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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sint WMP，开拓汽车行业索赔管理的新思路

汽车行业已步入供应链竞争时代，从新产品导

入与投产，工程变更与数据库管理，生产计划

与生产控制，物料计划、供应和库存控制，进

出口物流与通关，入场物流和交付、包装，整

车物流，售后服务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供应链

的管理与应用。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要保持其

供应链的竞争力，离不开高质量的管理。整车

厂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需要在各个管理环

节上保证供应链的顺利运转。而索赔管理作为

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是供应链

运营的短板，要解决“索赔难”的问题，则需要

补齐这个短板。

供应链管理时代，索赔管理结症凸显

目前大多数整车厂对售后索赔业务的管理往往

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即通过人工加上

内部系统管控的方式进行，这种管理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售后索赔业务的基本需求，

但在供应链管理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方式显然

已经不能称之为高质量的管理。

高效的索赔执行和跟踪是做好索赔管理的关键，

如果只是利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这两点是很难

做到的。对此，不妨转换思路，从供应链的角

度来分析，重新审视汽车行业索赔管理存在的

问题及其根源:

1.多方协同，缺少流程化管控

汽车索赔业务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整

车厂向供应商发起的索赔，二是经销商向整车

厂发起的索赔，三是由终端用户发起的售后索

赔。对此，汽车行业内现有的解决方案多为通

过专职人员处理以及内部系统管控的方式。当

经销商向整车厂发起索赔时，必须先通过电话

、邮件等方式将索赔信息发给整车厂，再由整

车厂的专职人员将信息手动录入内部系统。其

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整个索赔业务涉及

多方协同，而各个单元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流

程化的管控。

2.索赔链长，缺少有效连接

终端用户、经销商、整车厂、供应商等多方构

成了一个长的索赔链条。链条上的各个节点虽

可能有内部系统做管控，但其内部系统之间是

不互通的，相互之间信息的传递只能靠人工作

业，换句话说，各节点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

同时，索赔业务的类型多、流程繁琐、多方来

往的信息大、各类索赔条款复杂……这些因素加

大了索赔管理的难度。当索赔业务牵涉到多方

时，大量的人工沟通会导致很多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有效的连接成为了索赔管理的重要诉求。

3.信息不透明、索赔周期长

传统的管理方式对索赔业务只能做到浅层次的

管控。企业的内部系统，追根究底来说只是对

某个索赔事件做了记录，可以查询到索赔事件

的负责人是谁，目前是否完成等简单的信息。

而对于正在执行中的事件的具体状态，在管理

上就鞭长莫及了。目前事件的进度如何、到达

了哪个节点、如果有延误是哪个节点造成的、

延误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信息在整个索赔链上

都是不透明的。合作伙伴之间信息不透明，直

接导致了索赔链运转低效、索赔周期长。

4.索赔对象模糊，责任难界定。

索赔责任的界定问题是汽车行业索赔业务的难

点。例如，很多时候索赔的零部件是一个复杂

件，涉及到多个供应商，整车厂在索赔时难以

界定责任。责任认定的过程往往繁琐、耗时长。

从索赔管理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制约着索赔业

务顺畅运转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没有一个能

够真正实现多方协同的平台，将索赔链条上的

各个节点串联起来，使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

Covisint WMP，汽车行业售后索赔管理
的良方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待汽车行业的索赔问题，

让我们找到了制约其管理质量的本质问题。但

放眼市场，能够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并专属

于汽车行业的索赔管理解决方案却很少见。

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汽车行业拥有深厚的积累。在大量的汽车行

业的实践案例中，Covisint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个业务领域管理软件的空白，凭借着对汽车

