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picor ERP为泰国领先的紧固件、锻造和机
加工零件制造商改善业务运营
Mahajak Industry Co. Ltd.位于泰国北榄省，自1969年成立以
来专注生产螺母和螺栓。该公司在几年前进入汽车行业，其生
产的大多数产品采用冷成型技术。Mahajak Industry大约有
200名员工。他们的客户包括汽车、汽车零部件和农业机械行
业的公司。其中包括五十铃、日产、暹罗久保田和洋马等公司。

Mahajak Industry经营的整体结构称为Mahajak Group。
该公司由19家不同行业的公司组成，包括曼谷的Mahajak 
Autoparts Co., Ltd.、Mahajak Development Co., Ltd和
Mitsubishi Heavy Industries-Mahajak Air Conditioners Co., 
Ltd.。

Mahajak Industry于2015年1月导入了下一代Epicor ERP解
决方案。 迄今为止，Mahajak Industry已经实现了几乎所有
Epicor ERP核心模块，包括财务、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和制
造。目前，Epicor ERP用户有35个。该公司选择Epicor ERP的首
要目标是解决其当前的业务挑战，促进长期增长。

挑战
Mahajak Industry处理商业事务的方式多年来发生了变化。客
户需求不断发展，公司提供的产品也随之发展。例如，他们发
现在旧系统中使用新商业管理方法变得愈发困难。

在汽车制造行业，生产订单会分发到不同的制造商。然而，为
了通过更高的利润率来发展业务，Mahajak Industry打算开始
在不同的市场竞争。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需要一个平台来
改善其信息管理和数据可见性，以提高其客户服务水平。

解决方案
在选择系统时，该公司考察了企业资源计划（ERP）供应商的
选择。然而，当他们考虑到除了预算之外还需要的规模和功能
时，他们确定Epicor ERP是最合适的。

公司在实施初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发现Epicor ERP具有很
强的适应性。当他们遇到障碍时，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经营方
式，意识到自己的许多做法并不理想。Epicor支持团队，帮助他
们专注于业务的重要元素，以改进他们的工作流程。Mahaj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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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
• 将新管理方法与现有技术相

结合
• 提供客户支持和定制选项
• 跟上竞争对手

解决方案
• Epicor® ERP®

优势
• 成为新兴市场的前瞻性组织
• 实时获取信息
• 改善信息管理
• 企业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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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y的执行董事Aswin Kanchanachayphoom
解释说：“实施过程没有花很多时间，因为我们提前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实际上，我们花了更长的时间才
找到合适的ERP供应商。”

Mahajak Industry与泰国Epicor授权合作伙伴
BizNet的顾问团队合作，他们为终端用户提供全面
培训。每当用户遇到关于ERP解决方案的问题时，他
们都能够与顾问团队进行交流，以寻求建议。

他们认为Epicor ERP解决方案可以灵活应对长
期业务增长。Mahajak Industry还赞赏到，由于
Epicor ERP的友好用户体验，员工更少依赖IT部
获得数据，从而更好、更快地做出决策。企业用户
现在可以自己轻松地对管理信息过滤和信息分
类。Kanchanachayphoom 先生认为，“鉴于我们的
公司规模仍然很小，我们所需要的系统必须尽量减
少对IT支持的依赖。Epicor ERP有利于企业用户轻
松地对信息进行管理、过滤或分类。”“我们寻找一个
能够支持公司长期发展的系统。我相信Epicor ERP
是我们公司未来10年的解决方案。”

实施ERP系统对于Mahajak Industry实现进入高利
润市场的目标是至关重要的。他们现在能够快速获
取并实时查看信息。

目前，Mahajak Industry一直致力于进一步改善其
运营。例如，掌握了触手可及的实时数据，他们现在
可以预见潜在性问题并防止其发生。此外，当需要改
变时，他们可以迅速做出反应。 总体而言，该公司认
为，面对不断增长的客户需求、市场变化和7*24小
时业务压力，他们可以提高自身的响应能力，以进行
有效地竞争。这可增强客户体验。

Kanchanachayphoom先生补充说：“我们对这个系
统很满意，期待可以在其他部门部署更多的模块。当
不同部门的员工能够同时访问相同的数据时，他们
便可以预见任何问题并防止其发生。我的目标是创
造一个可以让员工快速有效采取行动的环境。”

我们是为那些让世界不断转动的辛勤工作的企业而服务的。这些企业是制造、物流和销售我们都需要的产品。他们相
信Epicor（恩柏科）会帮助他们把业务做得更好。他们的行业就是我们的行业，我们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通过与客
户携手合作，我们和他们一样了解他们的业务需要。我们的创新解决方案精心策划，以满足他们的需求，并能灵活地
响应其快速变化的现实。我们加速每位客户的雄心壮志，无论是增长和转型，还是简单地提高生产效率和成效。正是
因为如此，我们才成为世界上最重要企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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