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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书概要
在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作中，财务管理者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企
业要想提高生产力、效率和附加价值，必须进行战略投资以助力业务和员
工发展，这一过程也必须有财务管理者积极参与并发挥作用。 

与此同时，移动和数字技术的进步正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采购权直接赋予员
工。对于财务管理者来说，这种先进技术所带来的巨大变化导致企业管理
员工差旅费用变得更加困难。 

有不少财务管理者时常会觉得力不从心：他们想助力业务取得成功，却被
纷繁的财务目标和工作分散了注意力，进退两难。但事实上，我们研究发
现，很多具有战略思维的财务管理者不仅能更广泛、更深入地参与到制定
企业战略和运营决策，也能够通过创新型的解决方案，将他们从日常财务
管理冗杂的任务当中解脱出来，为整个公司的转型和发展做出重要的贡
献。 

2017年7月，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咨询公司对中国企业的财务
管理者展开调查，从财务转型和战略创新两个方面，就企业差旅和
费用（T&E）管理的相关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研究。在本次研究当
中，Forrester通过在线问卷的方式，访问了100位来自中国大型企业的财
务管理者。本次调查也是Concur在2016年9月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
所进行的一次全球范围调查活动的一部分1。

财务管理者制定的决
策更具战略性，也更
贴近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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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推动业务增长和创新以及更有效的赋能员
工，财务管理者必须以战略的视角来看待企业差
旅和费用管理 



CFO正在通过数字化改写商业规则
很多公司都已从不同层面开启数字化转型之路。具有现代思维的CFO们也
不例外，他们已经开始使用创新性技术重新定义业务模式，并将转型的重
心着眼于改善员工体验、自动化相关工具和流程以及通过数据整合、合作
伙伴应用整合来创建一套财务大生态系统。

具有数字创新思维的CFO们正在以下四个维度上重新制定各自的商业规则2 
（参见图 1）。

 › 数字化体验：打造简便、有效、有情感的员工体验。财务管理者通过新
技术预测员工的需求，并在员工需要的时候及时伸出援手，从而实现超
出员工预期的结果。例如，使用创新性财务应用程序来跟踪不断变化的
员工期望，并在充分了解员工整体情况的前提下与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
互动，而不是根据员工的最近的某一次行为做出判断。 

 › 数字化运营：聚焦为业务和员工带来增值的运营。财务管理者在确保财
务部门整体运作有效和高效的同时，还应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提升业务和
员工的有效运营上。例如，财务管理者可以通过合适的工具和有效数据
洞察来赋能员工，从而支持他们有效的完成业绩和更好地服务客户。

 › 数字化生态系统：建立平台及合作伙伴的生态系统，实现加速发展和规
模效应。对数字化敏感的财务管理者会通过建立数字化平台来巩固和加
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合作伙伴的能力，减少资金和
人力的投入来实现企业快速增长。例如，通过引入云解决方案和开放业
务API，将数字经济纳入到CFO的工作范畴之内。将财务管理中的非核
心能力交予合作伙伴，从而能够在快速建立新体验的同时，释放出更多
的资本并转移风险。

 › 数字化创新：打造运营与体验相结合的数字化创新。具有创新思维的财
务管理者可以快速发布新技术并在运营中逐步对其加以改善。他们同样
知道如何使用企业大数据和数据洞察力来实现渐进式创新，从而帮助企
业和员工取得成功。例如，数据与实践之间不免存在差异 – 通过渐进式
的创新缩小数据与实际的差异，其成为一个闭环，从而创建一个以洞察
为驱动的创新文化。这也包括应用数据和分析工具来管理和预测财务支
出及风险。

“通过数字化的创新手段，我们
的财务团队角色逐渐发展成
为为企业创造更多价值的业务
伙伴。”

 费斯托(中国)有限公司CFO，
陈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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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具有数字创新思维的CFO正在改写商业规则 

