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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支出可视性的益处良多。具有良好可视性的组织可以利用
全面的支出可审计记录来更好地识别节省成本的机会、更好地
保证合同的合规性，并且有助于符合法规和财务报告需求。
从支出管理角度而言，这些收益通常可转化为节省大量成本，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这往往等同于数亿美元。
在企业实现支出可视性的道路上有许多非常巨大的障碍。
支出数据分散在多个不兼容的系统中。数据质量欠佳，或者
是针对财务报告进行编码的，缺乏推动采购决策所需的信息。
此外，数据常常不完整，缺乏特定的部分或者识别大量节约
商机所需的项目属性。

准确详细地对数据进行分类
提供可用于推动决策的结果
遵循可重复的过程
13 总结

为克服这些障碍，企业需要一系列实践和工具，以采用综合
性的方法来将数据聚集到单一视图中，通过采用多种数据扩
充技术准确按详细程度对数据进行分类、以实用的方式展示
发现的结果以推动决策，并遵循可重复的过程。 通过结合应
用这些最佳实践，使具备所需信息的企业能够制定出更好的
商务决策，并实现更高的支出可视性所带来的众多收益。

优点

解决方案最佳实践

• 识别下一波节约商机

优点

• 分散的数据

• 采用综合性的方法

• 保证合同合规性

• 垃圾数据

• 创建可审计的企业支
出记录

• 动态的业务环境

• 准确并详细地对数据
进行分类
• 提供可用于推动决策
的结果
• 遵循可重复的过程

图 1：提升支出可视性的收益和最佳实践

此白皮书将探讨支出可见性给业务带来的收益、指出企业获
得支出可见性道路上可能存在的障碍，支出并提供有关提高
企业支出可见性的最佳实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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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支出可视性能带来哪些益处？
在各公司谋求降低成本和改善业务成果的过程中，采购组织
在企业中日益承担更具战略性的角色。节省成本的目标居高
不下，各公司都承担着巨大压力。领先的采购组织正在着眼
于将提升支出可视性作为改善成果的必要推动因素。由此可
带来以下三重益处：
•

辨认下一波节省成本的机会。 利用更清晰的支出信息视
图，大型企业可以采用更具战略性的采购方法，并将工作
聚焦于最有价值的商机上。这样可以显著减少成本。这些
商机可以包括：
–– 非杠杆支出。在尚未签订合同的情况下，公司可以
开始采购，以帮助确保竞争性定价。
–– 采购杠杆。例如，具备对商品、业务单位、地区和
工厂位置需求的可视性并聚集这些需求，可以为公
司在供应商协商过程中提供更好的杠杆。
–– 供应商整合。 如果公司正在使用多家供应商的商
品，通过整合，减少供应商数量，更多地使用关键供
应商，可以实现可观的收益。随着每家供应商支出
的增长，公司通常可以在谈判桌上通过协商获取更
好的条款和价格。
–– 部件合理化。 跨工厂、产品线和地域采购重复部件
的情况屡见不鲜，但是却未能识别替代部件的商
机。利用部件级别的详细支出可视性，公司可以识
别出这些涉及整个企业的重复部分并对供应加以整
合。

•

3

实施合同合规性。 利用对于采购方、所采购的产品/服务
以及供应商信息的详细视图，企业可以更好地实施合同合
规性。利用此信息，企业通常可以显著削减非合同内的支
出。总体收益包括：
–– 减少不合常规的支出。 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已协商
达成良好的费率，但是企业发现很多员工并未从得到
企业核准资格的供应商进行采购。确认这些案例并将
支出用于经核准的供应商可以加速实现节约。
–– 预算合规性。 一旦确定节约情况，就需要对预算加
以调整以保持成本降低状况。支出可视性支持在整个
企业内部对预计支出与实际支出进行比较，使企业能
够更好地保证与修改后的预算保持一致。
–– 价格合理化。 当公司为某个特定项目支付费用时，
可能会产生价格不一致。这源于供应商为不同的工厂
制定不同的价格或者源于向过多供应商购买类似项
目。正确的可视性有助于公司确保几乎所有人都始终
以最低价格来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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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企业支出的可审计记录。 通过为企业提供单一的“真
相来源”和单一的采购活动记录，企业可以更好地满足萨
班斯•奥克斯利法案 (Sarbanes-Oxley) 及其他法律与财务
报告的要求。
–– 管理监督情况。公司无法在缺乏对整个企业的支出
可视性的情况下对未度量的支出进行管理，管理人
员和高级主管也难以适当监督支出情况。利用正确
的信息，他们可以相信买方和供应商均遵从采购过
程和企业 政策。
–– 过程合规性。在仔细审查过程合规性的环境中，采购
订单常常未能适当完成、未按合同支出，并且未通过
具有适当控制的适当系统来处理采购行为。支出可视
性可以提供对用于管理从供应商处采购商品和服务的
过程的深度信息。

