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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Concur  |  投中资本

连结企业内外，精细化项目制费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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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中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战略融资及产业并购的国际化投行，于 2014 年率业界之先开启海外布局，

成立投中资本证券并获得美国券商牌照。随着海内外项目的逐渐增加，企业不仅需要在内部员

工的差旅与费用方面实现精细合规的项目制管理，更要在对外的客户沟通中围绕项目费用提供

清晰透明的数据报告。SAP Concur 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帮助投中资本在费用管理方面既完善了对

内部员工的有效管控，又实现了与外部客户的及时和顺畅的沟通，真正让以项目为核心的费用

管理从企业内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 登录 SAP Concur 系统，员工的报销费用及消费细则直接
与项目挂钩，每个项目的总花费一目了然，真正落实公司的
项目制费用管理及相关规定。现在，不仅差旅报销的周期缩
短一半，公司还能够得到详细且多维度的财务分析报告。既
包含客户所需要的数据颗粒度，又能保证项目费用审核与付
款流程的顺畅，员工和客户的满意度均得到提升。"

——  汤勰，投中资本财务总监



3 / 6

 © 2019 SAP SE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基础信息

公司名称

投中资本（CVCapital）

解决方案

• Concur® 费用管理（Concur Expense）

• Concur® 差旅申请（Concur Request）

• Concur® 对公支付管理（Concur Invoice）

• Concur® 预算管控（Concur Budget）

行业

• 金融咨询服务

公司规模

全球达百人规模，国内员工占到 80%
其他 20% 分布在全球各地

关于投中资本

成立于 2007 年，投中资本（CVCapital）主要提供私募融资、兼并收购以及上市顾问方面的金
融顾问服务，总部位于上海，在北京、深圳、香港、硅谷、慕尼黑和西雅图均设有办公室，业
务辐射至北美、欧洲、以色列、印度、日韩等地。公司持续深耕于 TMT（电信、媒体和科技行业）
和消费领域，近年来亦重点关注前沿科技、医疗健康和先进制造等领域，为高速成长的各领域
企业提供本土及跨境市场战略融资、产业并购的金融服务。

所在地点

中国

为什么选择 Concur?

• 满足公司项目制差旅与费用管理的需求

• 实时生成颗粒度高且全面的财务数据报告

• 轻松集成差旅、费用和企业资源规划数据

• 提升费用数据的准确性

• 自动化操作加速费用处理效率

• 提升财务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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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精细化是项目制经营的关键

2014 年公司率业界之先开启海外布局，成立投中资本证券并获得美国券商牌照。随着业务量的

持续拓展和员工出差频率的增加，原有的财务报销流程只基于电子表格录入，无法满足财务对

于数据颗粒度的要求，另外，项目制的费用管理更存在诸多不足：

首先，项目分摊制的费用管理要求数据精准度高，然而原有电子表格录入模式在财务数据的准

确性和精细度方面都不足。员工在提交报销时的出错率较高，无法保证费用对应项目的准确性。

财务人员不易追踪到每个项目的开支，更无法进行高效完整的数据分析。一旦票据增加，出现

错误和遗漏的几率也增加。财务人员需要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审核每笔费用的合规和准确性。

其次，财务管理上存在数据孤岛，电子表格提交的费用申请报告只能提供零散或滞后的费用数

据。由于机票和酒店预订需要员工个人致电指定商旅管理公司，财务管理者不能同步管理员工

差旅订票的合规性。财务人员难以获得有价值的数据分析报告，缺乏对员工消费行为的透明度，

不能为公司制定及优化相关的费用准则。

最后，由于员工要填写电子表格申请、上级领导邮件审批、财务人员审核纸质单据，最终再交

由公司高层纸质审批，低效的纸质文件处理和易出错的数据输入让财务团队不堪其扰。在原有

的系统下，员工从提交报销、完成审核到拿到报销款通常要花费 30 天。

" 我们近 70% 的员工需要时常出差进行商务谈判、客户路演
和买家关系维护，由此产生的差旅和相关费用是公司主要的
成本花销。因此，能够准确地把员工花费分摊到对应的项目
以及标的物，实现费用管理的可见性和智能化分析，对公司
在内部管理和外部沟通方面都至关重要。"

