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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9月
100级洁净室安装

磁带机

电源供应器

手机

主机板

成立全球联盟

战略前沿 
终端服务

自动出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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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换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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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3月

R-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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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版图到

澳大利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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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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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笔记本电脑

LCD 显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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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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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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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
总部:
员工:
业务中心:

1999年
新加坡

800 名员工

新加坡 – 55,000 平方英尺

2009 2011 2012

中国 – 12,000 平方英尺
                                                印度 – 80,000 平方英尺

马来西亚（新山市）– 32,000 平方英尺

                                                  马来西亚（吉隆坡） – 9,000 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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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客户和合作伙伴



地理范围

               印度

越南, 印度尼西亚, 迪拜…

产品范围

LCD, MB, PSU
手机, 娱乐, 安全防护…

成长机遇

方案解决

提供综合价值的供应链解决方案



R-logic 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高科技故障分析和维护服务



洁净度 :
效率 :
过滤 :
灯具:
风量:
尺寸 (长x宽x高):

Class 100
99.97%@0.3 m 及以上
7 Fan Filter Unit
6 nos Sepera 4ft lighting
7700 CMH
5000 x 2000 x 2460 MM

我们的洁净室装置

Dou Yee DYE-20-CB5020-洁净棚

通用技术规范 :



我们的维修操作

部件维修

高倍率镜 BGA返修机 PCBA 测试仪

深度故障分析

高端 FA 设备



我们的直接生产商授权主机板维修

主机板维修



我们的直接生产商授权集线器和交换机的维修

集线器和交换机



磁带机维修

2003年开始磁带机维修

与R-Logic合作是一项战略性决定，
它会给惠普带来短期和长期的利益。
因为你们的付出，
我们能够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好更耐用的产品

- Mark D Zinser (06年3月)



打印机维修

R-logic 与客户合作深度分析打印机故障

在R-Logic继续进行拆卸工作将帮助我们理解
我们不同时间段设计变更的影响。

-  Plasencia Sal (07年10月)



高端电源维修

R-logic 从1999年开始维修电源

今天R-Logic完全有能力为我们的全球客户进行高端电源维修服务



战略前端服务

R-logic 有前端客户服务体系

完全有能力为客户从前端到后端

提供端对端返回管理



质量和环境认证书



我们重要客户的评价

我们很庆幸能比其他的竞争者更早地发现你们独特的能力（LCD L3 维修）。
没有你们，我们今天在印度的业务将是一个巨大的困境。

- CC Ooi (07年8月)

我对你们团队的效率印象非常好，感谢他们的付出才让检查如此成功。

你们的团队当然应该为他们付出的努力得到赞扬，这使得我们想要进行进一步的合作

- Daniel Chua (07年9月)

与R-Logic合作是一项战略性决定，它会给惠普带来短期和长期的利益。
因为你们的付出，我们能够为中国客户提供更好更耐用的产品

- Mark D Zinser (06年3月)

我对你们操作的规模和技术内容有非常好的印象。向你们这些年杰出的成就致敬

– Ng Nai Ping (07年9月)

今天，很少有公司有能力进行3级（部件级）维修，你们就是其中之一，是这个市场领域最好的企业

- Spring (07年8月)



                     我们重要客户的评价

在R-Logic继续进行拆卸工作将帮助我们理解我们不同时间段设计变更的影响。

-  Plasencia Sal (07年10月)

你们拥有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他们专注于CE和团队合作

-  Prakash Menon (Jan 08)

Don 和我非常欣赏你们的员工和管理团队

-  David Thompson (Oct 08)

    我们想要感谢你们这季度的良好绩效。CMO非常感激你们的努力并希望维修中心继续保持下去

-  Elvis Chi (08年12月)

你和你的团队在符合要求的返工部件方面展现了非凡的能力。

- May, Chew May Chun (09年3月)

Dell Award 2010Dell Award 2010Dell Award 2010Dell Award 2010



我们重要客户的评价

再次感谢R-Logic和你们所有的成员，我知道这种数据处理不容易，但是你们做到了。

-  Brian Yoon (09年8月)

你们的团队成员(JS Im)不管是在白天还是黑夜都给了你们团队最好的支持

-  Brian Yoon (09年8月)

感谢你们的帮助
你们的努力工作的确给LGD为客户提供解决方案给予了莫大帮助

-  GeunIl Yi (09年9月)

LGD 银奖

2010年全球奖



我们重要客户的评价

再次感谢这周的款待。我知道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做出这么复杂的程序不容易。
你们取得了巨大进步！

-  Joseph Wong (09年9月)

做得好！做的棒！

-  WK Yan (10年8月)

祝贺你们的团队以95%的好成绩通过所有的局部检查

- HW Zhao (10年11月)

太棒了！

- Lorenz, Michael (11年11月)…唯一在DELL World 做这项活动的TPR 

这是第一次我们在Dell维修点做BGA芯片级别更换和维修工作

- D.S.Mony (11年11月)



我们重要客户和合作伙伴的评价

他们帮组他们的IT客户设计更好的产品

-  Victor Tay （2012年4月5日)