具备制定明智决策所需的支出可视性和控制能力的公司，发
现它们可以快速且不间断地节省成本。具备正确工具的采购
专家可以将时间更多地用于具有高附加值的战略性规划活动。
例如，如果某个采购团队正在制定战略性采购计划，他们可
能希望就商务打印支出领域的资金节省机遇进行调查。
只有在解答以下某些关键问题之后，才能够确定这是否是适
合的目标领域：
•
•
•
•
•
•

支出可视性在收购与并购项目中同样可以提供巨大的价值。在
企业并购过程中，供应商合理化流程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
但是，利用跨企业的支出可视性，可以显著简化此任务，新的
组织可以快速开始实现上述众多收益，尤其是来自于供应商整
合与采购杠杆的收益。

•
•
•
•
•

公司用于商务打印的支出是多少？
商务打印支出与其他领域的支出相比如何？
有多少供应商正在向该公司提供商务打印服务？
这些供应商是谁？
该公司是否与每家供应商都签订了合同？
该公司还向这些供应商购买了哪些产品和服务？
该公司如何更好地利用其打印支出？
哪些部门采购商务打印？
哪些部门使用了经核准的供应商，那些部门没有？
整个企业以及各部门所使用的来自特定供应商的商务打印
支出如何随时间变化？
此支出类别是否适合供应商整合？

为解决这些类型的问题以及实现直接记入企业收入并改善整
体公司业绩的收益，企业需要深入整个公司支出的可视性。
如果没有这种可视性，那么几乎无法明智的制定出有关要开
展计划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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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以一家财富 500 强公司为例，该公司得以实现更好的支出可视性。
以下是一些说明性示例，展示了该公司如何节省成本：

