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达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达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TechSonic)前身为 1992 年成立的英弗普尔电子技术
有限公司, 是国内成立时间最早的 ERP 咨询公司之一。上海达策创立于 2005 年，采
用相关多元化发展战略，以 SAP Business one 实施与销售为核心业务，为国内快速成
长型企业以及国际上跨国经营公司提供管理信息化咨询、项目实施以及相关增值服务。
目前达策在中国地区拥有超过 250 多位咨询顾问。核心成员有 10 余名具有海外
ERP 项目实施经验，深刻了解跨国企业先进的管理模式与业务流程。有 1/3 为硕士以上
学历。达策已经在全国设有 13 家分支机构和 40 多家协销、服务合作伙伴，并在继续
发展中，有能力为全国各地的用户提供快速的产品与服务响应。
达策抓住机遇快速发展，现已拥有 800 多家 SAP Business One 客户及 600 多个
IT 实施项目，其中有一半以上为外资、合资企业。达策公司作为 SAP 的金牌合作伙伴，
依托咨询能力的优势，内聚人气、外塑形象，以全方位的优质管理和咨询服务为经营理
念，以客户需求为导向，致力于和客户、合作伙伴共同快速成长。

Company Introduction：
Shanghai TechS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 Ltd. preexistence of which is
INFOPWER Technology Co., Ltd. wa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ERP implementation
& consulting service firms. Headquartered in Shanghai, TechSonic was founded in
2005, dedicate to provide ERP solution to small & medium size enterprises in China.
Provide sales, implementation & support service based on SAP Business One
solution, there are more than 250 consultants within TechSonic divisions around
China, and among them the core team members has oversea ERP implementation
background, one third of which hold master degree, TechSonic has built its
distribution networks and service support center. Currently there are 13 TechSonic
division offices & more than 40 business channel, with more than 800 customers in
China, and among them more than half are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2005, TechSonic got the award of the best business partner of SAP in Asia-Pacific area. We
aim to provide the best ERP consulting service to our custo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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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策荣誉
SAP Pinnacle Awards
2007 年、2008 年、2009 年、2011 年获得 SAP Business One 亚太地区
最佳合作伙伴
SAP BUSINESS ONE CLOUD
2016 年起达策正式获得由 SAP 授权 SAP BUSINESS ONE CLOUD 产
品，标志着达策正式步入互联网云时代
SAP Gold Partner
2005 年－至今 达策一直蝉联 SAP 金牌合作伙伴称号
SAP MasterVar
2006 年－至今 达策成为 SAP Business One 中国区总经销商 MasterVAR
之一

Cloud

SAP Pinnacle Awards
Pinnacle Awards in The best partner 2007 / 2008 /2209 / 2011 in Asia
Pacific
SAP BUSINESS ONE CLOUD
Been officially authorized by the SAP Business One Cloud product,
marked up to formally a SAAS service provider

Cloud

SAP Gold Partner
SAP Gold Partner since 2005
SAP MasterVar
SAP MasterVar of SAP Business One in China since 2006

获得证书

2017 年 SAP 销售业绩奖

2018 SAP Business One 资质

核心业务
合适的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
然而方案的设计和实施并非易事，选择拥有丰富经验、精湛
技能、发展稳定的服务伙伴是保证实施成功的关键。达策公司在 SAP Business One 应
用软件实施方面，拥有一批高素质、有海内外实战经验的综合性人才，也是目前中国最
大的 SAP Business One 实施队伍。达策公司通过对大量的项目实践进行总结、归纳提
出了“达策敏捷实施法”，以期为客户在成本节约的前提下带来最大成果。
SAP Business On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With high quality, rich of domestic & oversea implementation experience consultants,
Tech-Sonic now hold the biggest SAP Business One implementation team, they’re
familiar with multi-national company’s operation, and also understand well of
domestic enterprises’ business model & the business flow. Through these project
implementation, Tech-Sonic raised the implementation methodology named
“ TechSonic

Agile Implementation Methodology”, aim to provide our customers with

fast ERP implementation and save the cost.

