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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供应管理/采购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
更快速地做出更明智的采购决策

要点
创新与影响
••

IBM 解决方案具有集成的多阶段谈判功
能，并能够使采购人员适应事件属性以
满足他们所在类别和业务部门的需求，
从而有助于使企业有效且高效地搜寻各
支出类别。

••

有家总部位于英国的全球 100 强制药公
司，在部署 IBM 解决方案之前，依靠第
三方服务每年仅能开展 55 次采购寻源活
动；在使用了IBM 解决方案之后，该公司
如今每年开展 3,000 多次寻源活动。这一
转变过程直接推动企业利润增加了十亿美
元，并实现了 5,451% 的年度投资回报。

领先公司都希望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降低总拥有成本。通过选择最
佳的供应商、产品和服务组合，他们可以在缩短采购周期时间的同
时，将成本降至最低，提高产品质量并帮助降低供应群体风险。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解决方案是完善的全球性采购寻源平台，具
有广泛的先进功能。Emptoris 采购寻源解决方案拥有模板式的寻源向
导功能，可以通过灵活的成本建模和策略性供应商竞标对所有寻源活
动实现自动化管理，不论是反向拍卖和 RFx 或者复杂的多阶段谈判。
基于优化的专用决策支持将成本、风险和绩效推动因素纳入采购寻源
决策制定过程中，从而有助于确保通过供应群体实现更高的价值。

为什么选择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可以为客户带来可观的节约，使其做出更明
智的决策并增强竞争优势。
•

•

•

削减成本。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提高了标准，以推动利润和营
收方面的节约。易用性和可扩展性有助于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
被采购专业人员和供应商采用。客户可以使更多支出受到管理，
并利用更大的价格透明度帮助实现更大的节约。
降低供应商风险。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解决方案有助于使企业
前瞻性地管理并降低整个供应群体的风险。将如期交付、质量、客
服和其他绩效评级因素直接纳入采购分析中，这有助于确保只有优
质、值得信任的可靠供应商才能参与到采购活动中。
价值谈判，并不仅仅是拿到最低价格。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客
户能够灵活指定他们的采购要求，并使供应商能够灵活性地进行竞
标，从而使谈判不仅仅着眼于价格。 采购人员在评标的过程中，不
仅局限于价格因素，而是可以把供应商绩效、供应商业务局限性等
等因素综合考虑。使用优化的决策支持，能够帮助企业在谈判中获
得最低的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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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到合同

极大的提高采购流程效率。制定合适的采购寻源战略，并
发展与供应商的关系。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解决方案
将数据处理从采购决策制定过程中分离出来，在打造紧密
的供应商关系的同时，使您的公司能够将精力集中在制定
合适的采购战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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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平台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
让您更全面、更具深度地细致了解企业全球范围内的采购数
据。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 平台有助于使公司简化采购寻
源周期并使更多支出纳入有效管理。该解决方案有助于企业
在所有简单或复杂的直接或间接支出类别间进行最佳分配；
加强供应商合作与创新；并帮助降低供应群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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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供应商合作，以实现可持续的价值。产生可持续的价
值，以增强竞争优势。使用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采
购不仅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以更少的资源完成谈判，并且
能够更好的利用供应商的创新，建立良性供应商管理，而
非仅仅是挤压供应商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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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范围的几乎所有支出类别中做到最佳分配。
IBM Emptoris 采购寻源能够轻松地即时适应，以帮助满
足企业各种不同的动态成本、绩效和风险驱动因素。以前
只有通过几周的深入分析才能实现的节约，现在可以以快
得多的速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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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供应管理/寻源

“通过 IBM Emptoris 进行采购寻源，
能够节省一半的企业资源，
并让寻源速度和节约加倍。”
— 全球 100 强制药公司的全球采购系统和运营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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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
分析

战略供应管理/采购寻源

功能

优势

可自定义的实时仪表板

通过了解和分析以前的寻源活动的结果并更好地理解供应商的行为，企
业能够快速、轻松地报告、分析更多支出并使这些支出纳入有效掌控
创建一份具有高度信服力的方案摘要，以赢得高管对新采购计划的支持
利用简单的拖放功能，在没有 IT 人员帮助的情况下更轻松地操纵数
据，以打造个性化、可高度自定义的强大报告
深入了解采购寻源活动节约、供应商分配、通过替代规格实现的成本节
约等关键信息，以发现采购寻源计划中的漏洞并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

先进的场景建模

制定更明智的前瞻性决策，推动业绩更上一层楼
把不同的业务偏好和限制（例如按时交付、产品质量、客服和绩效评
级）因素纳入分配决策中
与应用程序分开运行大规模的采购寻源活动 – 在运输、包装、打印和
临时工聘雇采购情况下会为企业带来巨大帮助

动态 RFx

采购决策支持

与 Microsoft® Excel 集成的采购寻源桌面智能

与用户最熟悉的 Excel 工具相集成。SDI 针对竞标提供统计分析以找
出离散值与项目覆盖项之间的差距，并评估市场购物篮和分批战略

建议的场景

设定一系列限制并自动找出所有可用选项，以帮助确保更准确的最佳判
定场景

自动化管理采购寻源周期

使每年重复采购的类别实现每年 7% 到 12% 的可持续性节约增长

通过灵活的表格、模板、向导和具有高度一致性的工作流
打造多系列提案和报价

利用确定的最佳实践帮助优化谈判

收集并对比供应商竞标数据，例如规格、产品保证、交付
日期容差和财务偏好

通过考虑价格以外的因素，超越买卖交易本身，从而并打造合作型的供
应商关系

通过评估实时采购交易和机会成本，限制供应群体的风险

通过供应群体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并实现更高的价值
为获得最低的总成本而进行谈判

供应商决策支持

考虑先进的供应商定价安排
- 捆绑招标
- 单位量折扣
- 业务量折扣

实施公司采购政策：
- 预算限制
- 合同义务
- 厂商数量/使用量分配限制
建立对企业采购决策的信心，并显著缩短投标分析时间

为供应商提供反映采购的总成本模式且基于优化的竞标
建议

促进供应商群体进行竞争性竞标
发展更具合作性的供应商关系
让供应商获得更具体的竞标建议，而非那些可以通过传统逆向拍卖获得
的建议
让供应商可以利用其他标准，而非仅仅是价格，使其更具竞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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