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Manage 端到端 e 采购
8Manage 可对采购每个环节进行严密的跟踪与管理，

从需求到交付，对企业采购执行过程进行科学管控，

把采购中人为干预的程度降至最低。



现代企业离不开采购，随着客户需求的多元化与企业的发展壮大，采购管理在企业管理中日益重要。采购

涉及到供应商之间的竞争以大量金钱交易，企业极需准确实时的信息化平台对采购进行科学、透明化的管

理。8Manage 可对采购每个环节进行严密的跟踪与管理，从需求到交付，对企业采购执行过程进行科学

管控，把采购中人为干预的程度降至最低。

8Manage 端到端 e 采购科学地管控采购的重要脉门

采购需求 采购计划 预算与成本 收货与付款

端到端 e 采购

供应商产品的合格率

A
B
C
D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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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 可以从客户需求的源头控制企业的采购需求与计划，每一个采购需求量都有据可

依，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合规的多采购或少采购的情况，从根本上减少人为干预而导致的不必要的

损失。系统支持从客户合同自动生成采购需求，根据不同的采购需求分派不同的采购负责人，企

业也可以通过 8Manage 的产品库功能分析产品的细分需求，通过 BOM（物料清单）功能进一

步分析具体的物料需求并生成详细的采购计划，同时系统支持把采购计划导出 PDF 报表以方便

进行汇报或其它核对工作。 

• 支持从客户合同自动生成采购需求与计划 　　　• 支持按部门、费用等级等设置审批流程 

• 自动校验采购预算并审核 　　　　　　　　　　• 按预设条件自动分派采购负责人 

• 支持基于 BOM 单的采购与一次性物资采购 

严格控制和管理好采购成本才能获得战略性的竞争优势。8Manage 可自动计算基于 BOM

（物料清单）的采购成本，自动校验采购预算，核对无误的预算才能提交给上级审批，并且可以

根据不同的成本及预算总额设置不同的审批流程。例如：在采购前企业可通过 8Manage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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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购需求与计划

2.  采购成本与预算

眼镜（１副）

镜架（１）

镜架（１） 鼻托（２）

镜片（２） 镙钉（２）

镙钉（２） 镜腿（２）

眼镜ＢＯＭ采购需求管理

采购需求

采购预算

物料清单

审批状态



进行采购成本预测，可通过产品模板及 BOM 单的形式添加和导入产品，系统会自动计算每个产

品的成本并自动生成采购需求。系统还可以自动获取生效的报价信息统计预测的采购成本，所有

账目实时汇总，清楚明了。 

• 支持采购成本预测与回报规划 　　　　　　　• 自动统计与汇总每个采购环节的费用 

• 自动汇总采购订单与供应商的收款单据 　　　• 提供完整的产品库存成本 

• 实时记录与跟踪供应商的销售单状态 

当采购需求及计划确定并且采购预算通过审批后，企业即可提交采购申请并进行采购立项。

8Manage 可为不同的采购申请设置不同的审批流程，并按照不同的采购类别或供应商等级等条

件分派不同的采购负责人。对于每个采购申请，系统都支持多种受理方式，如接受，转交或退回等，

对于采购立项，企业可按需设定采购的具体负责部门，起始与结束日期，具体的交货日期，成本

分摊等规则。此外，系统还支持拼单与批量订单，极大地减少采购人员处理订单的工作量和提高

采购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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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采购申请与立项

PPM 我的工作台　　　　　　　　业务

采购产品
总成本

产品数量汇总
（按地区）

采购平均
单位成本

供应商产品
拒绝率

供应商交货
退货率

$$

我需留意

　我的概览

　我的报表
 

导航视图

公开申请

我需留意　　采购饼图分析报表　　采购分析表（柱状图）　　招标进度表

供

$

我的概览

我的报表

导航视图

公开申请
300000

100000
80000

50000
20000

服务器 电脑 会议设备 办公用品 办公手机

采购产品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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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 可实现全方位的采购产品库管理，全面准确地记录产品的具体信息，每个产品的采购