达策公司的顾问团队熟悉跨国公司的企业运作，也对国内企业管理模式与流程有独
特的见解。达策公司的实施策略为：

l

BPR 与 ERP 项目实施相结合，实现业务最优化，提高实施的可行性；

l

深刻理解客户的实际业务，并按合理需求实现标准产品与客户化集成；

l

从售前到实施、上线后支持及优化改进，由多方位专业队伍和人员为客户提供持
续服务；

l

顾问具备严谨、敬业的工作态度，良好的团队精神及与客户的沟通能力，保证为
客户提供超值服务。

达策顾问团队在技术支持方面具备很强的开发能力，他们是一群既懂 ERP 又懂技术
的实施顾问，为客户提供专门的客户化定制及开发服务，以支持企业管理支持体系的落
实。

技术支持与客户定制开发
在 ERP 系统的实施过程中与上线运行后，技术支持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后盾。如果
缺少完善的系统维护，实施工作将时常被系统的一些 BUG 打断；如果没有对系统的细致
优化，实施工作将被性能问题所困扰；如果没有恰当的二次开发方案，实施工作将在流
程的确定上受到阻碍。基于上述种种因素，如果缺少完善的系统维护、二次开发等技术
支持，ERP 项目的实施效果将受到很大影响。
达策拥有一批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技术顾问与开发工程师，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实
施与开发经验，其“技术实力雄厚”成为区别于其他实施公司的显著特点之一。达策成
立了技术支持中心与开发中心，建立了一套适应国内 ERP 实施项目的技术支持体系，为
客户的项目实施、后期维护提供相应的服务。

Technical Support & Customization Service
Whether during ERP implementation or after system go live, technical support is
definitely necessary, TechSonic has a team of consultants whom are skillful at SAP
Business One ‘s application as well as technology. And this became a cor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echSonic, and make TechSonic stand out among other
dealers. In order to serve the customers well, Tech-Sonic also set up it’s technical
support center & software development center, in order to provide satisfactory
maintenance service to customers.
达策公司根据近年来的咨询实践，把 IT 战略规划的客户的需求归为以下几类，分别

实行个性化服务。
集团企业。集团本部不做具体业务或做少量的具体业务。这类企业的需求分析与 IT
战略规划重点是配合对集团管理模式的有效支持，并对各个子公司展开统一规划，以避
免信息孤岛的产生。
实体企业。这些企业通常有完整的价值链，具体包括研发、采购、库存、计划、生
产、销售、服务等各个经营环节。这类企业的需求分析与 IT 战略规划重点是在对企业价
值链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信息化能够为企业价值链管理带来的效益与效率。
升级企业。这类企业已实施 ERP 系统，但由于企业发展与环境变化需要进行系统升
级。这类企业的需求分析与 IT 战略规划重点是对现有系统进行诊断，确定升级的范围、
深度以及为企业带来管理上的新的提升。
达策认为，需求分析与 IT 规划往往包括如下(或部分)内容：
l 分析与支持业务发展战略与管理模式；
l 分析企业的业务、管理与决策需求；
l 分析企业信息化的现状与能力；
l 规划信息化的愿景与目标；
l 设计企业信息化解决方案与应用蓝图；
l 分析核心系统选型方案；
l 设计硬件与网络架构方案；
l 制定信息化分步实施计划；
l 分析信息化变革能力、风险、投入产出效益；
l 设计 IT 运营管理体系。
鉴于各个企业关注的重点不同，事实上 IT 规划的侧重点也不同，需要具体对待。

管理咨询与业务流程优化
业务流程优化与重组（BPI/BPR）对于推动企业管理软件在企业中有效应用具有重
要的作用。成功的业务流程优化与重组，可以极大地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与信息化建设
效果。达策公司根据近年来的咨询实践，把业务流程优化与重组客户的需求归为以下几
类，分别实行个性化服务。

Management Consulting & BPI/BPR
Business Process Improvement & Re-engineering(BPI/BPR) is important in pushing the
usage of ERP in enterprises, successful BPI/BPR, can largely raise the management
level & the result of inform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Based on recent years of consulting
service experience, TechSonic categories BPI/BPR requirements from customers, and
provide specific service accordingly.

l

外资企业。主要指一些总部在国外的跨国企业的在华业务实体。这类企业往往在国
际化扩张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了对国际业务的管理模式与流程，各个业务实体的运做
需要与总部的要求保持一致，但同时要兼顾国内的实际状况。这类企业的 BPR 重点，
是结合中国实际的管理模式推广。

l

国营企业。包括从传统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股份公司等。这类企业往往积累了大量
的业务流程、管理制度，但业务效率需要较大提高。由于长期养成的工作习惯较难
改变，因此，此类企业 BPR 重点是对变革策略的技巧性把握。

l

民营企业。包括一些有外资或合资背景的企业，但从实质上仍是有较强的民营特色。
这类企业往往抓住了一些市场机会，在短短的几年内超常规发展，表现出管理体系
建设相对落后于业务发展的情形。由于管理体系不健全，这类企业的 BPR 重点事实
上不在于对已有管理流程与制度的简化，而在于健全。

