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P Concur｜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達差旅及費用管理的數位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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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訊

公司名稱

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所在地點

中國

解決方案

• Concur 費用管理
• 攜程商旅整合方案

SAP Concur 與海能達的合作目標

• 與時俱進的全方位差旅報銷管理系統
• 軟體易於部署，並可依需求不斷拓展

行業

網路通訊服務

公司規模

全球 8,000 位員工

關於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是總部位於中國深圳的全球化民營上市公司，1993 年成立，主要專注於專用網
路領域，是全球專用網路的領先企業。海能達致力於為全球政府及公共安全、城市應急管理、交通、能
源等各產業客戶，提供頂尖的專用網路通訊與調度整合解決方案，全方位提升組織效能，進而實現安全
世界的願景。

海能達專注創新，每年將銷售收入的 15% 以上投入研發，持續高度投資研發，全力推動創新發展。公司 
40% 的員工為研發人員，在全球設有深圳、哈爾濱、南京、鶴壁、東莞松山湖、德國巴特明德、英國劍
橋、西班牙薩拉戈薩、加拿大溫哥華、多倫多共 10 個研發中心。海能達已申請數千項全球專利，是中國
第一個專用網路通訊數位集群標準的核心起草成員，並且是全球主流通訊標準協會的中堅力量，不僅是
全球領先企業，還掌握 TETRA、DMR、PDT、LTE 等技術及成熟的應用程式，同時負責中國重大科技專
案項目「寬頻多媒體集群系統」的研發任務，領銜研發新一代專用網路集群通訊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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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及費用管理全球佈局的重重難關

海能達公司目前在全球擁有超過 8,000 名員工，
業務涉及全球 120 多個國家和地區，同時在德
國、加拿大、英國、美國等地都設有研發中心和
銷售中心，員工經常需要出差至海外、在全球各
地往返奔波，因此差旅預訂和報銷的作業需求相
當龐大。

在此之前，海能達的差旅和費用管理系統是由自
己的 OA 系統開發而成，架構零散且缺乏整合，
導致員工出差報銷的流程非常複雜、效率低落。
如果員工要提交招待費或差旅費的申請，往往涉
及多個部門處理作業，複雜的管理流程對每個部
門都造成不少工作負擔。同時，由於員工無法透
過手機提交和審核費用，而須使用 PC 的  VPN 
登錄系統，拖慢預訂及發票報銷的審核速度，預
訂成本也隨之增加。以原本系統而言，從提交報
銷到完成審核通常要 30 天以上的時間。此外，
原先的系統也不支持多國語言，員工在國外的差
旅報銷作業也有所不便。

據統計，員工出差涉及約 30-40 個作業環節，包
括申請、審核、填寫表單、處理等等，複雜的流
程導致員工體驗不佳。此外，在海能達原有的差
旅和費用管理系統中，財務部門無法確認員工報
銷的合規性與真實性，進行財務分析時也無法統
計供應商資料，導致企業整體的報表存在種種漏
洞。

面對局勢嚴峻的財務管理挑戰，海能達公司自 
2017 年初起，決定要更換真正滿足自身業務需
求、同時能與時俱進的差旅和費用管理系統。目
前，海能達公司在差旅業務上與 SAP Concur 公
司展開合作，希望 SAP Concur 的差旅費用管理
系統可深入核心、協助海能達確實解決各項問
題，邁向全球化的策略目標。

首先，SAP Concur 的解決方案讓海能達公司差
旅費用管理效率有感提升，SAP Concur 的手機
審核功能，不僅能滿足企業出差人員的行動辦公
需求，還能大幅加速流程。同時，SAP Concur 
解決方案可支援商務信用卡的交易，將差旅相
關資料自動導入系統，讓報銷、審核及後續財務
分析加倍便利。此外， SAP Concur 積極打造的
差旅生態圈、內建差旅報銷政策的系統，全面確
保了員工報銷的準確與合規性。在財務分析方
面，SAP Concur 差旅和費用管理解決方案更可
協助企業建立多重視角、資訊明晰的財務分析制
度，包括企業層級的報銷、出差員工地點統計、
員工和部門報銷排名、出差投入產出分析、合規
性分析、可疑費用分析、預算使用情況分析、供
應商分析等等，讓財務部門輕鬆瞭解、全盤掌握
差旅相關的各項支出。

「我們要求員工提供信用卡收據以確保費用真實性。由於先前
報銷流程未串聯整合前端作業，缺少單一資料來源，因而難以
進行分析。有鑑於這些阻礙，我們亟需能滿足公司各項需求的
差旅費用管理系統。」

— 王紅豔，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副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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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旅作業自動化，邁向財務數位轉型之路

目前，海能達已順利部署 SAP Concur 差旅和費用管理解決方案。在國內差旅預訂方面，海能達已透過  
SAP Concur 生態系統成功連結「攜程」平台，如此一來，員工即可在預訂後將資料上傳到 SAP Concur 
系統內進行審核，再自動返回攜程完成出票。在國外差旅部分，目前也正在導入 SAP Concur 的差旅管
理平台。 SAP Concur 所推行的商務卡支援招商銀行等相互連結，員工可使用這些商務卡進行差旅相關
交易，而這些出差申請、審核及期間的各預訂環節也會自動導入系統，方便公司檢視、審核並進行後續
財務分析。

部署帶來的效益十分亮眼，掌握完整清晰的流程資訊後，海能達財務部門如今無須再煩惱差旅報銷的合
規性間題，同時還能根據這些資訊進行深入的財務分析。過去，海能達的財務部門需要耗費大量人力審
核員工的發票、信用卡收據及行程合理性，甚至需要聯絡飯店確認員工的住宿記錄、價格一致性等。現
在，透過 SAP Concur 的解決方案，財務部門便可清楚掌握這些資訊，包括商務信用卡的交易記錄等，
從而大幅提升員工報銷的準確度。

「SAP Concur 成功串聯差旅各個環節，廣納各路合作夥伴，建構
了規模龐大的生態圈。更棒的是，我們還能根據自身的業務需求選
擇、逐步推進，並在實施過程中持續改善。有了這樣的生態圈，今
後我們對建設差旅和費用管理系統更具信心，也將持續努力、邁向
光明未來！」

— 王紅豔，海能達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財務副總



關於 SAP Concur

二十多年來，SAP Concur 已為各種規模和發展階段的企業
提供優質的費用管理解決方案：自動化、高度互連，並涵
蓋差旅、費用、對公支付、合規性和風險管理等層面。SAP 
Concur 具備全球實踐經驗與領先業界的創新性，而能為客
戶提供節省時間的工具、頂尖技術與互連資料，並建構包
含諸多夥伴和應用程式的差旅生態圈，協助客戶持續領先
業界、掌握商機。SAP Concur 不僅操作方便、符合業務需
求，同時為客戶提供各種業務洞察，協助企業客戶簡化管理
流程，清楚瞭解支出狀況，發展高度前瞻性的費用管理作
業。

如需瞭解詳細資訊，請造訪： www.concur.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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