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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供应管理/服务采购

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解决方案
有效管理服务采购，以加快获利成长

要点
影响
••

有家《财富》50 强企业发现，他们有一
个重要的服务提供商因为使用的会计实务
有问题而受到抨击。这时，该公司使用了
IBM Emptoris 解决方案快速找出他们当
前及未来与该公司有关的项目，并将其转
给其他服务提供商，从而避免了巨大的财
务、运营和名誉风险。

为了专注于核心竞争力，访问内部资源，管理工作量的变化并降低运
营成本，企业越来越依赖外包服务和劳务。但是，这些趋势带来了新
的管理挑战。
大多数公司都设立了众多不同的采购中心来外包这些服务。这是一种
分散式的做法，会推高成本并淡化控制，导致效率低下并引起风险和
合规性问题。
外包服务异常复杂，长久以来使组织很难对这些服务进行较为严格的
控制和管理。但是，由于一些公司已经在有形商品采购过程中的获得
了更高的效率和节约，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向服务采购管理。这些企
业尤其关注如何利用科技和解决方案，力求在服务采购环节能够取得
相同的成绩。
加强服务采购管理不仅带来节省大量资金的机会，还可以了解并控制
运营 - 同时抵御不遵守政策和法规的风险。

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解决方案：经受过全球最严
苛的企业环境检验的解决方案
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解决方案在帮助全球性组织加强对第三方劳
务和服务（包括临时工，时间与材料，以及工作说明书 (SOW) 项
目）的采购和管理方面，拥有许多成功的纪录。
近十年来，Emptoris 服务采购解决方案 一直是强大的企业级平台，
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地区部署，推动了领先的全球 2000 强企业的
一些涉及范围最广且最复杂的服务采购计划。IBM Emptoris 服务采
购解决方案为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成本节约，并帮助公司战略性管理员
工要求，从而帮助公司获得竞争优势，并降低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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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供应管理/服务采购

IBM 确定的服务采购实践让您了解组织的服务支出，从而
有助于快速启用服务采购规范。该实践可以通过引入集成
的政策、标准、模板、指标和分析，帮助实施全球性流程
模式。IBM 经验丰富的服务采购专业人员团队帮助打造最
佳战略，以支持业务案例分析，采用类别特定最佳实践，
并快速获得真正的利益。IBM 拥有一套先进的方法和工具
集，有助于在短短几个月内使解决方案做好上线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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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toris 服务采购允许组织：
• 实现可观的节约：IBM 的 客户通过提高可见性并自动化
各服务和劳务类别的采购，实现可观的节约。 客户既可以
在服务采购变革的第一阶段实现节约，也可以随着服务采
购计划的成熟，每年实现持续性节约。
• 强制执行并降低风险：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能够自动化
强制实行国际、联邦、州和当地法规、税收政策及公司政
策。 该解决方案提供随着公司越来越依赖全球服务和外包
劳务而需要的法律和财务控制。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有
助于使组织做到限制违规风险，例如罚款、诉讼或对品牌
声誉的损坏。
• 透彻了解全球员工管理：IBM Emptoris 服务采购让您能
够了解并监督公司在全球的服务需求，用资讯武装组织，
使其能够管理可变的劳动力成本，并更好的利用专业的供
应商技能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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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IBM Emptoris 战略供应管理平台

Emptoris 服务采购
Emptoris 服务采购是专用于采购和管理服务及临时雇佣
的领先软件解决方案。其先进的功能广泛涵盖，并能够
管理服务采购流程，既支持分散的持续服务 采购，也支
持临时劳务聘雇以及根据时间、可交付物、零部件和材料
进行的服务约聘。作为 IBM Emptoris 套件不可分割的
组件，Emptoris 服务采购 可报告关于服务费率/定价、
复杂的合同结构、流程、控制程序和合规性等方面的复
杂情况，并使其实现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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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生命周期管理：从采购
到发票付款的工作流

战略供应管理/服务采购

功能
增强从主协议、请求和采购单到开发票和付款这一流程的自
动化程度
可按照服务类别、业务单位和位置进行定制的工作流
支持几乎所有服务类别的流程
灵活的服务类型和类别支持
可配置的应用程序

