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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佑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是集研发、生产和销售于一体的高科技环

保饲料产业集团，中国饲料行业的品牌企业。安佑1992年创立于台
湾，1999年在大陆投资建立第一家生产企业——漳州安佑。经过二十
年的发展，安佑目前在大陆已拥有25家公司和生产基地，产品销售覆
盖全国26个省市和东南亚地区。2012年，安佑集团选择了MTC基于
SAP Business One的饲料行业解决方案，为其打造完善、规范、精
确、实时的集团化信息管理平台。“安佑ERP项目一期”将在中国15
家工厂部署SAP Business One，在首期ERP项目上线后，安佑获得了
超越预期的实施效果和理想的投资回报

安佑集团：SAP® Business One的方案应用
创造绿色饲料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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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Business One建立覆盖全球的生产、成本、定价、质
量追溯平台

公司名称
安佑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总部
台湾

所属行业
饲料行业

产品服务
生产高科技环保饲料

员工数

2,000余人

公司网址

www.anschina.cn

合作伙伴

MTC   

实施目标

 • 建立标准化业务流程，将企业主数据、研发、采购、
销售、生产、财务、库存等诸多环节有效整合

 • 实现跨公司、跨区域的多账套、多法人联合管理
 • 建立完整、易用、实时的质量追溯体系
 • 实时、精准的报表展现及数据分析系统帮助管理层随
时掌控业务并制定决策

 • 灵活的销售价格策略及折扣返利管理
 • 对成本、过磅、信用额度、价格等业务关键点的管控
 • 生产中控系统、CRM、OA与SAP平台的无缝集成

为什么选择SAP 
 • SAP全球化品牌以及SAP四十余年在企业管理信息化
的成功经验

 • SAP Business One的灵活性和扩展性强，适用于成
长型生产加工企业，与安佑集团长期发展策略相符合

 • SAP具有良好的产品生态圈，移动方案及HANA产品
能够满足未来集团化管理的需求

为什么选择MTC
 • MTC在饲料加工行业的专注投入及经验积累
 • MTC饲料行业信息化方案满足企业业务和管理需求
 • 中国首家获得SAP全球合作伙伴质认证（AQM）的
SAP Business One合作伙伴，其交付质量和实施能
力已得到证实

主要收益

 • 建立了完善、规范、精确、实时的信息化管理平台，
使企业的管理模式具有可扩展性和可复制性

 • 科学的成本核算方法，核算效率由几天缩短到几小时
 • 建立多品种的饲料质量管理及全流程追溯体系
 • 实时计划、实时报表、实时分析，使业务流程透明化

未来计划

 • 未来三十多个工厂的信息化部署和集团化管控
 • 业务及财务数据的分析及报表统一标准，数据精准
 • 移动方案、质量追溯、信用评审和分析决策系统的
推广

“SAP的产品研发十分符合安佑长期的发展策略，特别是在饲料行业有完整的解决
方案。SAP Business One这样的产品非常适合多工厂多分公司的企业，为我们
解决了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难题。”

邓猛，信息总监，安佑生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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