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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Concur 赋能艾比森 构建高效率企业出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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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艾比森”）是一家专注 LED 显示屏应用与服务的全球

领先企业，在全球设有多个销售网络和分公司，企业希望进行集中式，并确保高效率、高合规

性的有效财务管理。SAP Concur 帮助艾比森构建更符合全球产业布局需求、优化财务分析能力、

凸显财务分析价值，并能够有效控制供应商成本并使员工自觉形成合规意识的新型全球费用管

理系统。

选择费控系统的时候，首先看重的是 SAP Concur 的合规性，
包括对费用的和法律法规的合规性。因为我们在海外的员工
比较多，且多为当地人，所以对于能满足 GDPR 法规等还是
比较看重的。其次是 SAP Concur 与携程、滴滴出行等众多
差旅供应商的集成，如此一来整个企业的差旅及费用管理的
效率有很大提升。

——  丁崇彬，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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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公司名称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

• SAP Concur® 差旅申请

• SAP Concur® 报销管理

• SAP Concur® 对公支付

• SAP Concur® 预算管理

• SAP Concur® 智能分析

• SAP Concur® Locate

• SAP ERP 集成

行业

• 高科技行业

公司规模

现有 15 家海内外公司

关于艾比森

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始创于 2001 年，于 2014 年 A 股上市（股票代码：300389）。
艾比森是全球领先的至真 LED 显示屏应用与服务提供商，产品覆盖众多行业应用细分市场，广泛
应用于体育、总统新闻发布会、企业零售、控制室、文化租赁、公共综合服务等领域。

艾比森布局全球，拥有 15 家海内外公司，员工近 2000 人，产品远销全球 120 多个国家和地区，
成功实施了 30000+ 应用实例，显示屏产品出口额连续十年稳居行业第一。公司拥有国际领先
的自动化生产设备和现代化的实验室、专业的管理、研发、生产及完善的销售和服务团队，为
产品品质，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及快速交货提供了有力保障。

“真文化”也是艾比森区别于其他企业的不同之处，艾比森人秉承“真文化”，坚守“诚信、感恩、
负责任”的核心价值观，说真话、干实事、真性情。践行“不说谎、不造假、不行贿”的三不原则。

所在地点

中国

为什么选择 Concur?

• 效率提升超过 30%

• 实现智能化的财务分析

• 规范出海业务费用管理

• 优化管理供应商成本

• 预算可控且费用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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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业务发展带来的费用管理挑战

首先，艾比森的财务报销需要汇合多个国家不同子公司的数据，数据量庞大且分散度较高，集中

管理难度较大。财务部门需要抽调大量人力进行跟踪管理、核销差旅报销款项，涉及到贴发票、

核查发票等流程，这不仅使得财务人员的工作效率难以提高，也很难有效地实施财务管控。

其次，

高效的员工差旅和费用管理系统难以形成，财务人员无法更加准确实时地掌握费用支出流向， 

财务数据透明度相对较低，所以财务人员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审核开支是否合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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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涉及到多个国家的法律法规， 且各国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员工管理统一度不高， 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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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对于艾比森来说，SAP Concur 在提高运营效率，降

低运营成本，以及提高财务管理和分析能力等各方面

都发挥了显著作用。这也充分印证了艾比森一直所倡

导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理念。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公司都在出海，借助“一带一路”

东风进入亚太和欧洲市场。丁崇彬建议，企业尽可能

去选择有专业解决方案和多年成功实践经验的供应商，

而不是自己琢磨开发什么样适应自己的系统，坚持“让

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另外，要寻求能够覆盖到全

球的解决方案，真正做到全球统一的费用管理。

“在 IT 系统方面，尽可能选择有多年成功实践经验

的专业机构，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另外一点，

还是要找能覆盖到全球的解决方案，比如说 SAP 

Concur，它确实是一套全球化的差旅和费用管理系统。

尽管国内也有很多费用管理系统，但最终看下来都很

难支持我们的全球化业务发展。”      

—— 丁崇彬，深圳市艾比森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关于 SAP Concur 

在过去的二十六年中，SAP Concur 为不同规模的企

业提供了超越自动化、互联的体验，费用管理解决方

案涵盖差旅申请、费用管理、对公支付、商业智能分析、

预算管控和移动应用等。SAP Concur 的全球实践经

验和业界领先的创新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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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拥有超过 48,000 家的企业客户，包

括 75% 以上的世界《财富》100 及 500 强企业，市

场占有率超过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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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Absen’s zhCN (07/19)

©2019 SAP SE 或 SAP 关联公司。版权所有。 

未经 SAP SE 或 SAP 关联公司的明确许可，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不得因任
何目的、以任何方式复制或传播。

此处所包含的信息可能会在未经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更改。SAP SE 营销的一 
些软件产品及其分销商包可能包含其他软件供应商提供的专有软件组件。各
个国家产品规格可能有所不同。 

这些材料由 SAP SE 或 SAP 关联公司提供，仅供参考，不作为任何形式的
陈述或保证，SAP 或其关联公司不对材料的错误或遗漏承担责任。对 SAP 
或 SAP 关联公司产品和服务的唯一保证是，这些产品和服务附带的保修声
明（如有）中明确列出的条款。本文中的任何内容都不构成额外的保证。 

具体而言，SAP SE 或其关联公司没有义务执行本文件或任何相关演示文稿
中列出的任何业务过程，或开发或发布其中提及的任何功能。本文档或任何
相关的演示文稿以及 SAP SE 或其关联公司的战略和未来可能的发展、产品
和 / 或平台方向和功能均可能随时由 SAP SE 或其关联公司出于任何原因在
不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更改而发生变化。本文件中的信息并非保证、承诺或提
供任何材料、代码或功能相关的法定义务。所有前瞻性陈述均受到各种风险
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可能导致实际结果与预期大相径庭。谨请读者注意不要
过分依赖这些前瞻性陈述，更不应据此做出购买决定。 

此处提及的 SAP 和其他 SAP 产品和服务以及各自的商标均为 SAP SE（或 
SAP 关联公司）在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商标或注册商标。提及的所有其他产品
和服务名称均为各公司的商标。

请参阅 http://www.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 
了解更多商标信息和告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