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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ner 擁有引以為傲的深厚家族經營文化，且具備跨越各種設計概念分享服務並保
持一致的能力，但談到產品開發，我們還有待提高。」

Varner 業務應用程式主管 Olav Fyldeng 還記得，Varner 也問過自己許多零售商在展望未來時會問的同一個問題 – 接下來會怎樣？

 「我們已在過去的十到十五年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我們的壓力則在於不停地顛覆自己。我們清楚，未來的三至四年內將有更大量的業
務轉向網上零售。同時消費者的要求也越來越高，他們想要以閃電般的速度得到價格合理的優質產品。我們知道，我們需要在產品開發方
面彌合資訊技術與業務之間的數碼差距，否則就無法跟上競爭的步伐。」

儘管人們擔心用戶會採用新的IT系統， 
尤其是設計人員，但團隊採用了 

CENTRIC PLM， 
這有助於他們更好地協作， 

改進功能並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率。

“

“

挑戰

 + 快速增長和新設計概念的增加會加大對於現
有系統的壓力

 + 緊跟未來零售趨勢，尤其是網上零售

 + 在短時間內以具有競爭力的成本 
提供創新產品

 + 培養凝聚力，建立一個跨所有設計概念的共享 
PLM 平台

 + 彌合資訊技術與業務之間的數碼差距

 + 獲取跨 5 個時區、10 個設計概念的 200 多個
內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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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rner 如今在其 10 個設計概念中均採用 Centric 產品生命週期管
理 (PLM) 來簡化產品開發，以適應速度更快的零售趨勢。

「在全球市場中對比成本和產品細節，如今已成為事實。我們已經
感受到聯合起各 Varner 設計概念力量的好處，也知道共享的 PLM 
系統可以幫助我們成為產品開發和掌握上市時間的市場領導者。」

部署 Centric PLM 後，Varner 即具備了對其所有產品的宏觀能力，
使其得以透過更充分的籌備縮短供應商的前置時間，並針對其產
品線作出營利決策。他們是如何做到的？

北歐風恰合價格實惠的快速時尚
Varner 是斯堪的納維亞一間領先的零售紡織企業。其總部位於
挪威奧斯陸，Frank Varner 於 1962 年在奧斯陸開設自己的第
一間服裝店時，這個家族經營的企業即開門迎客。在這次成功
的基礎上，位於 Trondheim 的另一間店很快又開了起來。這些
店鋪開始以『Dressmann』為名展開經營，並以創紀錄的速度在
整個挪威遍地開花。該企業目前的當家人是 Varner 家族的第
二代和第三代。

Varner 數十年間收購了多間服裝公司，目前擁有 10 個不同 
的設計概念：Bik Bok、Carlings、Cubus、Days Like This、 
Dressmann、Urban、Vivikes、Volt、Wow、Levi’s Stores 
Scandinavia 與 Nike Stores Scandinavia。

如今，Varner 在挪威、瑞典、芬蘭、丹麥、冰島、波蘭、德國和奧地
利擁有 12,000 名員工和 1,500 間店鋪，是斯堪的納維亞服裝行
業的領軍企業。Varner 專注於生產價格實惠的款式，以及快速
時尚風格的服裝。

Varner 公司架構採用的是一種「共享服務」方案：10 個設計概
念均使用通用的支援架構和資源（例如 IT 部門），且共用位於
瑞典 Vänersborg 的一個大型配送中心。Varner 的生產也採用
共享模式，同時擁有一個超過 220 個供應商、涵蓋 16 個不同國
家/地區 500 個工廠的大型網絡。

選擇 CENTRIC
為了給零售市場未來的進一步增長鋪路，Varner 選擇 Centric 
軟件為其提供 PLM 解決方案。而 Centric 的時尚專業知識、客
戶口碑及功能性，都是 Varner 在決策過程中的重要考量因素。



成果

 + 首次使用系統比預計節省 30% 
的時間，並且沒有超出預算

 + 各設計概念均在功能性及效率方
面有所提升

 + 使用者接受快且熱情高漲

 + 各設計概念之間實現了更好的溝
通與協作

 + 更有利於實現業務目標

 + 決策能力和規劃能力得到提升，
正在推進『我們的工作方式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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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我們『非正統』的企業文化，我們並未採用傳統的甄選流程。」Fyldeng 
解釋道，「人們選購產品時通常會定幾個非常嚴格的要求，然後根據這些要求
尋找特定產品。我們並沒有按照這些步驟對所有產品進行比較，因為我們在
遇到 Centric 時，便立刻知道這就是我們想要的解決方案。」

「我們成功的關鍵在於激情，而 Centric 也像我們一樣對服裝和時尚滿懷著
激情。他們的行業經驗及其客戶口碑就證明了這一點。Centric 在系統中設有
大量的『小甜頭』來獲取使用者的滿意度，但它可不只是界面好看。您需要的
是其內在傑出的 PLM 規劃大腦，而這正是 Centric 真正擅長的。」

