

而这一切的忙碌，都是为了多氟多
SAP ERP项目的顺利上线。

初级探索阶段

其实，多氟多早在成立之初就开始了办
公的信息化发展。1999年，多氟多实现了从
手工纸质记账到财务电算化的发展。电脑数
量增加后，问题也随之而来，服务办公、服
务会务、维修电脑等一系列事情都需要有专
人来处理，于是信息办应运而生。

2007年，刘华伟大学毕业进入信息办工
作。刘华伟说：“办公区和生产区相隔 5 公
里，但每天生产区要把报表打印出来，送到
办公区给领导看，非常不方便。于是，这期
间我们做了两件大事，现在想想挺自豪
的。”想到这里，信息办立即行动，首先实
现了生产和办公区的网络互联互通。网络互

通后，多氟多首先上了 OA 办公自动化系
统，并加之以点带面的推动，不仅提高了工
作效率，也让信息化的力量在多氟多开始凸
显。

信息化让多氟多尝到了甜头，IT信息技
术的不断发展、创新为企业组织运行、转型
升级提供了强大的软硬件平台功能，灵敏地
沟通协调企业组织各组成部分的信息，高效
维持组织内信息的流通。于是，2008年财务
供应链系统经过两次尝试，冲破重重阻力，
换上了国内最先进的用友ERP系统。

2010年，多氟多成功上市，刘华伟也在
同年担任信息办主任。这一年，国家还对多
氟多的信息化建设工作进行了项目资金补贴
支持，刘华伟眼看着OA办公系统已无法满
足多氟多上市后的工作需求，当机立断，决
定整体更换OA办公系统。

2010年，多氟多实现了和所有子公司的
互联互通。2012年，多氟多荣获焦作市首批
“‘两化融合’示范企业”“河南省信息化
与工业化融合示范企业”等荣誉称号。

全面信息化阶段

2016年，董事长李世江提出智能制造的
口号，多氟多开始进入全面信息化阶段。
2017年1月，多氟多成立了以总经理侯红军
为组长的智能制造领导小组，同年成立了信
息部。6月19日，SAP ERP项目以及制造
智能化、管理信息化启动，多氟多正式踏入
了智能化发展元年。

“信息部的发展就是多氟多智能化、信

息化发展的缩影，我们信息部从最初的2个
人到4个人，再到38人，人员壮大了，我们
也更加忙碌了。”刘华伟打趣地说，信息部
所在的六楼是科技大厦夜空中常亮的一道风
景线。加班对于信息部来说已经成了家常便
饭，为了SAP ERP项目能够顺利上线，信
息部许多员工工作到深夜，就直接睡在办公
室，多氟多还抽调各部门业务精英来到信息
部，共同建设多氟多的ERP系统，信息部现
阶段已汇集了多氟多各业务口精英人员，是
李世江提出“三智工程”智才集聚的试点部
门。

实现了使用全球领先的SAP ERP管理
系统，这无疑是多氟多定位国际化企业的必
然道路。

“SAP ERP 项目启动后，第一期会上
财务、生产、销售、采购、库存管理五大模
块。”刘华伟说，2018年1月1日SAP ERP
项目上线以后，多氟多将利用先进的信息平
台，从设计到研发、从研发到生产、从生产
到销售、从销售到服务，将整个信息化管理
体系建立起来。而信息部也总结出了适合自
己工作的“两横一纵”工作方针。一横是建
立一个集团信息化价值网络的横向集成，就
是跨公司、售后服务商的集成；另一横把企
业内部彼此相关但却彼此分离的职能联系起
来，建成企业内部核心业务集成；一纵是从
客户订单一直到产品的智造过程的打通，逐
步形成具有多氟多特色的智慧企业。

“信息部的主要任务职责除了管理信息
化的提升，还有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的建

设。”刘华伟说，新能源公司锂离子电池生
产线就是智能制造数字化车间的一个很好体
现。在生产配套方面，将通过物联网感知和
识别技术在原材料、辅料、成品上的应用，
智能高效地开展仓储配送，实现仓储“智”
动。而未来30万套新能源汽车动力总成及配
套项目的建成，将从产品研发到原材料的采
购、仓储、生产过程、售后服务，通过一系
列信息化技术手段的应用，实现对产品全生
命周期的智能化管理建设。

与此同时，多氟多还提出智慧企业、智
能制造、智才集聚“三智工程”建设，以及
集中控制、专业经营、多维管理、互联互
通、合理建议、智慧担当二十四字管理方
针，把智能制造、智慧企业贯穿到所有生产
要素的全过程，形成一个完整的管控体系。
通过数字化信息进行多维度分析，让事业部
的横向管理和职能部门的纵向管理、集团的
纵向管理和产供销横向管理，在立体网络结
构中条理更加清晰。