具体来说，达策的 BPI/BPR 服务完成以下工作：
l

为企业进行管理诊断与分析，准确把握企业应用需求；

l

对用户进行业务流程重组与信息化管理理念培训；

l

为企业设计新的基于价值链与信息技术的管理模式；

l

对企业原有业务处理流程进行梳理与优化，制定规范合理的新的业务处理流程；

l

根据业务处理流程，制订相关的岗位职责与绩效体系、管理制度；

l

根据管理需要，辅助企业选择合适的 ERP 应用软件功能。

行业方案
达策汽车零配件解决方案
通过条码方案实现了在仓库现场、车间现场实时完成货物出入库和系统账务处理的

同步处理，为企业真正做到物动单动、帐实相符提供了有利的手段，实现生产过程严格
按单领/投料、按单结算功能，超领、退换料、补领的操作全部通过条码系统受控，并规
范了员工的行为准则，固化管理流程，从而为企业的真实成本核算提供数据支持，使企
业能够准确掌握每个产品、每个订单的真实成本，并提供成本结构分析，为降低成本提
供数据依据。

达策 POS 售行业解决方案
达策 POS 零售方案快速帮助零售连锁企业从会员、促销、门店、店员，到采购、仓
储、财务实现一体化的管理和分析，利用成熟的线上商城和线下体验式营销套件，抢先
拥有数字化转型优势，优化产品品类、发掘营利型产品、提升客户粘性、识别和培养潜
力会员。
达策机械制造行业解决方案
达策机械制造解决方案是基于 SAP Business One 针对离散制造企业业务特征与
信息化基础，充分满足了离散制造企业生产计划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物料控制人
员、销售管理人员、采购管理人员、仓库管理人员、质量管理人员、设备管理人员和
财务管理人员等各类管理人员，对企业全面业务的管控需求进行优化的解决方案。

成功客户
汽车零配件制造行业
上海英飞汽车设备有限公司

上海华验精密机电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安通林汽车配件有限公司

福益柯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

南通海泰科特精密材料有限公司

上海诺信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江阴万事兴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哈克过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个人消费品行业
上海由东往西商贸有限公司

戈琅美珠宝（北京）有限公司

极限之家体育运动用品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文采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忠铭商贸有限公司

博姿妮卫生化妆品用具（苏州）有限公司

安桥（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睿锦尚品国际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美馨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卢臣泰陶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机械制造行业
马丁工程技术(昆山)有限公司

浩友夫（上海）机械有限公司

艾尔发(苏州)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艺达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意欧斯机械有限公司

安徽昊方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开瑞振动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宁波锐泰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化工及复合材料行业
上海艾梯麦化学有限公司

上海德润宝特种润滑剂有限公司

曼盛包装（上海）有限公司

伊玛塑胶（深圳）有限公司

优耐德引发剂（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皮尔卡乐福益化工有限公司

上海帕卡濑精有限公司

江苏涤诺日化集团有限公司

亚罗斯建材（江苏）有限公司

科博塑料技术（无锡）有限公司

苏州科斯伍德油墨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道默工程塑料有限公司

电子行业
上海弘名电子有限公司

杭州矽力杰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

科陆电子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乐鑫信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山泰柯电子有限公司

苏州可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昆山锐芯微电子有限公司

上海众鸿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诺企电容器（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先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标准件行业
凯乐金霸紧固件(太仓)有限公司

苏州工业园区林泉精密机械有限公司

电气行业
浙江斯达电气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中电罗莱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上海置恒电气有限公司

上海博源自动化控制系统有限公司

仪器仪表
麦克默瑞提克（上海）仪器有限公司

英和双合仪器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新振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康姆德润达（无锡）测量技术有限公司

阀泵和铸造
麦格思维特（上海）流体工程有限公司

苏州东庚泵业有限公司

罗普阀业（宜兴）有限公司

山西耀宇铸业有限公司

对外贸易行业
翁开尔(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远急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苏州沃涵进出口有限公司

三丽鸥（上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吉多瑞工具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德国西诺德牙科设备商贸（上海）有限公司

楷奈基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捷阖沃（上海）贸易有限公司

其它行业
山西至正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威超广告有限公司

上海江亚动力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集萃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苏深绿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龙通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吴江市商利纺织有限公司

四川卢米埃影业有限公司

青岛裕丰汉唐木业有限公司

上海百业安安全装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无锡巨丰复合线有限公司

芜湖佳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