资料来源：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7年8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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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正在颠覆差旅和费用管理流程 
数字技术让消费者能够以简便、易用、触手可及的方式进行购买并与商家
互动。现在许多消费者对办公系统和政策也存在着同样的期待 – 差旅和费
用管理解决方案和政策也不例外。中国的消费者常常会引领对产品需求以
及体验的创新，他们接受新技术的速度更快，几乎随时都在期待着新体验
的到来3。在这些数字技术不断进步的影响下，员工的消费偏好给中国企
业带来了更大的压力，迫使企业必须要推行效率更高和更有效的差旅和费
用管理流程和解决方案。我们这次调查的企业规模在3,000人以上，在差
旅和费用管理方面遇到的挑战也反映了大企业的一些痛点和通病，其中主
要挑战包括（参见图2）：

 › 通过孤立的系统对企业费用进行跟踪和管理。对中国的企业来说，整合
信息孤岛来实现实时准确的财务报告还是一个相对较大的挑战。孤立系
统需要较长时间来进行整合及合并，在无形中也增加了从分散的系统中
捕捉到相关的数据洞察的人力成本。 

 › 对企业的差旅支出缺乏可见性和控制。大型企业中的费用管理是一项庞
大的任务。近60%的受访企业表示他们企业的支出中有10%-30%都与
差旅相关。这不仅为CFO带来了巨大的管理任务，而且在没有解决方案
能够帮助提高可见性和控制的情况下，企业整体支出的准确性以及财务
预测都会面临极高的风险。

 › 提交所需文件、审批和存档花费大量的时间。员工是企业最大的财富。
让员工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同时去掉繁琐、重叠的内部流程是提升整体
竞争力的方向。如果没有妥善的费用管理流程，员工就不得不花费额外
的时间管理支出，而这些宝贵的时间原本可以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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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的中国受访企
业认为“通过孤立的
系统对企业费用进行
跟踪和管理”是差旅
和费用管理方面遇到
的最大的困难

图 2 中国及全球企业在差旅和费用管理方面面临的挑战

调查群体：100位中国企业财务管理者
(其中各行的颜色代表每种挑战在不同地域间的差异)
资料来源：中国数据：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7年8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资料来源：全球数据：Concur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6年4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通过孤立的系统
对企业费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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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43% 37% 35% 33%

30%29% 34% 25% 33%



对于中国的CFO来说，促进收入增长和推动业务战略是他们工作的重要组
成部分（参见图3）。这就意味着支持业战略并与业务战略和目标保持一
致是大部分CFO的重要议程。然而，我们的调查结果表明，财务管理者在
工作当中仅有20%的时间是用在支持企业增长和战略上面。这就发出了一
个更为强烈的信号：那就是财务管理者们急需拥有一个高效的差旅和费用
管理解决方案来释放他们日常管理的负担，以保证他们能把有限的时间和
精力放在对于企业发展来说真正重要的事务上。在涉及到财务管理相关的
工作内容时，我们发现“成本控制和现金流管理”被财务管理者列为最具
有挑战性的责任，而且有50%的受访者将这一责任作为财务管理者日常工
作中的三大挑战之一。

31% 28% 19%

27% 26% 16%

13%

18% 19%

8% 9%

24%

10% 5%
10%

6% 10%
4%

5% 4%
6%

图3 中国的财务管理者承担着更多与企业战略相关的职责与目标

“以下哪些财务目标或职责对您的企业来说是最具有挑战性的？”

排名第一 排名第二 排名第三

促进收入增长

推动业务策略

业务相关
指标

财务相关
指标

成本控制/现金流管理

风险控制

定价分析/财务分析

推动合规性

简化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调查群体：100位中国企业财务管理者
资料来源：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7年8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中国的财务管理者承
担着更多的战略性职
责；然而他们花费在
这方面的精力却只有
20%

与企业目标和战略保
持一致是中国的财务
管理者最具有挑战性
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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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定价及财务分析

