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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K 便利店：利用 SAP® Ariba®（云采购） 
解决方案，建立更智能的标准化流程

在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案的支持下，OK 便利店淘汰了分散的采购流程，转而
采用一致、集中的方法来进行寻源以及管理支出、合同和付款。借助新的端到端采购活

动可视性和控制力，团队能够提高工作效率，缩短流程时间，并增强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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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助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案，我们能够充分利用可用的资源，把握市场机
遇，进一步节约成本，进而帮助 OK 便利店实现卓越运营。”
Knut Olav Irgens Høeg，OK 便利店欧洲采购部门主管

业务转型

目标

 • 提高效率，推动精益采购
 • 增强供应商关系的透明度和控制力度
 • 维持整个企业的合规性
 • 打造世界一流的采购团队

解决方案

 • 实施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案和 SAP Ariba Buying and Invoicing 解决方案
中的战略寻源功能

 • 基于战略业务中心，集中执行采购活动
 • 借助 SAP Signature Management by DocuSign 应用，支持高管以电子方式发送
和审批合同

 • 与合作伙伴 Stretch 公司协作，共同为 OK 便利店的采购转型之旅部署 SAP Ariba 
（云采购）解决方案

业务优势

 • 获得有关寻源和支出活动的新洞察，支持 OK 便利店制定更明智的决策和节省资金
 • 加快合同审批流程，让业务线团队有更多时间专注于战略性工作
 • 通过集中数据，提高合规性
 • 采用更专业的方法与供应商开展协作

公司名称

OK 便利店

总部
挪威，奥斯陆

行业
零售行业

产品和服务
道路运输燃料、燃料加油站和
便利商店

员工数量

21,000（欧洲）

年收入

73 亿美元（全球）

网站

www.circlek.cn

合作伙伴

Stretch 公司 
www.stretch.nu

SAP Ariba 业务转型研究 | 零售行业 | OK 便利店

执行概要

了解更多信息 

缩短
缩短签订合同所需的
时间

提高
通过实现自动化，提高
效率

提高 
可视性
加深对开支和供应商的
了解

http://www.stretch.nu
http://www.circlek.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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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采购和战略寻源流程执行概要

企业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OK 便利店是一家国际性连锁便利店，由 Alimentation 
Couche-Tard 公司所有和经营。在欧洲，OK 便利店运
营着由大约 2,700 家商店组成的全球零售网络，这些
商店遍及波兰、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爱尔兰和波
罗的海诸国。大多数 OK 便利店提供公路运输燃料和便
利品，其余则是无人值守的自助式加油站。

OK 便利店欧洲采购部门主管 Knut Olav Irgens Høeg 
谈及面临的挑战时表示：“每个国家的每个业务部门
都有不同的寻源和采购方式。我们认识到，要提高采
购效率，就必须以团队形式合作。”

首先，OK 便利店在拉脱维亚里加的战略业务中心组建
了核心采购团队。为支持新成立的中央采购部门，OK 
便利店需要能推动流程高效、一致且合规运行的解决
方案，包括从寻源和合同管理到开票、付款、供应商
管理和支出分析的流程。

Høeg 继续解释道：“我们希望中央采购部门尽可能精
益和高效。许多工作都依赖手动流程，而采购团队要
处理大量工作。事实上，这些工作最好由相关业务领
域内熟知供应商及其合同条款的人员来管理。我们希
望引入企业标准流程，帮助我们提高端到端采购活动
的可视性和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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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案 
能满足你的一切需求

执行概要

企业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OK 便利店选择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案作为中央
采购部门的技术基础。Høeg 表示：“SAP Ariba（云采
购）解决方案提供了我们希望在统一软件包中获得的
所有功能。该软件的另一个重要卖点是灵活性，也就
是说，我们可以从小规模起步，然后根据需要逐步添
加更多功能。”

OK 便利店在整个欧洲市场实施了 SAP Ariba Sourcing 
和 SAP Ariba Contracts 解决方案。之后，他们陆续
在挪威、瑞典和丹麦部署了 SAP Ariba Buying and 
Invoicing 解决方案，几个月之后，又在波罗的海诸国
和波兰完成了实施。

实施合作伙伴 Stretch 公司与 OK 便利店通力协作，共
同优化和变革采购流程。Stretch 公司的项目管理和变
更管理服务与解决方案和流程团队帮助 OK 便利店在采
购转型之旅中，为客户和所有者创造价值。

在合同管理方面，OK 便利店集成了 SAP Ariba（云采
购）解决方案与 SAP Signature Management by Docu-
Sign 应用。

Høeg 表示：“以电子方式共享和签署文件，让我们能
够大幅加快合同审批流程的速度，提高流程透明度。
“过去，审批和返回一些合同往往需要耗费数周甚至
数月的时间。Høeg 指出：“现在，我们只用几分钟就
能完成。””这让高管的工作变得更轻松，同时也利
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流程。“

Høeg 解释道：“借助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
案，OK 便利店正在改变团队的工作方式。我们正在集
中管理越来越多的活动。“这些团队开始采用新的工
作方式，例如监控拍卖，而之前这必须在当地完成。
现在，我们还可以释放业务部门中的资源，专注于战
略性工作，如准备谈判和招标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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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合规性，推动更智能的寻源流程执行概要

企业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借助全面的寻源和支出视图以及标准化的采购管理方
式，OK 便利店的采购团队正在为企业创造实实在在的
价值。

可视性和控制力的提高有助于 OK 便利店确保支出符
合合同规定，从而降低业务风险。Høeg 表示：“借助 
SAP Ariba （云采购）解决方案，我们能够准确地追
踪员工以怎样的价格从哪些供应商那里购买了什么商
品。此外，我们还可以借助内置的业务规则，确保按
照规定的程序审批发票或发送采购订单。“

另外，OK 便利店还在推动更具战略性的寻源方法，帮
助公司与供应商达成更合算的交易。

现在，OK 便利店实行招标，并邀请多家供应商参与投
标，通过在供应商之间营造竞争氛围，鼓励他们提出
更有吸引力的方案。如今，该企业已经能够将每小时
的咨询费降低 10 到 20 欧元，每年节约大量资金。

提高
采购团队贡献的价值

改善
供应商关系

提高
合规率



6 / 6

打造世界一流的 
采购部门

图
片
版
权

 | 
Sh

ut
te

rs
to

ck
.c

om
/a

le
xk

ic
h。

授
权
使
用
。

OK 便利店

执行概要

企业目标

解决方案

业务转型

未来计划

随着 SAP Ariba（云采购）解决方案在斯堪的纳维亚、波
兰和波罗的海诸国成功实施，OK 便利店的前景一片大好。

Høeg 表示：“最近几个月，我们从开发团队那里获得了巨
大支持。在各个店面实施 SAP Ariba Buying and Invoicing 
解决方案后，我们将能够提高整个欧洲地区业务的合规
性。”届时，所有店面都将采用完全相同的方式管理发票
和采购订单。OK 便利店将能够减少直接处理发票的全职
员工人数，从而节省时间和资金，提高控制力。

最后，Høeg 总结道：“自从实施 SAP Ariba（云采购）解
决方案以来，我们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我们对此很满意。
我们还期望借助 SAP 的移动解决方案不断增强和巩固这
一基础，在 OK 便利店打造真正世界一流的采购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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