变化之前

调查结果

行动

节省

采购杠杆

在 5 亿美元 MRO 类别中，十家单独的供
应商向其所有工厂提供部件。

使用了汇总的需求作为杠杆，与供应商协商更好的价格。
使供应商间的价格平均降低 6%。

3 千万美
元

供应商整合

在 1.55 亿美元的间接类别中，有超过
350 家供应商。

整合了供应库，以选定首选供应商。利用有关这些供应商
的增加的支出，通过协商达成更好的条款和价格。降低供
应库达 75%，在整个类别中实现 4% 的成本节省。

6 百万美
元

部件合理化

识别 15 个重复部件，代表了 3.85 亿美
元的支出，通过外包为 20 个工厂中的 3
条不同产品线提供支持。

围绕单一部件整合供应，通过与首选供应商协商，使价格
平均降低 3%。

1200 万美
元

减少不合常规的支出

数据中心内 1.2 亿美元的合同工支出中
65% 来自未经核准的供应商。

与数据中心经理共享调查结果，将非合同支出减少到 5%
。通过转换至经核准的供应商，使支出节省达 7%。

5 百万美
元

非杠杆支出

价值 8 千万美元的间接商品分类之前未
通过采购寻源流程。

针对该类别执行寻源事件，以确定经核准的定价与供应
商。在整个类别中实现 18% 的节省。

1400 万美
元

减少不合常规的支出

数据中心内 1.2 亿美元的合同工支出中
65% 来自未经核准的供应商。

与数据中心经理共享调查结果，将非合同支出减少到 5%。
通过转换至经核准的供应商，使开支支出节省达 7%。

5 百万美
元

非杠杆支出

价值 8 千万美元的间接商品分类之前未
经过采购寻源流程。

针对该类别执行寻源事件，以确定经核准的定价与供应
商。在整个类别中实现 18% 的节省。

1400 万美
元

总计：

这仅仅是一个说明性示例，它旨在展示潜在节省的成本数额
庞大。总而言之，当考虑通过更好地支出可视性可以带来的
所有商机时，企业可以通过采用更具战略性的采购方法、减
少库存成本和削减非合同支出等措施在多个领域中节省支出。

6700 万美
元

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由此可转变为数亿美元的成本节省，所
节省的资金可用于研发投资或者额外的市场营销活动或直接
作为最终收入，从而促进每股收益和整体财务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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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可视性为何难以实现？
在追求整个企业的支出可视性的过程中，企业会面临以下三
个关键问题：
• 可用数据质量欠佳，不适合推动采购决策
• 改善可用数据的质量是一项极具挑战性且花费高昂的工程
• 企业业务在不断变化

为何信息质量通常欠佳？
良好的信息质量面对的首个障碍就是分散化的支出数据。此
类数据分散于多个互不相连的会计系统中（例如，应付帐款
(AP)、企业资源规划 (ERP)、企业采购卡、电子采购系统和
电子资金转账），而详细的产品信息以多种格式（例如，
XML、HTML、PDF、Microsoft® Word、文本文件、电子表格和
数据库）存在。通常，采购团队按支出系统（无论是 ERP、
电子采购还是 AP 等）查看数据。但是，通常支出总额中只
有少量通过电子采购系统支付，ERP 数据分散于多个版本和
实例中，因此组织无法从任何单一来源了解全貌。企业需要
查看汇总的支出数据。

公司看到的内容

但是，即使将数据汇总起来，还存在第二道障碍，这就是数
据质量通常欠佳：未经结构化处理、不完整、不准确或者未
处于正确的详细级别。存在多种推动因素：
• 数据输入错误。 支出数据通常记录不一致，包含错误、重
复和错误拼写，这使大量支出数据未经分类而被归类为
“其他”。
• 重复的供应商代码。 通常，供应商名称有多种拼写方式，
在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缺乏链接，导致难以了解有关任何
一家供应商的支出总额。例如，即使在单个 AP 系统中，
个别供应商可能分配有多个唯一代码，导致难以按供应商
编辑支出总额。

公司需要看到的内容

系统

交易数量

支出（源货币）

交易数量

支出（欧元）

支出（美元）

SAP

183874

602940436 美元

194346

10897255167

Oracle

9187

€ 9779727063 欧元

13076706201
美元

购买卡

853

737081364 美元

T & E 系统

432

1011925 美元

图 2 ：汇总的支出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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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医疗健康的合同管理：供应商合同
•
•

命名可变性。 语言、命名法和术语的使用因负责数据的组
织和团体而异，导致难以实现一致的视图。
用户需求和输入的多样性。 在许多大型全球运营中，开支
支出数据源自于不同的个人，位于不同的组织、不同的位
置中，使用不同的语言，并且都带有不同的需求。此外，
它通常是从财务角度进行编码的。

虽然总分类帐 (GL) 和成本中心对于财务组织很有帮助，但
是无法提供推动采购决策所需的视图。例如，在记帐系统中，
某个项目可能归为三年折旧资产，而不是归为笔记本电脑。
这对于采购人员而言并不是最实用的视图。他们需要按商品、
供应商、业务单位和地域组织的信息来显示支出模式。他们
需要了解公司的采购方式，而不是会计部门记录支出的方式。

公司看到的内容
按供应商名称

供应商

支出金额

IBM

19436461 美元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15662644 美元

I.B.M.