历史及采购价格，并且根据供应商的报价与历史采购价自动识别产品的基准价，自动计算每个报

价与基准价的偏差。采购负责人提交采购申请给上级审批的时候系统会自动附上供应商与基准价

的偏差信息以供管理者更快捷深入地了解采购的每个关键要点，快速做出准确的决定。

4.  采购产品清单

采购需求管理

负责部门

起止日期

交付日期

采购方式

采购预算

正式招投标

集中式采购

快速询比价

优先使用库存

权限信息 成本信息 采购历史 价格信息

采购产品管理

息

历史价格波动

600

100

200

0
１月　　２月　　３月　　４月　　５月　　６月

电脑主板 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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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处：

 （1）方便用户操作

 （2）方便集合采购申请实行中央议价及采购

（3）方便花费分析 

8Manage 支持从以下方面管理采购产品： 

• 记录与维护产品的基本信息：如产品类型、编号、成本等 

• 产品的权限管理：采购负责人可查看所有产品信息，而财务人员只能查看产品价格信息 

• 自动统计产品的单位成本及总成本 

• 自动追踪及汇总产品的所有历史采购记录 

• 自动识别产品的基准价并计算报价与基准价的偏差 

• 可按需自定义产品信息页面的字段 

• 可按照产品类型灵活自定义所需的字段 

• 可创建产品文档库，系统自动记录和追踪每个文档的查阅情况 

• 可自定义查询条件查找相关的产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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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采购定价过程管理

图片 名称 申请数量 供应商 单位 单价

奶粉 (PN072)
描述：

邀请供应商
12

友人供应有限公司（已审批）

北京钱三供应有限公司（已审批）

基良供应有限公司（尚未提交审批）

pieces

pieces

pieces

人民币     125.00

人民币     125.00

人民币     120.00

奶粉 (PN072)
描述：

邀请供应商
12

远光劳保用品有限公司（已审批）

基良供应有限公司（尚未提交审批）

友人供应有限公司（已审批）

pieces

pieces

pieces

人民币     100.00

人民币     88.90

人民币     80.90

开始时间： 2017-01-19 四            14     ：   50

报价结束后不允许供应商响应

状态：已完成

结束时间：  2017-01-21 六            23     ：   00

更改状态：    开始

第 1 轮 竞价报价请求

第 1 轮   ｜   第 2 轮  

共找到 2 个商品

1

1

3

3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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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 支持全方位的采购订单执行管理，系统可自动生成采购订单，通过供应商自助平

台或电子邮件自动发送给供应商，供应商可在线接收和审批采购订单。双方确认无误后供应商便

可开始订单的具体生产与交付安排，供应商可在线提交订单执行的进度及问题，企业采购负责人

可第一时间获知具体情况并及时解决问题。订单生产完成后，供应商可按照企业的发货要求在线

提交发货安排以便双方做好出货及收货的准备工作。交付完成后，供应商可直接在已审批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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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采购订单执行管理

PPM 我的工作台　　　　　　　　业务

执行与付款供应商确认采购比价审批订单生成订单

采购价格的监控是整个采购过程的关键。8Manage 根据企业的不同需求支持不同的定价方

式，帮助企业以最高效的方式获取最优的采购价格。企业可设置按最低报价 / 历史平均价 / 最低

采购价来确定基准价，系统会自动按预设条件识别基准价并自动计算每个报价偏离基准价的程

度，帮助企业准确快速地了解物料价格的波动。

8Manage 支持以下不同的定价方式： 

• 快速询比价：适用于采购金额较少，标准化采购产品（或简单），采购时效较短的情况 

• 持续要约报价：可用于大规模采购或周期性的长期采购（如酒店常用物品的周期性采购） 

• 多轮竞价：需要通过货比 N 家以获取最优的采购价格，更好地控制采购成本 

• 招标竞价：较大金额或较复杂的采购项目或非标准化的产品及服务的采购 

• 框架合同的协议价：已和供应商签订框架合同可直接按照框架合约的协议价进行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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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 支持以下方面的订单管理： 

• 采购订单的生成：由采购计划直接生成采购订单，也可以直接从框架合约中添加采购订单 

• 采购订单的审批：按需设置采购订单的审批流程，可通过手机或邮件审批和查看采购订单 

• 采购订单的价格：提供采购价格与基准价的差异提醒，采购成本超支预警 

• 采购订单的发货：可按需设置发货计划，支持分批发货 

• 采购订单的发票：可自动在已审批的采购订单页面生成采购发票并发送给采购负责人 

• 采购订单的付款：可按需设置付款安排，支持分期付款，也支持根据付款安排和收货单生

成销售单并依此进行付款

8Manage 可实现采购合同的电子化管理，支持在已审批的采购申请页面或最终审核通过的

电子招标页面自动生成电子采购合同并在线或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供应商。系统会实时追踪和记

