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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供应管理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
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

要点
创新和影响
•

•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将一些可靠的
采购和支出分析功能与创新的计划管理、
供应商生命周期管理、电信费用和复杂服
务解决方案以及管理虚拟供应商记录的先
进功能紧密结合在一起，帮助企业实现最
大利益。
Anglo American 是全球最大矿业公司之
一，公司员工逾十万人，它希望成为行
业领导者以及供应链价值创造领域的标
杆性公司。通过类别管理和战略采购，
采用一致的流程、治理和绩效管理框架
所带来的效益，Anglo American 有望创
造 10 亿美元附加值。

对于那些希望在全球获得快速增长机会的公司而言，他们需要花大力
气确保供应管理计划能够实现重大价值和利润，在降低供应管理风险
的同时符合复杂的合规要求并取得预期的业务结果。
要实现这些目标，采购主管需要具备全面的能力。例如，要能够在本
地和全球运作简单类别和复杂类别，能够管理风险与合规性，能够建
立并管理可以带来竞争优势的供应基地。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 – 面向未来的战略供
应管理平台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是一个联系全球企业的开放性战略平
台，它可以整合不同的系统，让操作变得透明，同时能够控制支出、
合同和服务供应商以及供应商信息和流程。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
管理让公司拥有强大的新型企业情报收集能力和程序管理能力，显著
提升用户体验，有助于实现最优财务和运营成果。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的价值
实现持续稳定的节省：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可帮助采购团队
实现节省开支这一首要目标。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可发现在全球
业务中的节省机会，开展竞争性采购活动，确保合同中条款如约执
行，同时显著提升管理全球供应基地的能力，从而有助于从各个类别
中实现收益最大化，而无论类别是简单还是复杂，是本地类别还是全
球性类别。通过降低应付账款余额和库存所需的现金，有助于优化营
运资本的使用情况。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有助于公司与其供
应商协作，发掘新的收入来源并扩大现有的收入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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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的战略供应管理解决方案，有助于公司实现最佳财务
绩效并优化商业风险
防火墙后面的灵活部署选项让灵活性更高，也可作为
IT 资源的服务限制影响
利用 IBM 服务组织的支持可帮助企业更快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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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合规性并规避风险：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有助于增
强采购和合同订立过程中的透明度和控制，更易于确保企
业遵守各类法规，并在管理层制定的政策许可范围内开展
工作。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还有助于公司避免供应
中断，并通过密切管理并监控供应商及其运营和绩效情
况，维持良好的品牌形象。
提高生产效率：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可以减轻采购
团队工作任务，让他们更加高效地工作，还可提供行动情
报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决策，同时还可简化并自动化流
程，为组织创造更大价值。释放的资源可投入到新的采购
项目中，为公司实现更多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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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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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解决方案可单独部署也可作为完整
的套件进行部署。单独部署时，每个模块都能为特定采购流
程和用户带来重大收益。作为套件进行部署时，能够共同为
全球采购组织实现最大收益。

•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的关键特性和
功能

IBM® Emptoris 寻源 – 快速建立寻源活动，控制支出类别
并增加竞争性采购支出金额。
IBM® Emptoris® 合同管理 – 通过可重复的标准流程签订更
有约束力的合同，有助于确保符合相关法规。与企业资源规划
(ERP) 环境紧密集成，履行合约条款并阻止合约之外的采
购。

类别支出管理与合规性。管理复杂的支出类别，有助于确保服务

供应商和外包工人的合规性：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可为采购生命周期的关键阶段提供支
持，即：

•

从采购到缔约。凭借先进的采购和企业合同管理能力有助于

最大程度实现并锁定节省。

•

2

IBM® Emptoris® Rivermine® 电信支出管理–通过减少电信
账单错误、欺诈费用和不必要的服务，优化套餐和服务同时限
制不必要的电信设备投入，可节省更多费用。
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改进服务提供商和临时雇用的采
购、合规和监控情况，有助于按计划在预算范围内交付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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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和采购情报。获得整个企业范围内针对支出和供应商的

全球性见性，进一步增强运营和供应商绩效：
•

•

IBM® Emptoris® 供应商生命周期管理 – 指导公司选择
首选供应商并建立强大的供应商发展和创新环境，从而降
低经营成本。
IBM® Emptoris® 支出分析 – 对全球运营和系统支出数
据进行汇总并智能分类，让您能够按照类别、业务单元或
地理位置分析和挖掘支出数据。

虚拟供应商完全档案 (VSM) 技术。VSM 技术可提供单一

的、更准确、更强大的供应商数据和信息源，从而减少企业
中的混乱、不一致和错误。
基于 Emptoris 套件的报告。凭借强大的报告功能，增强支
出、寻源活动、合同和供应商方面的可见性和信息。
IBM® Emptoris® 计划管理。IBM Emptoris 计划管理是一种

全新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任务管理和跟踪、交叉套件仪表
板、工作流和报告，可更好地控制计划并增强对计划的治理
和指导。
移动功能。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包含一些精选解决
方案和报告功能，可应用在移动设备上，满足经常外出的工
作者的各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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