——  汤勰，投中资本财务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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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透明的费用管理制度贯穿企业内外

投中资本向 SAP Concur 递出橄榄枝：SAP 
Concur 与现有的 CRM 客户管理系统的集成
顺利，可以在系统中将所有项目名和标注名
称进行统一制定，实时且精确地同步数据，
为客户出具所需的财务报告；公司不再依靠
分散的第三方差旅预订供应商，SAP Concur
与携程商旅合作恰好弥补公司在差旅预订整
合方面的缺失；原有系统要求员工手动录入
数据，而 SAP Concur 的自动化流程大幅简
化财务人员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凭借 SAP 
Concur，投中资本将迫切需要提升的数据颗
粒度、实时生成财务分析报表和费用处理效
率落到实处。

精细化数据分析让财务管理更彻底：现在员
工在提交费用报告时需要输入统一的项目编
号、具体金额、消费细则和人数，甚至精确
到参与者姓名。系统后台得到的财务数据无
论是颗粒度还是准确度都大幅提高，切合企
业所需，员工也在报销时更提升自我规范意
识。对财务人员来说，条目明确的电子数据
便于了解每个项目的实时总支出，轻松监控
各项开支，识别可疑交易，无论是对企业内
部还是面对客户，都能做到数据细致透明。
通过与携程商旅的无缝整合，财务人员也能
够从定期报告中了解员工定票的价格和平均
折扣率，并根据公司制定的激励和监督措施，
督促员工规范自身差旅消费习惯。

实时生成的财务报表令外部沟通更顺畅：SAP 
Concur 系统帮助公司实现财务数据与具体项
目的紧密关联，并打通了差旅费用的数字化
通路，提高了财务可视化和数据分析能力。

当客户需要查阅每个项目的结项财务报告时，
财务人员可直接实时生成精准费用报表和分
析报告，所有费用款项和备注明细均一目了
然，方便客户在审核完毕后即可进行付款。
细化明确的财务报表不仅让客户花在审核项
目的周期大幅缩短，而且也避免因细则不明
而产生的付款纠纷，让客户对投中资本的信
任度得以提升。

高效的费用处理功能让内部流程更简化：如
今 SAP Concur 预算管控功能的加入，使得
在费用产生前后，均可实时掌握财务状况。
管理人员可配合业务需求加以管控和调整预
算，项目的监管力度和灵活度均得到提升。
互联平台自动整合费用管理、差旅申请及对
公支付的数据，为投中资本提供更加完整的
开支视图。得益于 SAP Concur 手机移动端
的应用程序，员工可在费用发生后立即通过
手机拍照功能将票据直接录入到系统中，实
时记录差旅开销，避免出错或遗忘。报销工
作摊到平时零碎时间，准备费用报销的时间
也由原来的 5-6 小时缩减到 3 小时。当然，
由于财务审核流程的自动化水平和处理效率
提高，公司员工从提交报销到获得报销款的
时长也从 30 天锐减到 15 天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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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

今天的投中资本在差旅及费用管理方面已经看到了他

们所期待的结果：员工可以规范地按项目填写和提交

费用报告，自觉提高其合规意识；财务团队工作效率

显著提高，获取更清晰的财务数据分析并提供详尽的

项目支出总结和财务分析报告，帮助公司与客户建立

更流畅、更透明的费用管理流程。随着投中资本在

海外版图不断扩张，公司决定在海外办公室更多推广

SAP Concur 业务，同步落实更细化的项目制费用管

理和更顺畅的客户沟通方式，期待 SAP Concur 能为

投中资本创造更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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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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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