16%
合规

15%
风险

13%
流程效率

21%
战略和收益

19%
费用及现
金流



61%的公司认为新
的税务政策，比如电
子发票的逐渐应用将
给企业费用管理带来
新的挑战

“对于贵公司最近一次差旅报销系统方面的投资，该决策的主要驱动因素是什么？”

图4 最近差旅报销系统投资的关键性驱动因素

调查群体：100位中国企业财务管理者
资料来源：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7年8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17% 提高可视化和数据访问能力

21% 提升分析和报告能力

25% 提高流程效率

35% 自动化/削减人工流程

39% 提高员工工作效率、产出和满意度

68% 改进合规性

77% 节省成本/降低成本

17% 更好地连接第三方应用程序

领先企业采用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
的主要原因
当财务管理者着手解决由于数字化颠覆给差旅和费用管理所带来的挑战
时，他们发现了下列能够推动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投资的关键驱动因
素（参见图4）。

 › 节省并降低成本。对于大部分财务管理者来说，任何形式投资的最初推
动因素都和成本相关。接受调查的财务管理者中有77%的人明确表示降
低成本是投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的最主要推动力。

 › 提高合规性。在这次对中国财务管理者的调查中，合规性表现得极为突
出。68%的财务管理者期望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他们的员
工更好地遵守相关政策；而在全球性调查中这一比例仅为34%。2017
年7月1日出台的增值税发票新规定表明了中国政府帮助企业消除假发
票、减少违规报销情况的决心。许多企业都已经或者正在筹备升级自己
的系统以遵守新的政策规定4。

 › 提高员工的生产力、接受程度和满意度。在当今员工的个人生活中，利
用不断升级的数字化设备和数字化体验来完成日常所需已经不是新鲜
事。因此，员工会很自然的期望企业的办公系统也能拥有相应的创新和
形式来提升他们的体验和工作效率。实际上，83%的财务管理者相信，
如果企业无法提供与员工在个人生活中类似的数字化体验，员工对企业
内部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的不满就会进一步增大。 另外，企业通
过赋能员工，建立信任机制也能够大幅提升员工的满意度。费斯托(中
国)有限公司的CFO陈建成说：“我们采用差旅费用解决方案的一个重
要方面就是要员工能够自主的去掌控和管理费用，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和费用管理的满意度。”

除了节省成本，提高
合规性和员工满意度
是推动财务管理者决
心改进差旅和费用管
理解决方案的主要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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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领导者正在寻求创新型的差旅和费
用管理解决方案
为了了解企业对目前差旅和费用管理方面存在的关键挑战和驱动因素，我
们也让受访者们分享了他们现有的差旅和费用管理系统所具有的优势以及
这些优势如何能够帮助他们解决企业和员工所面临的问题。超过半数以上
的企业目前正在使用或计划使用基于云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差旅和费用
管理系统（71%）、应付账款系统（60%）、以及财务系统（54%）。他
们认为云解决方案大大加快了部署和上线速度，使企业能快速应用并不断
更新迭代。除了采用云技术本身带来的好处之外，创新型的差旅和费用管
理解决方案还能帮助企业实现以下优势：

 › 通过数据整合和分析实现更加准确的报告。经过改进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
决方案必须能够在整个企业范围内整合数据并以实时的方式提供更为准
确的支出状况报告。50%的企业将这一点视为首要的优势（参见图5）。
为了让报告更加准确和及时，在部署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时必须要
具备强大的内外部平台数据整合能力和强大的处理能力。具备这样的特
性可以让财务管理者进行实时跟踪和财务分析，从而更明确了解实时的
差旅开支情况。

 › 简化审批流程，缩短报销周期。有效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不仅能
够更好、更快地帮助员工管理自己的支出，还能够帮助财务管理者简化
审批流程。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的财务本部总监解欧说：“电子
化的审批流程能够帮助我们简化并统一不同区域的财务管理流程，在节
约时间和成本的同时，大幅提升财务管理效率。”另外，简化审批流程
的复杂性将有助于员工更好地遵守差旅和费用管理规定。实际上，46%
的财务管理者相信缩短报销周期将有助于员工进一步提高对差旅和费用
管理制度的遵守程度；79%的财务管理者则相信智能数据分析工具能够
更快地发现和解决问题，从而有助于加速整个审批和报销的流程。