15210552 美元

IBM 英国

7312300 美元

Intl Biz Machines

6458250 美元

IBM

5393120 美元

Lotus 软件

5071221 美元

IBM CA

3458324 美元

公司需要看到的内容
按供应商 家族
供应商

支出金额

IBM

78002872 美元

按财务编码

SIC 代码

供应商

GL

成本中心

IBM

维护

数据中心

International
Busin…

基本支出

内部 IT 服务

PC

5894639 美元

IBM

基本支出

内部 IT 服务

显示器

2674323 美元

额

IBM.COM/SHOP

基本支出

内部 IT 服务

PC

4452621 美元

4123421 美元

按商品
IBM 支出

商品

额

计算机维护

4123421 美元

10347260 美元

Int’l Biz
Machines

专业服务

第 44 部门

15191821 美元

IBM 咨询

专业服务

交易专柜 欧洲

11231611 美元

PC

2674323 美元

IBM 咨询

应付帐款 其他

网络项目

28805842 美元

显示器

Lotus Notes

基本支出

内部 IT 服务

15170734 美元

IT 咨询

55229274 美元

87545012 美元

软件

15170734 美元
87545012 美元

图 3：企业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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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组织按供应商类别和商品实现支出可视性之后，有时数据
详细程度不足以提供企业洞察并推动实现明智的决策。详细
的产品信息和属性存在于隐晦的行项描述中，需要基于更详
细的商品结构进行组织和映射。所需的详细程度通常因支出
类型而异：
•

间接。间接商品和服务用于企业运营之中，但是并不直接牵
涉制造过程。通常，间接支出数据是组织中质量最低的数
据，可通过汇总和整合间接供应库来提供最大的采购商机。
通常交易数量较少（相对于直接商品和服务，当然，这因行
业而异，服务性组织的支出大部分为间接支出），且详细程
度较低，例如，总账 （GL） 数据。通常情况下，实现供应
商类别和商品级别的详细程度已足以推动采购决策。

•

直接。 另一方面，直接商品和服务的采购效果相当理想，
但是通常需要个别部件的详细信息和属性来推动采购决策。
如果存在此信息，那么此信息通常埋藏在隐晦的项目描述
中。要捕获直接商品或服务的额外收益，需要更深入的部
件或行项级别详细程度。
–– 识别重复或替代部件以汇总需求并整合供应
–– 削减不必要或冗余的部件引入
–– 评估单一供应商的多个工厂地点的部件价格一致性
–– 分析多家供应商的部件价格一致性

•

维护、维修和运营 (MRO)。 此类支出涵盖支持制造过程的
设备的维护、维修和运营 (MRO)。MRO 项目的数量较多，
包含众多小型供应商。就数据质量而言，它通常处于间接
和直接之间，因此拥有这两者所具有的某些挑战和商机。

公司看到的内容

公司需要看到的内容

隐晦的项目描述

项目详细信息

行项描述
黑色 TFT ThinkVision L170p 1280x1024 0.26 点距
16.7M 色模拟和数字显示器 40 瓦

供应商

模型

项目

类型

屏幕大
小

IBM

L170p

显示

LCD

17 英寸

详细程度
IBM 显示器支出
商品

额
CRT

17

894321 美元

21

453111 美元

LCD
15
17

1231946 美元
94945 美元
2674323 美元

图 4：企业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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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创建结构良好的有用信息如此困难？
要了解在哪些领域可以实现支出可视性的收益，公司必须克
服可用数据中的缺陷。数据必须经过清理、标准化、结构化
和充实，才能转变为结构良好的内容，以支持以适当的准确
性和详细程度级别来提供整个企业的支出可视性。这并非简
单的过程。

码的数据。此外，这些工具无法灵活采用相关方式来捕获和
显示信息。它们无法按商品、供应商或业务单位创建所有支
出的准确视图。它们仅仅旨在收集财务数据，而并非提供采
购情报。它们无法识别节省成本的商机，也无法长期监控成
本节省计划。此外，与咨询人员类似，此技术和工具无法提
供收集数据的可重复过程、建立数据与采购之间的关系，并
考虑到业务变化。

