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amfil Malaysia Sdn Bhd改善业务工作流
程和 将亚太地区的运营与Epicor ERP联系起
来
Camfil Malaysia Sdn Bhd在空气过滤器和清洁空气解决方案
的开发和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近50年来，该公司一直
为客户提供可持续的一流空气过滤产品和服务，为全球客户
带来价值。

Camfil Malaysia Sdn Bhd总部设在吉隆坡以北200公里的巴
都牙也。该公司在马来西亚的业务在过去五年中表现出了非
凡的增长，目前有370名员工，其创新和领导力使他们在马来
西亚制造业中脱颖而出。Camfil Malaysia Sdn Bhd荣获马来
西亚制造商联合会（FMM）2011年度新星奖。

挑战
Camfil Malaysia Sdn Bhd在过去五年中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增
长，并在创新型可回收空气过滤器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可持
续过滤器的成功降低了客户的总经营成本，并为公司提供了
竞争优势，自2007年以来，公司收入逐年增长。

为了适应销售额的强劲增长，Camfil Malaysia Sdn Bhd要求
引入ERP解决方案，以提高生产率，并提供清晰的数据分析，说
明公司如何不断改进业务流程和工作流程。

Camfil Malaysia Sdn Bhd需要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ERP
解决方案，以便该解决方案能够在全球各地推广。Teng Kim 
Ming，Camfil Malaysia Sdn Bhd亚太区财务副总裁解释道：“
我们希望有一个声誉良好的解决方案，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推
广并获得全球支持。实施Epicor的决定来自我们在瑞典的总
部，而且我们在中国的财务总监强烈推荐Epicor。他以前使用
过该解决方案，他认为Epicor的财务管理体验非常好。”

解决方案
“我们从2007年开始在全球实施Epicor，首先是在马来西亚，

然后是中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泰国。我们2012年1
月在迪拜上线，”Teng解释道。

Epicor系统之间的集成使Camfil Malaysia Sdn Bhd对亚太业
务有了更大的控制权，并加快了公司的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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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view
• 地点：马来西亚巴都牙也
• 行业：制造业
• 雇员：370人
• 网址：http://camflfarr.com.my

成功亮点

挑战
• 寻找具有全球声誉和全球客户

支持的企业资源计划解决方案
• 旧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无法支持

逐年强劲增长
• 通过一个系统连接整个亚太地

区的运营
• 缩短周期时间，提高生产率，并

为分析提供可测量的数据

解决方案
• Epicor ERP与Epicor Financial 

管理层和Epicor 生产管理

优势
• 支持管理层决策过程的分析

平台
• 跟踪关键绩效指标的可测量

数据
• 通过跨亚太地区互联运营，改

善了业务流程、物流流程和客户
响应时间



Teng解释说，“我们已经在亚太地区的许多国家实
施了Epicor ERP解决方案，这大大拓宽了我们的运
营视野。我们正试图增强该系统，以便这些公司能够
在线连接，并能够在彼此之间以及各个工厂之间进
行通信。这不仅可以节省文书工作，还可以提高我们
的可持续性，并加快业务发展的速度。”

Epicor Financial Management在Camfil Malaysia 
Sdn Bhd运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该解决方案旨在
通过工具和控制来自动化和简化企业的财务流程，
以支持复杂的法律要求，并通过及时的财务监控来
创造价值。

“我们使用财务模块来平衡账目、结账和数据分析。
销售模块也很重要。例如，如果一家兄弟公司想向我
们下单，它们可以使用连接来链接回我们的系统。这
使过程更快、更有效。” Teng继续说道，“Epicor生产
管理模块支持我们的供应链和分销流程。”

Epicor Production Management软件采用真正的
面向服务的体系结构（SOA）构建，帮助实现持续的

性能计划、实时连接和直观的业务智能，打通公司到
供应链合作伙伴，从而提供更大的业务灵活性和改
进的客户服务。

优势
在Camfil Malaysia Sdn Bhd决定在亚太地区推
出该解决方案后，该公司实施Epicor带来的好处
得到广泛传播。跨国界连接仓库和工厂的能力提
高了业务效率和速度。同样，可以分析从所有地点
收集的数据，以便在决策过程中向管理层提供信
息。

Teng表示，“Epicor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数据分
析平台，极大地支持了我们管理层的决策过
程。Epicor还帮助缩短我们的周转时间，并跟踪我
们的关键绩效指标。”

“我们的信息部门正在创建仪表板，以支持经理
的决策过程—我们的所有信息都在我们的SQL服
务器中捕获。我们获得销售分析和信息来帮助我
们缩短周转时间。我们还有许多内部指标，因此我
们需要跟踪关键绩效指标、周转时间和客户响应
率，所有这些都是通过已经创建的数据仪表板捕
获的。这是在我们所有系统上运行Epicor的最大
好处，”Teng解释说。

“Epicor为我们提供了所有结账的工具。过去许
多事情都是手工完成，但现在有了Epicor系统，我
们可以快速扭转局面。以前一天的工作变成了一
小时或更少的工作。Epicor提高了我们公司的生
产力。我们必须逐年改进、创新并收集更多信息来
优化我们的运营。我们使用Epicor从根本上改善
我们的业务流程，”Teng说。

我们在这里努力工作，使世界不断变化。他们是制造、物流和销售我们都需要的东西的公司。他们相信Epicor(恩柏科)
可以帮助他们更好地开展业务。他们的行业是我们的行业，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通过与客户携手合作，我们
几乎和他们一样了解他们的业务。我们精心设计的创新解决方案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并且可以灵活地应对瞬息万
变的现实。无论是增长还是转型，或者只是变得更有生产力和效率，我们都会加快每个客户的野心。这就是我们成为
全球最重要企业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的原因。

现在联系我们：asiamarketing@epicor.com | www.epico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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