 › 增加自动化程度。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纸质记录及凭证的减少和随
之而来的电子流的增加。缺乏自动化流程会导致管理者和员工在差旅和
费用管理过程中出现人为失误的几率增加。人为的介入越多，花费在解
决差旅和费用管理问题上的时间就会越多，从而导致花费在更有价值任
务上的时间越少，这对于财务管理者和员工都是如此。我们的调查结果
表明，有38%的财务管理者将自动化视为他们当前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
方案中的前三位主要优势之一。 

许多中国的成功企业正在收获差旅和费用管理解
决方案所带来的好处：更准确的分析和报告、更
短的报销周期以及更高的自动化程度



“您认为当前贵公司差旅报销解决方案最主要的优点是什么？”

图5 通过数据整合和分析更准确的报告实时费用情况是差旅报销解决方案最主要的优点

调查群体：100位中国企业财务管理者
资料来源：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7年8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21% 提高员工生产效率和满意度 

24% 通过用合作伙伴扩展差旅报销系统的价值 

28% 能够在独立解决方案中管理差旅报销和发票

38% 增加自动化，减少纸张和不必要的流程

41% 提高流程效率和更快的报销周期 

50% 通过数据整合和分析更准确的报告实时费用情况

“通过使用改进的差旅费用解决方案，贵公司能够实现或预期实现的业务目标有哪些？”

图6 更新差旅费用管理方案带来了多种商业价值

调查群体：100位中国企业财务管理者
资料来源：Concur中国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7年8月开展的一项研究

54% 减少发票处理时间和报销周转时间

55% 推动与现有系统的集成，以更准确地查看员工的费用支出

58% 减少差旅报销方面的时间，提升其他方面的生产力

60% 促进公司内部遵守公司差旅报销政策

66% 更好地遵守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要求

70% 简化流程并降低报销提交的出错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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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版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对于
改善企业经营的意义
以帮助企业实现战略目标为核心的现代的财务管理者已经意识到，改进或
升级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不仅仅能够实现成本控制或者开支节省等一
些财务相关的优势，更能够帮助企业制定战略决策、提高业务运营效率以
及改善员工体验。中国企业的财务战略管理者期望能从升级版的差旅和费
用管理解决方案中获得以下优势，从而改善企业运营：

 › 降低复杂性和出错率。改良的工具和流程能够帮助员工以更加方便和准
确的方式提交费用报告，让财务管理者能够从整体上花费更少的时间来
核对费用支出的精准性。70%的财务管理者将这点视为升级过后的差
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所能够带来的最大优势（参见图6）。整个费用
管理的复杂程度越低，所需要的处理时间就会越短，报销的速度就会越
快。53%的财务管理者认为简化差旅的申请和报销流程是提升员工体验
的关键因素之一。 

 › 提高企业对内和对外的合规性。提高合规性是大部分财务管理者的重要
议事日程。对于大型企业来说改善合规性就意味着加强企业管理的标准
和规则，实现有效的费用管控及合规。比如，跨国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在
实践企业合规管理的时候，有两件事情通常会遇到：（1）如何建立一
套本地化的差旅和费用管理制度来符合当地税务机关的相关规定；（2
）当因公司内部事务或海外业务需要员工进行国际出差时，如何进行国
际差旅的合规设置使其符合企业对到访国家制定的相关财务规定。

 › 缩短在财务报销方面所花费的时间。无论对财务管理者还是员工来说，
花费在费用管理方面的精力越少，就意味着有更多的可支配时间应用到
影响企业运营的核心业务中。这一结论贯穿在我们研究报告的整个内容
当中。提高生产效率可以推动员工满意度提升 – 58%的财务管理者认
为这是企业采纳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给员工带来的重要优势之一。
因为高效的解决方案可以使员工更好的专注于主营业务，为自己提升业
绩，为公司提升价值。