某些公司使用昂贵的外部咨询人员花费数月开发一次性分析。
这些结果不可重复且很快过时。尝试重新创建分析无法得到
一致的结果，并且无法以可靠的方式来跟踪支出变化。

不断变化的业务动态如何影响支出可视性？

另一些公司转而使用各种工具来尝试解决其支出信息问题，
包括内部记帐系统和数据仓库。这些系统使用原始的 AP 数
据来按业务单位预测支出，提供了有限的专门分析。但是，
这些系统既无法以适当方式汇总数据， 也不会纠正未适当编

图 5：业务事件时间线

企业业务策略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因此，无论 IT 组织具
有多么理想的意愿与能力，要从技术角度跟上业务策略的变
化始终是一个难题。一旦解决某个变化，下一个变化就接踵
而至。这种不断的变化及演进，使提供单一的企业支出集成
视图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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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企业通过其 ERP 应用程序实现许多收益，并且常常追
求在公用平台上实现标准化或者利用数据仓库的策略。理想
情况下，几乎所有企业数据（包括支出数据）都将流经单一
的集成应用程序。但是，多种多样的业务需求会使这些计划
偏离轨道。不同的 ERP 版本和安装可能不兼容，或者可能难
以在它们之中集成信息。某个运营单位可能需要使用要求更
高 ERP 版本的功能（例如，电子商务），而其他业务部门则
尚未使用此版本。采购及其他组织可能需要新的流程和系统
（例如，电子采购），用于在 ERP 系统之外保存某些详细的
支出信息。但最重要的是，公司频繁合并与整合，这通常会
从所收购的公司引入全新的系统集。即使初衷最好的公司可
能也无法规划或避免此类障碍，以在公共平台上实现标准化。
在不远的将来，在不断变化的业务需求所创造出的环境中，很
难通过交易驱动的单一应用程序实现整个企业的支出可视性。

实现更好的支出可视性需要什么条件？
在寻找实现更好的支出可视性的解决方案时，组织应对围绕
关键最佳实践的潜在解决方案进行评估，这些最佳实践是通
过在过去数年间为大型企业成功应用支出可视性解决方案而
开发出来的。这些最佳实践可以分为四大类：
•
•
•
•

采用综合性的方法
准确详细地对数据进行分类
提供可用于推动决策的结果
遵循可重复的过程

采用综合性的方法
综合性的方法几乎可以应对各种类型（间接、MRO 和直接）
的支出、集成来自所有内部系统的数据，还可以根据需要利
用外部数据源。各公司应寻找可从所有业务系统集成支出数
据的解决方案。例如，当内部数据过于不完整或者级别过高，
难以提供正确级别的支出可视性时，公司应寻找通过集成来自
外部数据源（例如，供应商 Web 站点）来扩展数据的途径。
• ERP
• 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CRM)
• 采购到付款
• 电子购买
• 采购卡
• 其他应付帐款和采购订单信息
• MRO 信息
• CODA
• HR 收益
• 电汇
• 差旅开支支出信息

准确详细地对数据进行分类
分类是将支出数据映射到供应商层次结构、商品分类法和其
他组织所需的分组方式的过程。正是这种分类最终推动新的
洞察。要按推动业务决策所需的级别来进行分类，必须对可
用数据加以充实。虽然充实数据的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没
有单一的最佳解决方案，必须结合使用多种最佳方法。在最
高级别上，有三种核心的数据充实方法。每一种方法都利用
可用信息中固有价值的不同方面，每一种方法都各自存在细
微的差别和选项，必须适当应用才能帮助最大化支出可视性。
•

