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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综述
企业的并购活动越来越普遍，但是大约有一半的并购却未能
获得预期的效果，在并购过程中企业越来越多地需要采购部
门的帮助，以实现显著的成本节约。采购往往能从并购中获
得垂手可得的利益。有了正确的执行，服务和制造企业便能
够通过整合供应商、充分利用增加的购买力以及合理化类似
商品和服务的支付价格来显著实现节省。为了争取到这些节
约，他们不仅要查看两家公司的支出情况，还需要有集成视
图来分析其共同的支出模式。通过此方式，他们便可能了解
每家公司（以及新组合的实体）按类别、供应商、项目、地
理位置等分类的支出，并能够确定最快速、实惠的节约商机。
另外，在执行新的寻源战略时，他们将能够监控与并购相关
的整合和寻源的有效性。
以下化名案例描述两家财富 500 强银行如何在其并购规划和
集成期间利用 IBM Emptoris 支出分析解决方案。IBM 解决
方案提供的支出可视性和监控功能可帮助新公司发现其节约
潜力。

状况
所有并购中大约有一半的并购未能获得预期的业务价值，公
司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想要快速证实并购成果并交付预期价值。
虽然战略优势往往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显现，但主管和
投资商通常将成本节约视为可垂手可得的收益，期望快速实

现明显的成本节省。因此，首席执行官 (CEO) 认为采购能够
在交易中获得价值，并有助于满足投资商短期的期望。采购
可利用多种商机来满足这些期望，包括：
• 价格合理化。公司通常会发现，针对同样的商品，在经过
谈判后可以支付不同的价格，并且通过向成本更低的供应
商采购，或者采用新方法，通过与成本较高的供应商协商
以获取更有利的价格，快速实现节约。
• 供应商整合。 如果多家公司具有相同的供应商，那么他们
往往可以依靠增强的购买力进行谈判，以获得更有利的条
件和价格。另外，对于公司使用不同供应商的类别，他们
可以从整合供应库中受益，达到简化供应商管理和协商更
优惠价格的目的。
• 采购杠杆。 例如，获得对类别、业务单位、区域和工厂位
置的可视性并汇总需求，能够使合并的公司在供应商谈判
期间获得更大的优势。
这些优势对于服务和制造业公司来说意义重大。要识别这些
优势，他们必须知道每家公司要购买哪些商品、供应商是谁
以及购买数量，公司在哪些方式使用相同的供应商以及新组
合公司的支出资料如何。之后，他们必须分析新公司的支出，
以识别新的节约商机，并监控与并购相关的整合和寻源的有
效性。
该案例研究的重点为金融服务并购。此案例中，一家大型国
有银行 Blue Bank 收购了一家大型地区银行 Stone Bank。
Stone 已使用了大约两年 IBM 解决方案，不仅获得了更好的
支出可视性，并因此获得了显著的成本节约；而 Blue Bank
未曾使用 IBM 解决方案。在监管机构批准并购之前，Stone
的采购专业人员向其在 Blue 的同行描述了该解决方案的价
值。他们都发现利用工具来协助整合支出和集成银行各项业
务至关重要。

IBM Software

整个并购计划针对采购部门设订了具有高度挑战性的节约目
标。新公司 Blue Stone 必须快速工作，以识别最大且最佳
的商机，进而向华尔街快速证明成果。

Blue Bank
技术

解决方案
监管机构核准并购的当天，Blue 的高级副总裁联系 IBM 为
Blue 创建了一个支出分析数据集，然后将两家公司的数据集
合并在了一起。IBM 通过一个三阶段实施完成了该请求，使
商品经理有足够的时间保留数据，促进了战略决策制定。
•

•

阶段 1： 汇总 Blue 支出数据。IBM 载入了 Blue 的现有
支出数据，并且（在许可的情况下）提供对新的 Blue 和
两家公司的现有 Stone 数据集的访问权。
阶段 2： 充实完善 Blue 数据并与 Stone 数据整合。
IBM 清理和完善了 Blue 的支出数据，并将其归类到了
Stone 使用的商品结构中。两家公司的数据均被装入到了
一个数据集中。通过使用单个商品结构，团队可以更加轻
松地一起分析商品支出以及公司的支出分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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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ne 和 Blue 能够快速获得支出可视性，识别两个公司间的支出模式并划
分节约商机的优先级。

例如，支出分析显示，与 Blue 相比，Stone 在物流、差旅
和市场营销方面的支出比重较大，并且帮助他们识别具有较
大节约潜力的类别。

图 1： 两个并购公司中按类别的支出执行仪表板示例

阶段 3： 将支出归类到新的商品结构。两个公司的支出都将
归类到共同制定的全新商品结构中，并且将跨两个公司对供
应商“分组”。供应商分组能够使采购团队更轻松地分析供
应商的组合支出。在此阶段，他们分析了每家公司和组合实
体的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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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更细致的分析和重新分类，公司获得了供应商级别的可视性，以支持供应商整合并利用大量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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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支出可视性，跨公司规划团队便能够通过以下方式识别
很多节约商机：
• 寻找两家公司都与其签署合同的供应商，以在并购后确定
要使用的成本最低的合同。
• 寻找两家公司均有重大支出的供应商，以基于更高的支出
额请求更多折扣和更优惠的条件。
• 按照商品合理化供应库，以仅使用成本最低的供应商
• 确定具有最大节约潜力的寻源商机。
• 对支出概要文件进行建模，以获得新兴组织结构。

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会在最终并购之前协商新的合同。这能
够从第一天开始既可获得实际成本节约。此后，Blue Stone
将开发新的组织结构，以包含新的成本中心和两个公司现有
的某些成本中心。这将进一步协助预算和规划新兴实体的支
出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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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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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731,386 美元

1,260,729,779 美元

301,531,797 美元

311,184,841 美元
350,307,269 美元

350,526,608 美元

Blue Stone
Stone Bank

101,053,9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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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956,937 美元

27,413,881 美元

Blue Stone 获得了并购前两个公司的支出可视性和并购后整个组合企业的可视性，以支持全面的采购规划。

整合的公司将继续使用 IBM Emptoris 支出分析来监控其节
约计划的有效性，并识别新的节约商机。例如，强制合规性，
采购团队将能够更快速地识别谁将继续使用未签订合同或不
应当再使用的“旧”供应商。作为节约计划的结果，他们希
望看到支出级别与公司的并购前支出级别相比有所下降，并
将使用 IBM Emptoris 解决方案来量化节约。

总结
公司期望通过并购和整合获得显著的价值，通过大幅降低成
本，采购在支持并购的公司更快速地证实成果方面担当重要
的角色。使用 Emptoris 支出分析，Stone 和 Blue 能够实
现满足这些目标所需的支出可视性级别。该解决方案帮助他
们更快速地调整了采购策略并实现了节约。证实并购成果的
压力很大，通过在并购规划流程早期采取行动，Blue 和
Stone 能够通过多种方式最大程度地实现节约，包括：
• 与共同供应商一起分析支出，以利用组合采购力

•
•
•

通过合理化不重叠的供应商，分析共同商品并利用采购力
提前协商合同，以尽快获得节约（例如，在最终完成并购
后）
监控并购后的合规性，以帮助确保实现协商的节约

在支持并购企业合理化其供应库和支出方面，更好的支出可
视性扮演着关键的角色。公司在实现此类可视性时面临着严
峻的挑战，但是实现可视性的公司能够更好地识别和捕获大
量显著的节约商机。它们可以更快速地推动最大程度的节约，
并对新企业的整体成功和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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