••

利用业内领先的业务资讯工具提供特定和自定义的报告
精密的标准报告组成的完善的报告库
精细到项目级数据的多维报告参数，包括按地点、类别、供
应商等整合的开支情况
实时在整个企业范围内进行报告
趋势分析和基于角色的仪表板
本机的 iPad Business Explorer 报告功能

••

基于类别、位置、内部组织结构和自定义的业务规则自动
化/灵活配置控制措施和审批
实施首选供应商选择
开发票前进行收据/时间表确认
通过订单-物品-收据-发票四项吻合在订单和部门级别实施
预算
审查跟踪几乎所有行动、讨论和更改
针对多份订单实施候选者管理

••

支持多种费率和费用结构： 时间和费用、里程碑、零部件
和材料、服务级协议，以及自定义的合同条款
•• 支持多种付款条款： 一揽子订单、定期或周期性付款、临
时打折条款、限额支付、分系列订单、批量/混合订单

••

根据运营、安全和人力资源法律和政策灵活配置控制措施并
实现其自动化
•• 加强的 灵活评分卡功能：
- 灵活的结账模板显著提高为临时员工定义复杂费率结构
的灵活性
- 增强的时间表规则引擎帮助使您能够遵从时间捕获要求
并与结账模板相一致。
- 全面协议管理 Master Agreement 增强功能通过执行协
议的费率、涨价和打折实现节约

••

多地理位置支持： 本地化的界面、多种货币、国家/地区和
地点特定法律、流程和语言
•• 与企业资源规划 (ERP)、税务系统、财务审批自动化、发票
和付款系统等现有业务系统集成
•• 高度可扩展性： 管理几十亿的年度支出，成千上万的发票
和订单，以及数千用户

••

在 iPhone、Android 和黑莓设备上访问关键的解决方案功
能： 即时生成/管理临时工请求、流程工作指令、时间表、
发票、费用、收据和其他关键文件
•• 其他功能包括审批、应聘者筛选和面试设置、采购单管理和
自动回复功能

••

••
••
••
••
••

先进的决策支持

••
••
••
••
••
••

成本控制

••
••
••
••
••
••

合同和业务管理

合规管理和风险规避

全球支持

移动 Web 应用程序

优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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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使用一种解决方案管理几乎所有服务类别来限制总拥有
成本
•• 
通过流程中的各个步骤控制服务提供
•• 
显著提高管理透明度和精细度
•• 按需要提供流程的灵活性
管理可变的劳动力成本并利用供应商的专业技能
找出能够整合供应商的领域，进行费率谈判的人选以及需要
流程改进的类别
•• 通过 iPad Business Explorer 报告随时随地快速找出并分析
服务采购计划的各个方面，并采取可以进行持续改进的纠正
措施
••

通过遵守业务规则和谈成的合同来实现节约
减少不合常规的支出并执行谈成的合同费率，以防止过多
支付
•• 获得总量折扣、提前付款回扣并实施付款限额
•• 通过实时了解承诺的开支和资源池更有效地管理劳务需求，
从而实现有效的全球员工管理
••

••

使用一种产品使订购服务和临时雇佣的工作流实现自动化
通过实时、精细的业务资讯，快速实现可观的 ROI(投资
回报)

降低违规风险，例如罚款、处罚、诉讼或损害公司品牌
展示对财务法规和内部公司政策的遵守
•• 将不合格的供应商和员工拒之门外
•• 利用 灵活评分卡 功能以：
- 符
 合关于临时工薪资结构的地区/国家法规和公司要求
- 捕
 获复杂的开支场景，以加强了解并实现更大的节约
••

••

使用该解决方案一站式管理全球服务采购计划
进行自定义，以满足跨国公司本地化和当地语言支持方面的
独特地理需求

加快业务步伐 – 通过随时随地进行工作，加快雇用和付款
流程
•• 通过几乎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在大多数大型移动设备平台上
进行交易来采购和管理服务，从而显著提高时效性高的采购
周期的周转时间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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