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ovisint成功案例

公司背景

为提升上海汽车国际经营的能力，搭建境外业

务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全资设立了上海汽车香

港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SAIC HK ）。公司注

册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注册资本990万美元，

主要经营范围：从事整车及关键零部件的国际

贸易、投资、技术及服务贸易、培训及咨询等。

 
业务挑战

SAIC HK与上海大众（以下简称SVW）签订了合作

协议，成为其欧洲零部件的采购代理商。SVW
的零部件采购很大部分来自海外。由于进口件

的采购比重过大，生产筹措阶段和运输周期变

的很长，这就对要货计划的准确性和及时性方

面有了较为严格的要求；其次，对长途运输过

程中的货物跟踪，以及可能发生的意外损耗等

问题，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都很难把控。一系

列不确定因素的形成，都有可能会给买卖双方

造成不小的损失和麻烦。SAIC HK 和SVW在共同实

践摸索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必须通过正规

的信息化管理来取代现有的纯人工作业，以最

SAIC HK 海外采购协同平台     

大程度的避免整个采购过程中各环节的错误发

生率。

要想找到完全匹配自身业务需求的系统解决方

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如果在某个功能

相近的标准系统上做二次开发，非但会造成投

资成本的上升和现有功能的浪费，同时也会给

今后系统的维护和升级等造成一定的限制。由

此可见，为SAIC HK与SVW定制开发一套专属的海

外采购平台系统，是最为合适的选择。在项目的

前期选型调研中，SAIC HK选择了Covisint和GEONG
两家企业进行供应商的资质评估。Covisint凭借

着在汽车行业的资深经验、覆盖至全球的汽车

工业网络平台、灵活的外包解决方案，以及强

大的技术支持团队等显著优势，一举拿下了该

项目。

解决方案

无论是SAIC HK、SVW，还是海外第三方物流，都

通过该采购平台进行信息的发布、查收和跟踪。

SVW的订单通过EDI发出，系统自动接收进入系

统。SAIC HK在收到来自SVW的预测计划后，系统

将其锁定为5周左右的计划，经由SAIC HK审核后，

生成发布给海外第三方物流（以下简称W+W）

的要货计划。W+W根据要货计划，组织发货后，

登录系统填写发运信息，包括发运零件、发票

号、订单号、发货数量、发运号、船号、提单

号、预计离港到达时间等。SAIC HK的工作人员根

据W+W填写的发货信息，生成SVW所需的发货

单。系统从W+W的发运信息中自动抓取相关信

息，减轻SAIC HK工作人员的工作负担，提高效率。

在整个运输过程中，SAIC HK和SVW的工作人员都

可以登录系统进行跟踪信息的查询。系统还会

对关键节点设定预警，如果时间已到，而相关操

作还未进行，系统会自动告警。货物顺利抵达

目的地港口码头，清关完毕，最终运输至SVW。

系统会以EDI的方式把生成的销售发票自动发给

SVW，进入其ERP系统。

除了上述的订单管理、发货跟踪管理和发票管

理外，系统还追加了索赔管理功能，主要起到

记录和历史记录查询的功能。每一笔索赔的发

生，SAIC HK都会对其索赔的数量、金额等进行记

录；SAIC HK、SVW和W+W三方也都可以对索赔的

历史记录进行查询。其次，系统中还包括了主

数据维护模块，其中包含了合同、零件、包装

信息、价格和质量等主数据，用于对系统数据

的校验处理。

项目成果

该套定制开发的采购协同平台，帮助客户从最

初的要货计划到最终的索赔流程，进行了一站

式管理和跟踪。通过系统，统一操作流程，强

化管理，操作节点状态一目了然。在减轻了操

作人员工作负担的基础上，工作效率却有了很

大的提高和改善。项目的成功得到了SAIC HK和
SVW的一致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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