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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有时是一件耗时、低效的苦差事，
尤其当需要电话、电子邮件、纸质目
录和传真等多种方式手动处理商品和
服务问询时就更是如此。为了帮助企
业以适当的成本及时采购商品和服务，
Oracle NetSuite 提供了下列功能：
• 用更为自动化的流程节省员工的宝贵

时间。
• 将采购引向已审批的供应商并使用预

先商定的合同，从而降低成本。
• 呈现有关公司支出和供应商绩效的实

时信息，提高可见性。

 

ORACLE NETSUITE 
采购解决方案
有效地管理供应商关系、理顺“寻源到付款”流程并控制支出

主要优势
• 实现审批过程自动化

• 执行有效的采购协议

• 跟踪供应商绩效

• 集成原生事务流

• 从采购仪表盘获得全方位信息

通过增强审批、自动化并关联关键事
务处理、建立相应的工作流程以满足
合规性，公司可理顺寻源到付款流程
并提高采购准确性。

www.netsuit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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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管理
Oracle NetSuite 基于三大支柱产品构建而成：
• CRM

• 财务管理
• 电子商务
然而，CRM 的关系管理要素不仅适用于客户，
还适用于与销售线索、潜在客户、现有客户、
合作伙伴、员工和供应商之间的所有沟通。
与供应商达成更密切的关系是供应商管理的
关键要素之一。

对于您在 Oracle NetSuite 中建立和管理的每
家供应商，您可以轻松跟踪：
• 已审批的项目和定价
• 供应商所在地和办公地址  

• 财务数据和采购事务

• 联系人、备注、消息和营销活动等关系信息
• 相关文件及合同
有多个分支机构的供应商
如果使用 Oracle NetSuite OneWorld，您可以
将主要分支机构和任意数量的附属分支机构分
配给一个供应商记录。这对于多个分支机构均
采用同一家供应商的情况尤为有用。查看共享
的供应商记录时，将以主要分支机构的货币类
型显示该供应商的未清账款和未结算账款（所
有已分配分支机构余额的总和）。

Oracle NetSuite 会基于已输入的帐单和已付款
信息计算每个供应商的余额。借助内置报告，
用户可以轻松查看业务供应商的完整信息，如
还欠他们多少、哪些帐单需要支付以及哪些采
购单待付而哪些已经完成。

询价 采购合同

采购申请 采购单

总括采购单

项目接收 供应商帐单 付款

三方一致

寻源

采购

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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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门户
让供应商自由访问在线门户来查看订单信息
和保持联系是提高效率和减少邮件往来的绝
佳方式。授权他们自由访问门户的操作非常
简单，只需选中该供应商记录的复选框并指
定密码即可。

 

项目管理
Oracle NetSuite 提供独特的项目设置功能，
可轻松设置和允许企业只跟踪相关信息—无  
论所采购的项目或服务为哪种类型。在项目
记录中，可轻松按位置识别经过审批的供应
商、定价、采购价格历史记录、成本和使用
情况以及销售和库存的首选计量单位。

寻源
询价
询价书 (RFQ) 是向一家或多家供应商发送的
请求书，要求供应商提供与其所供应产品的
采购合同相关的定价、条款和条件的具体信
息。通常，定价请求是阶梯式的，这意味着
项目购买量较大时，每单位的价格会较低。
如果在指定时间范围内所有采购项目所花费
的总金额达到指定额度，则供应商还可以选
择提供更多折扣。

首先要创建一份 RFQ 来界定项目、定价层次
以及投标的起始和截止日期。然后向供应商

在所有供应商都提交报价后，采购员可以分析
提交的方案，从所有报价中确定整体来讲比较
合适的交易。经过分析后，采购员可以标记从
哪些供应商处采购哪些项目。在采购员为每一
项目均选定理想供应商后，接下来是为即期订
单或采购合同创建采购单供将来使用。

发送 RFQ，让他们阐明并提交其定价、条款、
条件及其报价的其他相关细节。

采购合同
在为公司采购商品时，采购合同功能可帮助采
购经理与采购员采用约定的条款、定价和交付
时间表。举例来说，采购员可以基于年度采购
商品或服务数额自动利用基于数量的条款和折
扣，而不必让各采购单单独采纳条款和定价。