基于规则. 基于规则的方法通常最适合间接商品，因为间接
商品通常不需要深层次的详细程度来实现商品支出可视性。
基于规则的引擎大部分使用 GL、供应商和发票描述。它们
通常基于内容知识库来映射信息，按供应商分类和商品对
每条记录进行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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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机器学习。 机器学习方法通常最适合直接物料和 MRO 支
出，其中交易量相对较大，并且通常需要较深层次级别的
详细程度来获得支持决策所需的支出可视性级别。利用机
器学习，专家们可以将全部交易的一小部分加以分类，然
后“机器”会以自动化的方式不断改善或学习，利用现有
描述中找到的固有价值，并在原始描述允许的范围内填充
特定分类的属性。机器学习可应用于从物料组或主项目数
据中提取值，并且特别有效。
第三方来源。 机器学习（和基于规则）的方法只能用于充
实公司内部数据中已有的数据。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针
对直接商品），此信息不足以提供适当级别的支出可视性。
在这些情况下，公司应寻找可将其数据与更丰富的外部产
品信息来源（例如，供应商产品目录）相匹配的解决方案，
从而使用更丰富的属性集来扩展支出数据，实现更细化的
分类。某些供应商 Web 站点中保存有内容丰富的产品目录。
通过使用智能网络蜘蛛可以非常有效地搜索这些数据库驱
动的 Web 目录，而通过使用此类技术，还可以自动获取有
关部件的额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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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分析最佳实践
有效的支出分析应用程序应具有以下功能：
•

•

•

•

整体化的方法
–从整个公司内的所有财务系统和支付系统中抽取数据
–
–提供可扩展技术，支持大量数据和复杂的多维分析
–
–支持间接、MRO
–
和直接支出的充实
准确且详细的分类
–清理并规范化组合数据集
–
–将交易数据分类为满足公司独特需求的结构，包括商品分
–
类（例如，专利性的 United Nations Standard Products
and Services Code® (UNSPSC)）、支出领域、业务单位、
供应商、GL 代码和地理位置
–将信息组织为采购相关格式，以便采购团队规划并执行
–
计划，例如，战略外包、不合常规支出的管理以及折扣
计划
–根据需要集成来自外部数据源的产品属性，以支持高级
–
别的详细程度
–在分类过程中采用多种基于规则的算法（例如，贝叶斯
–
分析、自然语言解析、最近邻元素分析），并确定每条
规则的建议置信度，以便将最适合的算法应用于手头的
数据
–支持公司长期修改数据结构，以便反映组织变化
–
–集成有价值的供应商信息（例如，绩效评分、信用风险
–
和少数族裔与妇女拥有的企业 (MWOB) 状态）
–集成用户反馈以不断改善数据质量并推动用户采用
–
实用演示
–提供用户友好型界面，以便多名用户通过此界面来同时
–
访问并分析数据
–显示信息以支持决策及特别查询
–
可重复的过程
–以简单且一致的更新方式将新数据和刷新的数据添加到
–
系统中，从而支持可重复的过程
–只需最低限度的技术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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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方法应以自动的闭合式复审与反馈过程加以补充，通过
该流程，业务用户几乎可以识别出需要对分类数据进行的所
有更改。反馈应按规则进行记录和捕获，以便将来自动将其
应用于类似的支出数据，以不断地改善支出可视性。
如下图所示，正是各种方法的整合才使公司得以跨间接支出、
MRO 支出和直接支出实现综合支出可视性。

•

第 1 步：数据汇总。实现支出可视性的第一步是收集并整
合支出数据。包括：
–– 汇总和验证数据
–– 将数据标准化为常用格式
–– 将数据整合到单一支出数据库中

•

第 2 步：充实并分类。应用各种算法和过程并加以组合，
以克服数据质量问题并使数据达到适当的详细程度和准确
度。包括：
–– 将供应商按类别进行分组
˚˚ 规范化数据元素
˚˚ 对元素进行分组
˚˚ 利用最佳的第三方内容数据库
–– 对支出进行分类
˚˚ 利用最佳的“规则”和“机器学习”方法
˚˚ 实现尽可能最高的详细程度
˚˚ 使用可重复的规则和机器学习来支持快速且一
致的数据刷新
–– 根据需要以第三方信息来充实
–– 通过利用自动化技术从外部数据源抽取信息，以捕获
额外的属性

•

第 3 步：复审。此时用户开始与经过充实的数据进行交互
并对这些数据进行复审。
最初，应评估是否已达到适当的准确度和详细程度，如果
需要，再进行更详细的充实。在完成最终充实和审查之后，
将访问权扩展至更广泛的最终用户集。

