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故事

Baroque Japan Limited：
通过力克时尚PLM
实现全面互联

挑战

Baroque Japan 是日本时尚界冉冉升起
的一颗新星， 旗下有 18 个时尚品牌。公
司在 2000 年初创时名为“MOUSSY”
，其
前卫的街头风以东京潮流集结地涩谷街
头的日本年轻消费者群体为灵感源泉， 一
经 推 出 便 大 获 成 功 。 1 7 年 后 的 今 天，
Baroque 专卖店在日本有 375 家， 在海
外有 231 家， 截止于 2017 年 1 月份， 年销
售额创下了 6.368 亿美元的记录。

然而， 随着 Baroque 业务的扩展， 其基
础架构和海外网络也在不断扩大。 总部、
供应商以及国外生产工厂之间的信息共享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挑战， 非标准化的工作
流程、协议和 IT 系统也让不同部门之间的
协作困难重重。 很显然， 要跟上公司的发
展， Baroque 需要更强大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Baroque 要将其设计、产品开发和生产
团队连接到一个平台上。 在调研 10 多
家产品生命周期管理 (PLM) 供应商之
后， 公司选择了力克。“力克时尚PLM 能
脱颖而出的原因在于其专为时尚而设
计。 不需要进行大量的定制即可使用， 价
格 也 合 理 。” B a r o q u e 高 级 董 事 总 经
理 Hirofumi Yamazaki 解释说，“力克
向我们演示了许多成功的国际使用案例，
我们因此了解到该平台可以适应我们的全
球网络。
”
力克PLM 解决方案可帮助 Baroque 标
准化工作流程， 改善流程可见性， 排查
问题， 均匀分配工作量， 消除冗余和简
单乏味的任务。 产品信息集中在一个数据
库中， 不同国家的团队可以更轻松地协
作。 整体工作效率提高了 10%， 产品上
市时间缩短了一个月， 有力地促进了销售
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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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有品牌服装的专卖店型零售
商， Baroque Japan Limited 拥有并经营
18 个品牌， 包括 MOUSSY、SLY、rienda、Rodeo
Crowns、Azul by moussy 和 ENFÖLD 等。其服
饰遍及日本、中国大陆、香港和美国的各大零售
店， 业 务 自 公 司 成 立 以 来 呈 跳 跃 式 发 展， 截
至 2017 年 1 月， 年度销售额达到 694 亿日元
（6.368 亿美元）。 但是， 随着 Baroque 基础架
构的发展， 越来越需要有一个解决方案能让其分
散于不同国家的部门像一个部门一样共同协作。

实时共享信息

随着更多的国外供应商和生产工厂加入
Baroque 网络， 东京总部与海外团队之间的
信息共享越发艰难。 当部门在等待信息传达
时， 拖延就已经发生了， 更糟糕的是在错误的
信息指导下工作， 结果导致出错， 而重做则需
再度花费宝贵的时间， 代价高昂。 为解决此问
题， Baroque 曾尝试使用 Office 电子表格构建
公司产品信息数据库， 但最终证明此数据库很
难管理。有了力克时尚PLM， 公司可以创建一个
集中的数据库， 设计、产品开发和生产部门都可
以访问。“我们现在可在单一平台上存储产品信
息， 我们的团队可以轻松、即时共享文件和技术
规格。” Yamazaki 解释说，“这不仅促进了协作
的工作环境， 还便于我们总部实时跟踪订单进
度， 更好地管理工作流程。
”

“我们以前在电子表格中管理生产订单， 既耗
时又复杂。 现在， 订单数据直接输入到 PLM
中， 然后自动传输到 ERP， 不需要导出。 我们
的员工可以减少数据输入时间， 集中精力处理
核心任务。 整体效率提高了 10%， 工作流程更
顺利、更快速。 这有助于销售额的增长， 因为产
品可以更快地交付到零售店。” Yamazaki 强调
说，“我们 MOUSSY 品牌的产品上市时间从六个
月缩短到五个月。
”

未来的挑战

Baroque 的未来一片光明， 现正着眼于进军美
国市场。 在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中， 也包括将
PLM 的使用从 9 个品牌扩展到全部 18 个品
牌。“将所有品牌连接到一个平台将会改善整个
公司的沟通和效率。” Yamazaki 说。 除了将其
部分网店集成到平台之外， Baroque 还计划使
用力克时尚 PLM 的“产品线规划”模块连接其
企划与产品开发流程。“力克的服务一直尽职尽
责， 从与我们合作制定行动计划， 到培训重要
用户和试运行， 确保了 PLM 实施项目的顺利进
行。” Yamazaki 说，“我们相信， 他们能够帮助
我们克服未来可能遇到的任何挑战。
”

一个团队，一个流程

在内部设计团队、外部设计团队和产品开发团队
以及中国的远程生产工厂之间 – 这些团队各有
自己的工作方式 - 受制于工作量的不平衡、物流
问题和管理任务的繁重， 很难保持生产的顺利
运营。 采用力克时尚PLM 后， Baroque 可以集
中管理其 IT 系统， 标准化不同部门的工作流
程。新系统帮助公司更清楚地了解整个流程， 从
而监控订单进度；发现并消除潜在障碍， 以准时
交付；在员工之间更均匀地分配工作量；减少不
必要的负担和浪费；消除冗余的任务。

“我们现在可在单一平台上存储产品信息， 我
们的团队可以轻松、即时共享文件和技术规格。
”
Hirofumi Yamazaki,
高级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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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力克
力克致力于为在服装、汽车内饰、家具等领域富有远见的公司打造尖端科技， 以助力其在本行业的数字化转型。 力克的解决方案支持品牌商和制造商从设
计到生产的整个流程， 为他们提供应得的市场尊重和安心保障。力克支持时尚和服装业， 提供 PLM 和 CAD 软件、裁剪房解决方案和专家服务， 帮助企业
设计、开发和生产服装、配饰及鞋类。力克成立于 1973 年， 目前在全球有 32 家子公司， 服务于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员工超过 1,650 人， 2017 年
营收 3.13 亿美元。力克股票在泛欧证券交易所 (LSS) 上市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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