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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吉公司成立于1865年，是一家从事生产和经营食品、农业、金融和工
业产品及服务的多元化跨国企业集团，业务遍及65个国家。嘉吉投资
（中国）有限公司在中国大陆拥有7,000多名员工，52家运营点。

2011年，嘉吉动物蛋白（安徽）有限公司成立并建立起集饲料生产、孵
化、养殖、屠宰、加工于一体的禽肉全产业链项目，为了以最快的速

度、最低的投入实现全产业链的管理和食品安全需求，嘉吉动物蛋白

（安徽）有限公司实施了SAP Business One鸡肉一条龙解决方案，实现
了鸡肉全产业链的生产过程管理以及质量追溯体系，极大地提高了生产

和追溯业务的执行效率及食品安全水平。

嘉吉中国： SAP® Business One解决方案
编织“鸡肉一条龙”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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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 One实现禽类养殖一体化的全产业链管理及
追溯系统。

公司名称
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企业总部
美国

所属行业
食品行业

产品服务
家禽养殖及食品深加工

员工数
约2,000人

公司网址

www.cargill.com

合作伙伴

MTC    

实施目标

 • 以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实现各业务环节的管理需求
 • 建立全产业链高度整合的一体化管理平台
 • 建立从饲料，养殖、屠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生产过
程管理及质量追溯体系

 • 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SAP系统的快速部署
 • 作为全球化企业，满足公司内外部对财务方面的需求
 • 实现与公司其他信息与工控系统的集成

为什么选择SAP 
 • SAP Business One产品的投资回报率较高，客户风
险低

 • 嘉吉总公司已使用SAP ECC系统，并且是SAP全球
TOP 10客户之一，因此对SAP的品牌信赖度较高

 • SAP Business One产品灵活度高，可以非常容易地
进行扩展和升级

为什么选择MTC
 • MTC是中国惟一家拥有SAP AQM认证的SAP Business 
One 金牌合作伙伴，其服务和支持能力值得信赖

 • MTC的顾问拥有农牧行业应用及IT技术的双重经验
 • MTC是中国唯一拥有“鸡肉一条龙”SAP解决方案的
信息化服务商，并且在中国拥有成功的实施应用案例

 • MTC拥有丰富的农牧行业信息化管理经验，可以为客
户提供一系列深度客户化的行业解决方案

主要收益

 • 项目历时八个月，快速地完成了嘉吉SAP系统部署，
并实现了其“鸡肉一条龙”的实施目标

 • 建立了从饲料、养殖、屠宰、深加工的全产业链质量
管理及追溯体系，以确保食品安全

 • 执行效率极大地提高，订单、收发货、收付款、成本
核算，以及与美国总部的财年报告均顺利完成

 • 实现了多个业务单元的集成整合，实现完整的“鸡肉
一条龙“管理体系

未来计划

 • 饲料厂投产与食品深加工项目启动
 • 通过SAP的更多的技术和管理工具进行应用提升

“SAP Business One系统灵活高效，以相当经济的初期投入，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
了优质的回报。”

任杰，商业应用系统经理，嘉吉投资（中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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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for any purpose without the express permission of SAP AG. 
The information contained herein may be changed without prior notice.

Some software products marketed by SAP AG and its distributors contain proprietary software components of other software vendors. 
National product specifi cations may vary.

These materials are provided by SAP AG and its affi  liated companies (“SAP Group”)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without 
representation or warranty of any kind, and SAP Group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errors or omissions with respect to the materials. 
The only warranties for SAP Group products and services are those that are set forth in the express warranty statements accompanying 
such products and services, if any. Nothing herein should be construed as constituting an additional warranty. 

SAP and other SAP products and services mentioned herein as well as their respective logos are trademarks or registered trademarks of 
SAP AG in Germany and other countries. 

Please see http://www.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trademark for additional trademark information and no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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