感谢你们对客户优先的大力支持。这叫客户满意度(Jenn & Nawi)

-  Ken Ng (2012年5月30日)

我想要称赞Encik Saharudin的服务，他非常礼貌、友好并且是个好帮手。

他让整个体验非常愉悦和顺畅。就像他承诺的一样，我今天收到了我的订单(Saharudin)

-  CS Ng (2012年8月24日)



很多分销商对Philips的团队提供的快速维修服务感到惊讶并高兴。

谢谢你们的理解和不断的支持!(Yap & Team)

-  CB Kang (2012年8月24日)

Felix在APCC工作很棒，并且在 Inventec内部团队赢得了积极反响，
你将成为我这项服务的第一候选人(Felix Yam KG)

-  Justen Chen (2012年10月17日)

Hi Suzi, You have done a great job. I truly appreciate this. Would love to meet
you some day to thank you in person. Do drop by anytime soon.
你好，Suzi，你做的很好。我很感激你。

希望有机会能当面感谢你。欢迎随时到访(Norsuzila)
-  Azlena Abdul.Hamid (2012年10月24日)

from our valuable customers and partners



当处在完全悲观的现状下，经济下滑是趋势，
但是R-logic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选择把杯子里的水看成一半满的并在萧条中找寻机遇。
(The Business Times, 2009年5月12日 新加坡)

Mr Tan: Mr Tan: Mr Tan: Mr Tan: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正
确，收入的下滑可以被即将引进的
新项目所填补

R-logic作为逆向物流的一部分，主要提供IT部件的维修服务。这家公司从1999年成立以来取得了惊人的成长，收入增加了10倍。总经理Ken Tan 说“我们是与逆向
物流一同成长的”。

“我相信这样的成长还在初始阶段--还没有获得覆盖地区和全球的能力，也没有达到综合全面成长。”

公司已经开始小步向前并且已经存在于像中国、马来西亚和印度这样的国家。

2005年以来，客户群的增长推动利润猛增50%。特别是收入在2008年同比增长50%

特别是，因为手机和液晶显示器的推动，印度市场对公司来说非常赢利。

Tan先生说“印度增长速度惊人，特别是在过去4到5年内。”

“我们在印度市场开始繁荣之前进入并进行投资。当我们开始成立，市场对IT产品的需求开始增长。随着需求的增长，不同IT品牌的问题开始出现，这就是我们提
供维修服务的切入点。”

他解释说，“并且，印度的高税率使得像HP一样的客户不愿意将零件运回原产国修理然后再运回印度，他们想要在印度国内完成修理业务。”
因此，随着像越南这样的后起国家的持续发展，R-Logic 将继续它的地区扩张计划，因为它的客户，包括Dell 和HP也将依靠它继续在这些潜在市场扩张。

除了外向增长，R-Logic 也将资源转向综合增长。这意味着纵向扩张，包括前期客户服务和中期帮助客户巩固部件物流业务。

当这些正步入正轨时，公司正提前准备接受时代的挑战，即使它目前还没有受到惨淡的经济环境的影响。

他说：“对于逆向物流行业，因为存在着时间差的原因，我们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影响。当经济快速下滑时，像Dell和HP这样的公司会首先让他们的生产商减少产
量，从而沿着生产线间接地影响我们。”

Tan先生预计市场需求会下降大概9个月的时间，但是好消息是公司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

他说：“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定位正确，我们即将引进的新项目可以填补减少的收入。仅仅是一个地区规模的新项目就足以抵消经济萧条带来的消极影响。”

公司获得了由Spring Singapore提供的两项政府资助，帮助公司建立起其维修技能。

当需要资金的时候，政府资助是不足以推动公司向前发展的。他说：“政府支持很重要，但是我们需要更进一步与愿意和我们共同进步的伙伴合作。” “这将减少在
诸如仓储方面的资金投入。”

“同样，如果我们能够和其他的公司在前期和中期业务上合作，我们也能够将我们在市场中定位为像巨头Dell 和HP这样的全方位企业。”

媒体报道



Technology Driven Repair and FA Services



R-Logic R-Logic R-Logic R-Logic 国际私人有限公司

8.R-Logic国际是一家从事逆向物流和维修市场的企业，
为像HP, BenQ, Chi Mei and Dell 这样的多国客户提供服务。
与传统物流不一样的是，逆向物流要求对收集的售后物品进行维修和保证管理，
并且通常涉及复杂的 IT系统来处理数据项级库存跟踪和保证管理。
为了进一步发展业务，公司在几年前开发了液晶监视器维修新技能。

9. 今天，很少有公司有能力进行3级（部件级）维修，
你们就是其中之一，是这个市场领域最好的企业。
现在投资液晶电视维修明年有望增长至少 40%的业务。

媒体报道



Prime time Finance Documentary
reporting Rlogic’s unique capability and
position in the service industry

Executive Director Tan Wai
Boon interviewed on Rlogic’s
success and its strategic
growth potential

黄金时段财经节目“财经追击”报道

Rlogic成功策略与市场定位。

陈伟文受访于 “财经追击”节

目。

媒体报道



谢谢观赏

一直期待为您服务

Technology Driven Repair and FA Ser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