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6

SAP Concur  |  豪雅 ( 上海 ) 光学有限公司

以匠人之心 深耕费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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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日本的豪雅（上海）光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豪雅上海”）全球光学镜片行业的领导品牌。

秉持日系工匠精神，致力于光学镜片的创新和开拓，为不同视觉需求的消费者提供多方位的视

力解决方案。面对庞大的差旅费用支出，公司立志精细化费用管理，积极引用数字化解决方案，

为员工与管理层打造出一个灵活便捷且合规高效的差旅费用管理体系。拥有 26 年专业差旅与费

用管理经验的 SAP Concur 不仅帮助豪雅上海提升工作效率，并在财务分析与合规管控两方面

给予大力支持。

“如同精心打造每一对镜片，我们也始终坚持以匠人之心
对待财务工作，财务管理的价值在于以有限、有量的数据
和资金，寻找更低投入、更高回报的财务新价值，而 SAP 
Concur 能出色地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

——   张璐，豪雅（上海）光学有限公司高级财务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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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公司名称

豪雅 ( 上海 ) 光学有限公司

解决方案

• Concur ® 预算管理 (Budget)

• Concur ® 差旅申请 (Concur Request)

• Concur ® 费用管理 (Concur Expense)

• Reporting Services 

• Concur® 商业智能分析（Intelligence）

• Service Administration - Expense

行业

• 贸易（光学镜片）

公司规模

中国约 150 人

关于豪雅上海

豪雅（上海）光学有限公司于 2003 年在中国上海成立，隶属于拥有近 80 年历史的豪雅集团。
作为豪雅集团视力保护事业部在中国地区的直属分支机构，在北京、广州和成都均设有办事处。
在国内主要销售眼镜光学镜片以及提供相关产品的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等。

所在地点

中国

为什么选择 Concur?

• 员工费用支出占总运营成本的比重有所下降

• 报销周期缩短

• 移动端应用提升员工满意度

• 财务审批效率提高

• 费用管理更加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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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差旅和费用审核带来的困扰

豪雅上海在国内是一家以销售光学镜片业务为

主的贸易公司。销售团队和市场部门的员工会

经常往返于多个城市去做客户维护和市场调

研。日常差旅费用总数额较大，主要集中在交

通费、住宿费和客户招待费等，占公司总差旅

费用支出的 80% 左右。面对频繁的差旅需求，

传统的差旅预订和纸质报销模式难以满足，因

此豪雅上海需要对整个差旅报销流程及模式进

行转型。

首先，报销流程延迟滞后。原有的报销流程耗

时较长，员工要整理所有纸质单据及填写备注，

核销步骤采用单线制，一份差旅报销需要多位

领导逐级确认，再转至财务部门核对单据。在

实践中，财务部门有时会发现单据或其他事项

存在错漏，不仅申请人员要再次核对和补充单

据，出纳人员也要进行反复沟通和说明，报销

流程十分耗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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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财务审核耗时较长，报销合规审核效率

偏低。自报销申请开始，财务部需要审核员工

职级、款项明细、支出缘由等信息，对于金额

不符合职级限定、重复提交的款项、以及非业

务产生的支出等特殊事项，都需要额外的补充

说明，并取得直属主管批准。每份费用报告的

审查工作甚至要花费 30 分钟以上。

第三，差旅费用数据分析有待提升。由于缺乏

对差旅费用的系统数据支持，财务人员较难有

效地提供明晰的费用分析，从而给予公司决策

层清晰的洞察及业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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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可见的数据价值

张璐分享道，“在使用 SAP Concur 以后，公司对员工费用的管理得到显著提升，合规审
核效率大幅提高，差旅费用在总运营成本的占比有所下降，差旅费用的数据分析更为简洁
明了有效。”

便捷的移动端应用和顺畅的审批流程不仅使员工满意，而且完善的合规设置还有效提升财
务管理效率，为差旅与费用管理带来诸多积极影响：

员工满意度显著提升。在原先的费用审批环节，纸质文件的批复需要相关人员都在办公
室才能执行，而且多个员工的审批申请也会加重部门领导工作负荷。SAP Concur 大幅
释放报销流程中参与人员的灵活性，形成审批流程的多线并行新模式，错漏信息能够快
速反馈给申请人。报销从开始申请到收到款项的周期大幅下降。移动端的应用也极大地
满足员工对于便捷性的需求，无论何时何地，拿出手机就可以给单据拍照，上传到系统
生成费用记录。

财务工作效率提高。财务人员采用费用管理新模式后，可以清晰掌握费用明细和备注信息，
而且系统可以从提交阶段就有效规避问题费用的申报，减少出纳人员在后期与业务人员
沟通问题费用的机率。同时，员工在手机端提交费用的使用频率增长显著，财务人员能
通过系统实时看到费用数据，以便高效地展开核对工作，报告审核时间大幅缩短。

费用管理更加精准。SAP Concur 有效提高数据的准确度和实时性，能够按客户需求提
供不同阶段的数据分析报告。财务人员还可以快速捕捉差数额浮动较大项目、变动频繁
的分项和市场开发重点地域等信息，对于业务部门的支持也从事后数据归总，变为事前
战略分析和信息预测。针对差旅安排也能够进行较为准确的提前部署，为基层员工争取
更多差旅福利体验。另外，公司会把不同职位层级的差旅与费用的金额限制设置在系统内，
将合规理念融入到报销审批的每一个环节。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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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对于未来，豪雅上海依然秉持匠心，希望通过财务

分析进一步强化成本控制和预算管理，深度挖掘数

据的力量，升级员工的差旅体验。张璐表示：“SAP 

Concur 对于财务管理人员，带来的不仅是实时获得的

精细化费用数据，更是将数据的力量赋予到每笔费用

信息当中，在公司业务战略制定中释放应有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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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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oncu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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