行业供应链领域的精深理解，研发了专为汽车

行业量身定制的售后索赔管理系统Covisint WMP
（Warranty Managgement Platform）平台。

1.索赔执行管理：实现索赔全程的链式管理

索赔执行管理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

涵盖了索赔申请、责任认定、索赔申诉、索赔

认可、索赔结算、退货管理、业务关系管理、

分析报表等多个模块，实现了索赔业务发起、

认责、申诉、赔付的全流程化管控，并将索赔

的整个过程对应的中间节点全部串联起来。

图2是一个基本的索赔业务流程图，从中可以看

到一个典型的索赔事件的全貌：

●  发起环节：索赔申请的录入入口有两个，可

以直接在WMP平台上提交，也可以通过企业内

的其他系统导入。客户、经销商、整车厂都可

方便地通过相应的入口提交索赔申请。

●  认责环节：索赔申请提交后，系统能够帮助

管理人员自动筛选出索赔针对的是哪一家或几

家供应商，把索赔的责任认定对应到某一个或

一组供应商。管理人员也可根据经验，对筛选

结果进行修改。

●  申诉环节：索赔对象确认后，系统向对应的

供应商发出索赔信息，供应商通过可登陆系统

查看索赔的细节及资料。如果供应商认可，则

系统进入索赔结算流程；如果供应商认为责任

不在自身，可通过索赔申诉模块，提供证明材

料，并进入复核流程对责任进行重新评定，如

此循环，直至一方认可为止，同时，供应商也

可通过退货管理模块，申请将零件返厂做进一

步检测。

●   赔付环节：索赔信息确认后，进入索赔结算

流程，结算方式分为换货、退款两种，系统能

够帮助企业进行款项的跟踪管理以及电子发票

的管理。

在索赔流程顺利运转的同时，企业也会关心各

类统计分析数据，例如每个车型的平均索赔成

本和去年相比如何、与其他车型相比有什么不

同；某一类型的索赔从提交到结案平均需要多

少天；各个供应商在本年内被索赔的次数为多

少等等，这些需求都可以在分析报表中进行定

制开发。

在索赔的过程中，索赔链上的每个节点都可实

时登录系统，查询到自己权限允许范围内的索赔

进度和相关信息，对索赔的过程进行跟踪，使

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这种透明化的管控，

解决了制约着索赔业务顺畅运转的根本问题。

2.索赔可视化系统：优化索赔绩效的利器

与索赔执行管理系统一样，索赔可视化系统同

样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包括了业务

规则管理、可视化绩效、进度跟踪/追溯向导、

QA指标（QA：QUALITY ASSURANCE，质量保证）、

中央控制台等模块。索赔可视化系统旨在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对索赔管理绩效进行优化。

进度跟踪/追溯向导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快速跟踪某一个索赔事件的进行

状况，或追溯一个已经完成的索赔。并分析其

处理的过程和花费的时间等信息，根据分析数

据对索赔流程进行优化。

QA指标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对QA部门的各类

指标进行优化。例如整车厂针对不同的零部件

会有不同的进料检验指标，系统可根据历史索

赔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建议，

管理人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检验指标做出优

化和调整。

在实现索赔执行管理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的业务现状和需求选择是否部署索赔可视

化系统。通过对相关绩效的优化，如索赔的效

率、流程等，可以使整个索赔业务运行的更加

高效、流畅。

3.云部署：快速部署和安全接入的平台

索赔管理业务涉及到终端客户、经销商、整车

厂、供应商等多方，基于B2BCLOUD云平台的

Covisint WMP系统，能够实现快速部署，将这些

节点串联起来，实现多方协同的索赔管理平台。

索赔业务往往需要调用其他系统内的数据，如财

务系统等，SupplyOnline框架底层的Messaging/EDI 
HUB，能够通过EDI或其他现有的方式与外部系

统对接。

Covisint，专注成就卓越

Covisint WMP系统从研发伊始至今历经三年有余，

最初的应用只是一个由客户定制的、嵌入其它

系统的模块，而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Covisint
逐步发现了汽车企业对供应链索赔管理的迫切

需求，为了帮助企业突破索赔管理的瓶颈，在

经过大量的调研、业务分析及实践后，逐步形

成了完善的解决方案。目前Covisint WMP系统已

在多个汽车企业应用，效果已由多个成功案例

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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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有效的连接成为了索赔管理的重要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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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管理方式对索赔业务只能做到浅层次的