中国的CFO正在寻找升级版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
决方案以推动流程创新、提高合规性和改进工作
效率 

“通过对公司差旅和费用管理方
案的创新性升级，我们整个中
国区的费用管理实现了标准
化。改善后的系统不仅帮助我
们的员工减少错误、简化审批
流程，也推进我们的员工行为
更加合规。”

 安斯泰来制药(中国)有限公司
财务本部总监，解欧



总结建议
通过采用基于云技术的解决方案实现差旅和费用管理流程的现代化可以帮
助财务管理者对企业的差旅费用实施有效的管控；让企业员工能够在快速
高效地管理他们的差旅需求和费用报告，同时获得更好的体验。下面，我
们根据此次对中国财务管理者所做的调查提出以下总结建议：

通过基于云技术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实现成本节省和合规。数字技
术能够优化费用管理。基于云技术的差旅和费用管理系统能够将财务系
统、供应商、第三方解决方案连接在一起，实现财务大数据的无缝整合。
通过差旅和费用管理流程可以指导员工（在支出前、支出中和支出后）做
出正确的决定，从而推动合规性的进一步提高。

从数据中挖掘更多的信息。使用现代化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的报表和
分析能力对员工费用的支出模式进行分析和监控，来持续改善企业差旅和
费用管理实践。不断探索能够扩展分析能力的机会，以便能够更加充分的
了解企业的费用支出模式—不仅是要了解支出了什么，而且还要了解在哪
里支出、如何支出、由谁来支出等。了解这些特性将有助于财务管理者从
财务和战略两个角度进行企业费用的管控，同时还可以赢得员工的信任和
支持。

提高费用管理的效率、缩短周期。财务部门和差旅归来的员工都不愿意在
费用报告或报销审批上花费不必要的时间。使用现代化的差旅和费用管理
解决方案可以实现数据收集、报告处理、审批和报销过程的自动化，从而
节省时间，提高效率。

让员工积极参与费用管理。数字化时代的员工很容易接受一款具备消费等
级体验和移动化体验的差旅和费用管理解决方案。有了这样的解决方案，
员工就可以非常方便地完成差旅预订、花费最小的精力记录支出、并快速
地完成报销过程。在制定差旅和费用管理政策的过程中，询问员工的意
见，做出更加明智的差旅决策，使员工在充分遵守企业规定的同时营造积
极的商务差旅和费用管理体验。

10  |  2017差旅及费用管理：企业数字化创新之路



附录 A：研究方法论
Forrester咨询公司对100家中国企业的财务管理者展开调查，从财务转型
和战略创新两个方面，就企业差旅和费用管理的相关问题和挑战进行深入
研究。每位参与调研的受访者都接受了一份小礼物以感谢他们花费时间参
与研究。调查工作于2017年8月结束

附录 B：受访人员相关信息

9%

10%

36%

45%

“全球范围有多少员工在您的公司/组织工作？” “以下哪项的描述最符合您的职位？”

3,000〜9,999名员工
54%

20,000名以上员工
15%

10,000〜19,999名员工
31%

企业高管（如：首席财务官）

副总裁（负责一个或几个大型部门）

经理（管理具体业务团队）

总监（管理一组经理和高层次专业人士）

附录 C：尾注
1 资料来源：“Financial Leaders Must Embrace T&E Solutions Strategically To Drive Growth And Innovation， 
Concur委托Forrester Consulting于2016年4月开展的一项研究（原文链接：https://www.concur.com/en-us/
resources/take-travel-expense-management-digital-era?pid=pr&cid=20172）

2 文章内容和数据来源于Forrester报告：“Digital Rewrites The Rules Of Business”，2017年4月
3 Forrester Consumer Technographics® Online Benchmark Survey，2016
4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原文链接： http://www.chinatax.gov.cn//n840303/c2691052/conten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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