录此电子采购合同的生成、接收、审批和执行过程与结果。并且系统支持通过电子服务水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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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采购合同管理

预算与费用

采购合同

条款 合作

交付与验收 质量水平与罚款 合同生成

结算 发票与付款 绩效评估

成

采购申请 招标

合同生成

订单页面生成电子采购发票并通过系统自动发送给企业采购负责人。系统会实时记录采购订单的

整个执行过程，所有的执行问题都可追溯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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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LA）管理采购合同的执行与交付，可按照设定的准则与条件对此合约进行评分，评分将会显

示在供应商列表，可作为供应商考核的重要依据，还可自动采集供应商合同履行情况作为供应商

绩效评估的依据，科学公正地评估供应商的表现。

8Manage 支持从以下方面管理电子采购合同： 

• 支持常规合约与框架合约  

• 电子采购合同的生成记录  

• 电子采购合同的具体履约信息  

• 支持电子采购合同的关键事件提醒 

• 实时追踪电子采购合同的进度与结果（如交货情况和付款情况等） 

• 支持多种付款方式： 

 （1）根据合约项目的里程碑来安排付款  

 （2）按照指定日期安排付款  

 （3）根据工程进度（系统支持采用公文流转报告进度的方式）自动生成付款单并依此进行付款

采购产品与服务的交付情况多变复杂，稍有不慎就容易出问题，导致无法按时交付或金钱上

的损失。8Manage 提供严密的流程与监控机制管理整个交付的过程，记录与跟踪交付的具体进

度与状态，及时解决交付过程中的各种问题以确保交付的顺利完成。

9

8.  产品与服务的交付管理

企业

供应商

发货

收货 质检

入库退货

• 电子采购合同的模板管理

• 电子采购合同的审批记录

• 支持电子服务水平协议（SLA）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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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 可管理产品与服务交付的全过程，主要有以下几大方面： 

（1）交付前：

• 企业采购负责人与供应商可在线沟通具体的发货安排与时间，系统会自动向收货负责人发

  送收货提醒 

• 如供应商无法按时按量交货可在线向企业采购负责人反馈，双方及时沟通并解决问题 

（2）交付时：

• 企业按照采购订单 / 合同的规则和要求进行质检和验收，支持处理超量交货、少交货及交

  错货等问题 

• 系统可自动生成质检结果与质检单 

• 系统可根据质检结果自动统计货品的合格率及退货率 

（3）交付后：

• 系统可自动转换产品的收货单位与库存单位，进行产品入库、库位管理、库存结存、盘点

  及调拨管理等 

采购订单 / 合同完整交付完

成后，供应商可把自动生成的电

子发票通过系统自动发送给企业

采购负责人，企业可根据此电子

发票生成付款申请，付款申请审

批通过后即可进行付款安排。系

统支持不同的付款方式，可分期

付款，可一次性支付多张电子发

票，并且系统会多维度跟踪付款

进度和状态（如按照采购订单的

时间，负责部门，供应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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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产品与服务的交付管理

采购合同

付款申请

付款审批

执行付款

80%

逾期未付

实时追踪付款状态

采购单

采购单

采购单

采购单 30%

已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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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总部
电子邮件：sales_gz@wisagetech.com

联系电话：+86-20-3873 1114

中国香港
电子邮件：sales_hk@wisagetech.com

联系电话：+852-6919-6665

美国
电子邮件：sales_us@wisagetech.com

联系电话：+852-6919-6665

高亚科技 (广州) 有限公司   www.8manage.cn

8Manage 为企业管理提供标准产品和定制服务的最佳组合，在亚洲有超过 500 家企业正在使用我们的以下模块

（包括本地部署或 SaaS）：

8Manage PPM：项目和项目组合管理

8Manage 工时表：资源时间和成本管理

8Manage SRM：供应商管理、电子采购和电子招标

8Manage ERP：企业全自动化

8Manage CRM：企业客户 CRM 和零售业务 CRM

8Manage ITSM：服务管理

8Manage HCM：人力资本管理

8Manage OA : 办公自动化

8Manage EDMS : 电子文档管理系统

8Manage 看板：可视化的敏捷和精益

扫码关注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