总括采购单
总括采购单可帮助企业提高购买效率和准确度，
并能够降低采购支出。此类采购单将界定在某
个期限内从供应商采购一定数量的项目所采用
的预定价格。总括采购单中将指定项目、价格、
数量、条款和有效期限。

 

采购申请
有权访问采购申请功能的员工可以输入申请，
以便从供应商采购项目、物料或服务。如果启
用了审批程序功能，则可以将采购申请设为需
要主管或审批者批准才能转化为采购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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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供应商的偏好，可将 Oracle NetSuite 设
定为在审批后自动发送电子邮件、传真或打
印采购单。
工作流程审批
如果使用审批程序，则输入的事务需要先得
到批准才会做处理。举例来说，员工可以输
入一个采购申请，申请购买一台成本为 5000 
美元的新电脑。批准程序将自动确定采购申
请需要谁来批准，然后向其发送相应的通知，
并自动更新事务。

启动审批的方式有三种：
• 原生审批程序
• 标准 SuiteFlow 工作流程
• 定制 SuiteFlow 工作流程

采购仪表盘
采购仪表盘在一个页面上显示经过整合的采
购相关信息，涵盖事务处理和记录。它以报
告、提醒、表格以及其他监视和管理工具等
多种形式提供关键信息。

 

采购
采购
跟踪采购是库存维护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步骤。
通过了解哪些物品已订购、其订购数量及接
收时间，可更轻松地优化库存水平。

Oracle NetSuite 可为合适的项目和数量创建
采购单，还可帮助跟踪特殊订单并支持直接
发货。供应商可以通过供应商门户（通过供
应商门户向他们下订单）访问企业帐户。

直接采购与间接采购
• 直接采购在制造、分销和零售行业比较常

见，指的是采购生产中消耗的原材料或可
转售产品的行为。

 

• 而间接采购是指采购维持业务运转所需的
商品和服务。

• Oracle NetSuite 可处理上述两种情况，提供
管理采购的所有方面所需的所有关键事务。

输入采购单 从采购申请创建采购单

打印采购单，然后
通过传真发送给供应商；

或者通过电子邮件将其
发送给供应商

采购单进入接收队列

输入采购申请

 批准采购申请？

取消采购申请

采购申请需要审批？

采购申请转化为采购单

是

是否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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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通过该仪表盘跟踪组织内部所有部门
全部未完成的事务、供应商绩效和支出情况。  

 付款
项目接收
Oracle NetSuite 接收模块可以用同样的事务
流程灵活地接收来自供应商、合作伙伴、客
户及其他分支机构和位置的项目。

保存事务后，我们可以自动评估进程中的后
续步骤，并通过原生功能或使用工作流程来
标记相应的操作。

供应商帐单
当收到供应商送来的帐单时，将其输入系统
以便跟踪应付账款，然后在到期时从应付账
款列表中进行支付。这样可以在结算周期的
任何时刻提供应付账款的准确信息。

三方一致
供应商帐单批准工作流程会在处理付款之前
先检查供应商帐单是否存在不符合之处。该
流程将验证供应商采购单和项目收据的详
细信息。如果在帐单中发现不相符的情况，
则自动将该帐单发送给指定的主管进行审核
与批准。

三方一致供应商帐单审批工作流程具有下列
优势：
• 通过高亮显示事务之间的具体差异来发现问

题，从而让审批人员或采购员能够快速解决
问题。

发现事务之间的差异，从而保持库存水平。•

 消除成本差异，确保不会为尚未收到的项
目超付款项。

•

 付款
输入供应商帐单并通过三方一致审批流程后，
就可以轻松地在到期时给这些帐单付款。通
过在 Oracle NetSuite 中记录帐单支付信息，
这些付款将作为支出登入总账，并从您的应
付账款总额中扣除付款金额。这样，企业跟
和踪支出记录到期应付款合计的流程就实现
了自动化。

针对已接收项目更新库存

接收采购单上的项目

采购单上的
所有项目均已收到？

采购单进入结算队列

接收订单上的
其他未结项目

   启动了
      提前开帐单？

采购单
保留在接收队列中

的同时进入
结算队列

采购单
保留在接收队列中

是

是

否

否

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系我们

免费咨询热线
400-610-6668
咨询邮箱地址
SALESINQUIRY_CN@ORACL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