“工作中得到的快乐才是人生最大的快
乐。”这如今已经成为信息部员工的口头
禅。在多氟多的大目标的带领下，信息部也
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那就是计划未来用
1~2年的时间内，应用大数据、云计算的理
念与技术，实现多氟多所有用户计算机的桌
面虚拟化，所有数据全部存放在数据中心，
可以实现在全球范围内随时随地移动办公，
杜绝信息泄露，通过信息化、智能化的建
设，为多氟多打造智慧企业、数字化多氟多
奠定坚实基础。

从信息化到智能化
——多氟多信息部助力企业创新管理

本报记者 翟倩倩

当前，在“工业4.0”、智能制造的热潮
下，从消费品到机械设备，各个行业的企业
都在不断探索新的途径，实现转型升级。作
为氟化工行业的龙头企业，多氟多化工股份
有限公司在数字信息变革时代下，也在进行
数字化转型与创新，不断提升企业管理能力
与核心竞争力。

6月19日，多氟多举行SAP ERP项目
启动暨誓师大会，这标志着多氟多在信息化
发展史上掀开了崭新的一页。

据了解，ERP系统是企业资源计划的简
称，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上，集信息技
术与先进管理思想于一身，为企业提供管理
和决策的软件系统平台。而此次多氟多选用
的则是全球领先、用户保有量最大的德国
SAP公司出品的ERP系统，SAP ERP被誉

为全球财富500强企业背后的管理大师。
“SAP ERP 不仅仅是一个管理软件，

更是一个管理思想的大集成，把很多企业的
管理经验通过一种软件形式进行高度总结，
打破了企业管理的边界，是企业资源的规划
和整合，是通过信息化平台实现战略目标的
管理新理念。”该公司董事长李世江说。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自2016年开
始，多氟多就为实施SAP ERP项目进行了
多方面的研究与探索，于今年6月19日正式
立项。经过多方面调研、考察，最终找到了
有着 20 多年 ERP 系统实施经验的上海汉得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为其合作的首
选。

“随着业务的快速扩张以及企业的迅猛
发展，对于企业管理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
求，而多氟多将在 2018 年 1 月 1 日上线的
SAP ERP项目，将为多氟多打造数据语言
统一、流程标准统一，以ERP为核心的信息

化集成平台，为智能信息化全覆盖奠定了技
术基础。”多氟多 SAP ERP 项目经理梅海
波说。

团队成员是否搭配合理，成员之间是否
配合默契，是该项目成功实施的关键要素。
为了确保项目按照总体计划顺利实施，多氟
多外聘技术顾问，抽调各部门的精兵强将组
成50余人的SAP ERP项目团队，其中包括
项目管理组、项目管理委员会、项目管理办
公室以及业务组，业务组按模块又分为财务
组、销售组、采购库存组、生产计划组及技
术开发组。各组成员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相互配合、密切合作，为项目的成功上线以
及后期运行做好坚强的后盾。

“等到 SAP ERP 项目上线之后，它将
覆盖企业整个管理的信息系统，把企业的生
产资源管理、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项
目管理等环节进行统一有机整合，实现企业
资源管理及业务流程管理的一体化、信息化

和规范化。”在记者了解 SAP ERP 项目对
于提升企业效能时，梅海波说，“比如在财
务管理方面，传统的财务管理只局限于财务
领域，而在ERP的状态下，财务方面的基础
材料是联动的，也是及时更新的，并且实施
ERP后将企业的供应链、生产链、销售链和
财务核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将财务管理的
内涵扩大到企业的各个领域。通过采购、销
售、生产、库存与财务集成，适时反映出企
业的经营状况，大大提高财务工作效率，实
现财务管理与企业管理全面统一。”

“从企业后台到公司管理层、从工厂仓
库到销售市场、从电脑桌面到移动终端，
SAP ERP 项目成功上线后，通过数字化、
信息化和企业管理的充分融合，将会不断提
高企业经营效益，助力企业持续健康发
展。”面对多氟多未来的发展前景，梅海波
信心满满地说。

多氟多携手SAP ERP 开启“智造”之旅

ERP项目组成员在进行模块专题分析。 多 宣 摄

多氟多SAP ERP项目经理梅海波。 多 宣 摄

多氟多SAP ERP与坚持梦想者同行。 多 宣 摄

分享信息化建设思路。 多 宣 摄

研究云桌面系统升级方案。 多 宣 摄

掠 影
信息化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