•

第 4 步：分析和改善。最终用户开始分析并使用数据来推
动业务决策。
这些用户总是会发现某些数据元素可以更好的方式来加以
分类。良好的解决方案会创建自动化的闭合式反馈循环以
捕获其洞察，并不断完善数据。这不仅可以增加数据质量
和价值，还有助于推动用户采用，因为用户开始感觉对数
据拥有更多的掌控能力。

当然，80/20 规则通常可以适用，某些组织发现仅应用一种
方法之后，就可以实现高级别的支出可视性。这些结果的细
微差别将取决于底层数据的质量以及业务所需的准确性和详
细程度。因此，虽然健全的解决方案将采用所有这 3 种方
法，但是仍将以灵活且递增的方式进行，平衡实现更高支出
可视性的成本与回报。

提供可用于推动决策的结果
为了充实支出信息以使其变为切实可行的信息，需要以实用
的方式来展示这些信息，业务用户需要对其进行分类，以获
得推动战略性业务决策所需的业务洞察。解决方案应提供用
户友好型界面，以便多名用户通过此类界面来同时访问并分
析数据。它应支持用户灵活且动态地专门向下钻取，使所有
用户能够回答自己的具体问题，而无需依赖于外部或者 IT
报告编写人员来获取所需的答案。最后，不同用户（例如，
首席采购官、采购副总裁、商品经理或采购人员）所需的信
息级别各不相同，解决方案应足够灵活，可适应这些用户的
不同信息需求。

遵循可重复的过程
虽然每家公司都具有独一无二的需求和业务挑战，但在实现
并不断改善支出可视性的持续性过程中通常有 4 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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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数据仓库未达到预期效果
ERP 系统是许多企业的重要应用程序。但是，公司可能会发现仅
仅依赖于 ERP 数据仓库来实现支出可视性还不够。虽然可以查
询并分析系统中编码的支出数据，但是该数据常常不完整并且未
经分类，无法支持采购决策。其中隐患重重，包括：
•

由于难以将来自不同 ERP 版本和安装的数据集成在一起，因
此通常难以实现对整个企业的支出可视性。

•

不执行数据清理或供应商分类，导致难以获取有关任一供应商
的总支出视图。例如，有关“IBM”和“Intl Business
Machines”的支出被视为来自两家不同的供应商。

•

数据仓库分类依据采购订单字段（例如，GL 代码、供应商地
址等），可能不具有意义。GL 编码关注财务方面，而不是关
注采购方面。例如，所有资本货物（从 PC 到复印机和家具）
都可能被记录在固定资产下。

•

映射依据可能是 UNSPSC - 而并不一定是采购人员对于世界的
看法。例如，复印机、纸张和墨粉均属于 UNSPSC 结构的不同
部分。采购人员通常将这些视作为“办公用品”。

•

分类并不考虑数据元素的整体（例如，项目描述），但是通过
充实数据元素的整体，可以提供更高的开支支出可视性。其本
身仅提供高级别的、不完整的支出可视性。

•

数据一旦输入仓库之后，即变为静态数据，无法再纠正其中错
误。这降低了数据的置信度，并减少了数据将用于推动业务决
策的可能性。

实现支出可视性可带来众多的收益，可直接体现在最终收入
上，并可改善企业整体绩效。挑战在于要克服障碍，并识别
适合企业的解决方案。现如今的许多企业都在逐渐放弃高成
本的手工方法，并认识到自身无法再承担等待具备其所需信
息级别的理想集成支出数据仓库所带来的代价。潜在的节约
是如此的巨大。这些组织正在寻求支出分析解决方案。虽然
每个组织所面临的难题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其中却出现了
某些共通的主题，可用来定义健全的解决方案。这些组织应
采用可重复的综合性方法来提供涉及整个公司的支出可视性，
这种可视性既准确、详细，又可用于推动业务决策。借助此
类解决方案，企业可以开始实现拥有更高的支出可视性所带
来的种种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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