用 Fyldeng 的話說，Centric 的功能特性才是其成功的決定性因素。

「它使用方便，且界面類似 Excel，使用者很快就能掌握該解決方案。即時可
用 – 完全零代碼。內置時尚界最佳實踐，且基於 Centric 豐富的業內經驗。它
是一套創新型 PLM，帶有供設計師使用的絕佳插件和關聯流動應用程式，可
實現團隊之間更好的實時連繫。」

「該系統的 PLM『大腦』能力為我們企業的基礎工作提供支援，比如建立設計
和與供應商溝通。Centric 的規劃能力令我們尤其興奮。Centric PLM 讓利潤
與成本間的關聯變得非常透明，我們則由此能夠更快地作出產品成本及利潤
的相關決策。」

『我們的工作方式』2.0
Varner 並未將 Centric 解決方案一次性全部實施，而是按季節逐步落實到各
個設計概念中，根據每個步調進行調整。Varner 最先使用 Centric PLM 的是 
Cubus 女裝品牌的針織和內衣部門，以及 Dressmann 的外套和針織部門。

「我們必須就長期項目爭取內部人員的支援，針對供應商進行系統培訓，並明
確定義我們對於 Centric 這一合作夥伴的要求。開始實施的兩年前，我們即定
義了自己現有的流程、里程碑和時間表，即所謂的『我們的工作方式』。Centric 
正幫助我們開發『我們的工作方式 2.0』。」

「我們首次使用系統即比預計少用了 30% 的時間且不超出預算，這是非常不
錯的開端，」Fyldeng 說道，「儘管擔心使用者（尤其是設計師）對於新 IT 系統的
領會程度，但各團隊都主動接納了 Centric PLM，且在其幫助下完成了更好的
協作，改善了功能性，實現了效率的最大化。」

「現在，我們已有大約 200 個資源，跨 5 個時區在 10 多個設計概念中使用 
Centric PLM，」Fyldeng 表示。

「我們的下一步是儘快新增供應商。我們正在推進整個企業範圍內的實施（而
不僅是一個 IT 項目），而且已經看到了將所有設計概念整合到一個一致的協作
性系統中的諸多益處。」

從實施到獲益
「Centric 在 Varner 的未來將由我們的業務目標推動。我們已經掌握了充分利

用 PLM 推動利潤增長的方法。例如，我們要改進同供應商共享的資訊，在週期
內儘早作好相關準備以縮短前置時間。我們還將邁出重要的一步，即制訂一份
經 Centric 批準的核心材料清單，該清單將幫助我們降低採購成本，並減少在
尋找替代材料上所浪費的時間。」

「我們與 Centric 建立了真正的合作夥伴關系，」Fyldeng 總結道，「我們知道自
己要找的是一個解決方案合作夥伴，而不僅僅是供應商。我們與 Centric 擁有
一個共同的願景，這一願景的根本即為使用者建立儘可能簡單的流程，與大家
攜手走過每一段旅程。」



關於 VARNER
Varner 是斯堪的納維亞領先的紡織公司之一，擁有近 12,000 名員工。我們在 8 個國家/地區共設有 1,500 間門店：挪威、瑞典、
芬蘭、丹麥、冰島、波蘭、德國和奧地利。

Varner 由 Bik Bok、Carlings、Cubus、Days Like This、Dressmann、Urban、Vivikes、Volt、Wow、Levi’s Store 和 Nike Store 多個
設計概念組成。

Frank Varner 於 1962 年創立私營家族企業，現在已經傳到第二代和第三代，由 Petter Varner、Marius Varner 和 Joakim Varner 
掌管經營。

關於 CENTRIC 軟件
Centric 軟件總部坐落於硅谷，旗下辦公室遍佈全球各大主要城市，專門為時裝、零售、鞋履、奢侈品、戶外用品及消費品領域的
知名品牌提供數碼轉型平台。Centric 可視化創新平台 (VIP) 是專為 iPad、iPhone 和大型觸控電視屏幕等觸控裝置而設的一系
列全數碼視覺圖板。Centric VIP 改變了決策方式，實現了自動化執行，將真正縮短上市時間，緊跟最新潮流。名為 Centric 8 的
旗艦式產品生命週期管理 (PLM) 平台，提供企業級別的商貿規劃、產品研發、資源採購、業務規劃、品質及系列管理等功能，專
為變奏急速的消費品行業而設。Centric SMB 軟件包作為 PLM 的延伸，專為小型企業度身訂造，可以使他們直接學習到業內的
創新技術和關鍵行業知識。

Centric 軟件屢獲殊榮，包括 Frost & Sullivan 2018 年度「零售、時裝和消費品行業」產品領導大獎，並先後於 2012 年和 2016 年
勇奪 Frost & Sullivan 全球產品差異化卓越大獎「零售、時裝及服飾 PLM」類別獎項。Red Herring 曾於 2013、2015 及 2016 年將 
Centric 軟件選入全球百大之列。

www.centricsoft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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