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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差旅及费用管理的数字化之路

1 / 5

©
 2

01
8 

SA
P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或
其
关
联
公
司
版
权
所
有
，
保
留
所
有
权
利
。



2 / 5

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

• Concur 费用管理
• 携程商旅整合方案

行业
网络通信服务

所在地点
中国

SAP Concur 与海能达的合作背景
• 全方位、与时俱进的差旅报销管理系统
• 易于部署，可根据业务需求不断拓展

公司规模
全球 8,000员工

关于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总部位于中国深圳的全球化民营上市公司，1993 年成立，专注于专网行
业，是全球专网的领先企业。海能达致力于为全球政府及公共安全、城市应急、交通、能源等行业用
户，提供全方位、领先的专网通信与调度集成解决方案，提升组织效能，构建安全世界。

海能达专注于创新，持续的研发高投入是企业创新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公司将年销售收入的 15% 以
上投入研发，公司 40% 的员工为研发人员，在全球建有深圳、哈尔滨、南京、鹤壁、东莞松山湖、
德国巴特明德、英国剑桥、西班牙萨拉戈萨、加拿大温哥华、多伦多共 10 个研发中心。海能达申请
全球专利千余项，是我国首个专网通信数字集群标准的核心起草单位，并已成为全球主流通信标准协
会的中坚力量，是全球领先的同时掌握 TETRA、DMR、PDT、LTE 等技术及拥有成熟应用的企业，
同时公司还承担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宽带多媒体集群系统”的研发任务，研发下一代专网集群通信
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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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能达公司目前在全球拥有超过 8,000 名员工，整
体业务涉及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同时在德国、
加拿大、英国、美国等地都设有研发中心和销售中
心，所以国内的很多员工经常出差海外，全球各地
频繁奔波，对差旅预定和报销的需求非常之大。

此前，海能达的差旅和费用管理系统是由公司自己
的 OA 系统自行开发而成，比较零散且没有集成，
所以员工出差报销的流程非常复杂，且整体效率非
常低。一般来讲，如果员工要提交一个招待费的申
请或者差旅费的申请，需要多个部门参与其中并进
行处理，复杂的管理过程对每个部门而言都是一个
很大的工作量。同时，由于员工不能通过手机来提
交和审批，而是必须用 PC 基于 VPN 来登录系统，
预订及单据报销的审批效率不高，预订成本也随之
增加。一般来说，在原有的系统下，员工从提交报
销到完成审核常常要花费 30 天以上的时间。
此外，原有的系统也不支持多语言，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对员工在国外的差旅报销。

据统计，员工出差所涉及到的环节大概需要 30-40 
个，包括申请、审批、填单、处理等等，所以流程
非常复杂，员工的体验也非常不佳。此外，在海能
达原有的差旅和费用管理系统里，财务部门无法核
实员工报销的合规性与真实性，在进行财务分析
时，也无法对供应商数据进行统计，导致整个集团
层面的报表都存在缺失的情况。

“我们要求员工必须提供刷卡小票来确保他的业务的真实性。
因为此前只有一个报销的流程，没有和前端的业务全部连起
来，所以我们做分析非常困难，因为找不到一个数据源。基于
这几方面的挑战，我们非常需要一款能满足公司全部需求的差
旅费用管理系统。”

— 王红艳，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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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如此多的财务管理挑战，海能达公司从
2017 年初开始决定要换一套能真正满足自身
业务需求，同时又与时俱进的先进的差旅和费
用管理系统。目前，海能达公司在差旅业务上
与 SAP Concur 公司开展合作，希望 SAP 
Concur 的差旅费用管理系统可以切实帮助海
能达解决一系列问题，并同时支持海能达全球
化的业务战略。

首先，对于海能达公司来说，SAP Concur 的
解决方案首先能够在效率方面为公司带来切实
可见的差旅费用管理提升。例如 SAP Concur 
的手机审批功能，不仅可以满足商务差旅人士
的移动办公需求，还能带来明显的效率提升。
同时，SAP Concur 解决方案可支持商务信用
卡的交易，因此差旅相关的数据可以自动导入
系统，为报销、审批乃至后续的财务分析都带
来极大的便利。此外，由 SAP Concur 积极打
造的差旅生态圈，以及差旅报销政策的系统嵌
入，可全方位帮助企业保障员工报销的真实性
与合规性。最后，在财务分析方面，SAP 
Concur 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更是可帮助
企业打造多维度、可视化的财务分析体系，包
括集团层面的报销、出差员工地点统计、员工
和部门报销排名、出差投入产出分析、合规性
分析、可疑费用分析、预算使用情况分析、供
应商分析等等，从而让企业的财务部门真正做
到对差旅相关的各项花费一目了然，心中有
数。

在差旅及费用管理全球布局的压力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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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差旅自动化，开启财务数字化之路

目前，SAP Concur 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已成功在海能达完成部署建设。在国内差旅的预定方
面，海能达目前已通过 SAP Concur 的生态系统成功接入携程平台。通过这一转变，所有员工在完成
预定之后可以将数据上传到 SAP Concur 的系统内进行审批，之后再自动返回携程完成出票。在国外
差旅部分，由 SAP Concur 提供的差旅管理平台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此外，由 SAP Concur 推行的
商务卡，目前已支持与招商银行等的互联互通，因此员工可以使用这些商务卡进行差旅相关的交易，这
些出差申请、审批，再到中间多个环节的预定，都会自动导入系统，方便公司查看、审核以及进行后续
的财务分析。

值得一提的是，有了这一系列可视化的全流程信息后，如今海能达财务部门可以不再过多担心差旅报销
的合规性问题了，同时还可以基于这些信息做深入的财务分析。相较以前，海能达的财务部门需要分出
很大一部分人力资源去查看员工的发票、刷卡小票、行程是否合理，甚至还会打电话去酒店核实确认员
工是否有入住、价格是否一致等。现在，通过 SAP Concur 的解决方案，财务部门可以清楚掌握这些
信息，甚至包括商务信用卡传过来的信息，从而极大地保障员工报销的真实性。

“SAP Concur 已经围绕差旅的各个环节搭建了一个非常庞大
的生态圈，涉及到各个环节的众多合作伙伴。可喜的是，我们
同时还可以根据自身的业务需求进行自主选择，逐步推进，在
实施过程中不断完善。有了这样的生态圈，让我们今后对于差
旅和费用管理系统的建设更加充满信心，我们会不断实践，积
极迈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 王红艳，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财务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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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SAP Concur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SAP Concur 为所有规模和发展阶段的
企业提供了超越自动化，完全互联，涵盖差旅、费用、对公支
付、支出、合规性和风险的支出管理解决方案。SAP Concur 
的全球实践经验和业界领先的创新性，使其能为客户提供节省
时间的工具、前沿技术以及互联数据，并构建涵盖众多伙伴和
应用的差旅生态圈，从而帮助客户始终在市场上抢占先机。 
SAP Concur 操作简单并贴合业务需求，还能为客户提供许多
业务洞察，从而帮助企业客户降低管理的复杂性，更清晰地观
察支出情况，以便于他们开展更具前瞻性的费用管理工作。

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oncu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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