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AP Concur | 罗宾逊全球物流

稳中求胜 罗宾逊全球物流实现自动化差旅费用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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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信息

公司名称

罗宾逊全球物流 ( C.H.Robinson)

解决方案

• SAP Concur® 费用管理

行业

• 物流行业

公司规模

全球超过218家分公司

分布在北美，欧洲，亚洲和南美洲

亚太地区员工超过1,500名

关于罗宾逊全球物流

1905年成立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第三方物流供应商之一。公司在亚太地区的主要业务涵盖海运、

空运、陆路运输服务、合同物流、行业物流解决方案和全球货运服务，涉及大中华、韩国、新加坡、

马来西亚等多个国家。2006年，罗宾逊全球物流在中国成立办公室，致力于为中国企业提供出色的

物流服务。

所在地点

中国

为什么选择 Concur?

• 自动化审批流程提高员工效率

• 加强企业信息化水平

• 提高费用管理透明度

• 提高财务合规性

• 降低企业成本支出

• 全球财务系统统一管理

© 2019 SAP SE or an SAP affiliate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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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攒纸质发票、手动提交报销一直是拖慢工作效率，影响员工体验的因素之一。尤其对

于企业财务人员来说，每当报销日来临，整理员工提交的纸质发票、核对报销单据，制

作费用报告都是令人十分头疼的事。以往众多企业都会面临的问题，如今对于罗宾逊全

球物流来说，轻而易举便可以完成。凭借S A P C onc u r费用管理解决方案，罗宾逊全球

物流摆脱了纸质发票和手动报销带来的困扰，费用审批流程可在线上轻松完成，既易于

核算数据，又保证了报销和费用管理流程的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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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动提交纸质票据一直影响着员工报销和财务审批的效率。部
署SAP Concu r费用管理解决方案后，财务同事可以线上统一
审批员工报销，减少纸质票据带来的流程慢、易出错等困扰，
实现了财务流程自动化。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还增强了差旅
费用管理流程的合规及透明度，帮助管理层基于准确的数据做
出最佳分析和决策。 ”

—— 罗宾逊全球物流内控高级经理 Gre ta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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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统计，除主营业务支出外，罗宾逊全球物流有15%的差旅费用支出来自销售及行政支出，其庞大的员工

群体以及遍布全球的生态圈，需要员工填报大量的报销和出差申请。但罗宾逊全球物流过去采用传统手动

报销及分散式财务管理模式，难以满足内部大批量处理补贴和差旅报销的需求。对此，罗宾逊全球物流需

要借助数字化工具优化其财务管理模式，以解决以下挑战：

落后的手动填报报销流程降低财务合规性：罗宾逊全球物流以往采用的是手工填报，员工在填写费

用类型时随意性较大，同时后端财务同事也可能发生同类型费用录入标准不统一，导致核算时数据口径不

一致。此外，员工缺少对报销费用所需支持性附件的统一指引，同类费用可能支持性附件有所不同，因此

导致财务合规性不高。

审批流程不统一，难以核算和统计数据：管理层常面临大量的纸质单据等待审批的情况，并且可能

会因为出差等原因延误审批。企业内部也缺乏使用统一的报批规范，管理层难以根据费用金额的大小和风

险的高低实施相应的管控方案。此外，在处理异常情况时，管理层与财务部门容易出现标准不一致的现象。

分散式财务管理模式，降低差旅费用流程的透明度：较为分散的财务管理模式对应各个负责人的职

能也相对分散，并且人力资源将多用于重复性的工作，易产生不合规行为。而纸质单据的使用，对任何层

级的员工缺少透明度，更不利于合规性检查。

物流讲究快和稳，财务流程不能拖后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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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随美国总部的部署方案，罗宾逊全球物流在北亚及东南亚地区发展数字化管理流程中也选

择了SAP Concur，以自动化和规范化的费用管理流程，提高内部财务流程的工作效率，提

升费用报销合规性。

自动化审批流程提高员工效率

SAP Concur费用管理解决方案采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等最新技术，简化罗宾逊全球物流

从系统实施到提交费用报告的整个支出管理流程。在部署SAP Concur之后，罗宾逊全球物

流实现费用流程自动化。以往漏洞百出的手动报销和提交费用申请过程如今均可以在系统

中完成，而纸质票据也可以替换为电子发票，员工仅需要在系统中上传单据并提交，财务

人员便可直接查阅，省时又省力，提高了整体员工的工作效率和使用体验，让他们有更多

的时间专注于服务客户和业务拓展。

部署自动化工具的好处同样适用于审批流程。财务人员可基于规范化的报批流程，在系统

中统一批量处理员工报销和差旅申请单；还可以线上保存单据，避免因纸质单据产生的审

批错误；此外， SAP Concur成功将罗宾逊物流内部的财务职能集中化管理，由专门的财

务人员检查员工报告，统一安排付款，保证了流程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从而提高报批效率。

以往需要花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审批流程，现在只需两周即可完成。

自动化解决方案打造智慧费用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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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运营及管理加强企业信息化水平

SAP Concur可以帮助罗宾逊全球物流收集和连接数据

孤岛，整合企业的支出数据，将所有的数据整合到单一

视图中，从而更有效地管理预算，提高预测准确性。财

务管理人员可在系统中实时自动化生成费用报告，保证

数据可靠性及准确性的同时，便于管理层依靠详细正确

的数据做出最佳决策。

2020年初的疫情对物流行业影响甚大，数字化转型成

为企业产业升级的必由之路。但数字化也不是一蹴而就

的，需要循序渐进地开展。罗宾逊全球物流先在企业内

建立数字化意识，引进像SAP Concur这样的云端解决

方案，将费用管控转为信息化、数字化的管控，让整个

运作流程更加透明化、可视化，进一步提高企业的整体

信息化水平，提升自身数字化管理的优势，规避因手动

操作带来的风险。

透明化费用管理提高财务合规性，降低成本支出

众所周知，差旅及相关费用是除工资以外的第二大可控

成本，而罗宾逊全球物流从占销售及行政支出15%的

差旅费用入手，自动化费用管理并大幅提高差旅政策的

透明度。自使用SAP Concur至今的两年里，罗宾逊全

球物流因差旅所产生的费用支出呈现逐年下降趋势；此

外，数据分析技术为管理层提供了更加清晰、可靠的数

据，而统一的审批流程也帮助罗宾逊全球物流加强了费

用开支的合规性，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可管可控。

“数字化的财务流程是罗宾逊全球物流财务发展的必然趋

势。SAP Concur为我们提供了能满足需求的智慧化费用

管理方案，凭借其突出的自动化技术，助力打造更加集中、

统一、透明、合规的费用管理流程，且与我们重视全球数

字化进程的理念不谋而合。”

—— 罗宾逊全球物流亚洲财务总监 Keat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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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concu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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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 C.H.Robinson zhCN (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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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 SAP Concur

SAP® Concur® 是全球领先的差旅管理、费用报销和对公支付整

合解决方案品牌，我们致力于简化相关流程并不懈推进自动化。

倍受好评的SAP Concur移动应用让每次商务旅行轻松便捷，将数

据同步到费用报告，并自动审批对公支付。通过整合近乎实时的

数据，由人工智能对100%交易审计稽查，企业能准确获取开支信

息，无需担心预算盲点。SAP Concur解决方案能消除过去的繁琐

任务，让现在工作更简捷，助力企业实现卓越运营。

http://www.sap.com/corporate-en/legal/copyright/index.e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