管控。企业的内部系统，追根究底来说只是对

某个索赔事件做了记录，可以查询到索赔事件

的负责人是谁，目前是否完成等简单的信息。

而对于正在执行中的事件的具体状态，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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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涉及到多个供应商，整车厂在索赔时难以

界定责任。责任认定的过程往往繁琐、耗时长。

从索赔管理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制约着索赔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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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sint WMP，汽车行业售后索赔管理
的良方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待汽车行业的索赔问题，

让我们找到了制约其管理质量的本质问题。但

放眼市场，能够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并专属

于汽车行业的索赔管理解决方案却很少见。

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汽车行业拥有深厚的积累。在大量的汽车行

业的实践案例中，Covisint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个业务领域管理软件的空白，凭借着对汽车

行业供应链领域的精深理解，研发了专为汽车

行业量身定制的售后索赔管理系统Covisint WMP
（Warranty Managgement Platform）平台。

1.索赔执行管理：实现索赔全程的链式管理

索赔执行管理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

涵盖了索赔申请、责任认定、索赔申诉、索赔

认可、索赔结算、退货管理、业务关系管理、

分析报表等多个模块，实现了索赔业务发起、

认责、申诉、赔付的全流程化管控，并将索赔

的整个过程对应的中间节点全部串联起来。

图2是一个基本的索赔业务流程图，从中可以看

到一个典型的索赔事件的全貌：

●  发起环节：索赔申请的录入入口有两个，可

以直接在WMP平台上提交，也可以通过企业内

的其他系统导入。客户、经销商、整车厂都可

方便地通过相应的入口提交索赔申请。

●  认责环节：索赔申请提交后，系统能够帮助

管理人员自动筛选出索赔针对的是哪一家或几

家供应商，把索赔的责任认定对应到某一个或

一组供应商。管理人员也可根据经验，对筛选

结果进行修改。

●  申诉环节：索赔对象确认后，系统向对应的

供应商发出索赔信息，供应商通过可登陆系统

查看索赔的细节及资料。如果供应商认可，则

系统进入索赔结算流程；如果供应商认为责任

不在自身，可通过索赔申诉模块，提供证明材

料，并进入复核流程对责任进行重新评定，如

此循环，直至一方认可为止，同时，供应商也

可通过退货管理模块，申请将零件返厂做进一

步检测。

●   赔付环节：索赔信息确认后，进入索赔结算

流程，结算方式分为换货、退款两种，系统能

够帮助企业进行款项的跟踪管理以及电子发票

的管理。

在索赔流程顺利运转的同时，企业也会关心各

类统计分析数据，例如每个车型的平均索赔成

本和去年相比如何、与其他车型相比有什么不

同；某一类型的索赔从提交到结案平均需要多

少天；各个供应商在本年内被索赔的次数为多

少等等，这些需求都可以在分析报表中进行定

制开发。

在索赔的过程中，索赔链上的每个节点都可实

时登录系统，查询到自己权限允许范围内的索赔

进度和相关信息，对索赔的过程进行跟踪，使

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这种透明化的管控，

解决了制约着索赔业务顺畅运转的根本问题。

2.索赔可视化系统：优化索赔绩效的利器

与索赔执行管理系统一样，索赔可视化系统同

样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包括了业务

规则管理、可视化绩效、进度跟踪/追溯向导、

QA指标（QA：QUALITY ASSURANCE，质量保证）、

中央控制台等模块。索赔可视化系统旨在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对索赔管理绩效进行优化。

进度跟踪/追溯向导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快速跟踪某一个索赔事件的进行

状况，或追溯一个已经完成的索赔。并分析其

处理的过程和花费的时间等信息，根据分析数

据对索赔流程进行优化。

QA指标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对QA部门的各类

指标进行优化。例如整车厂针对不同的零部件

会有不同的进料检验指标，系统可根据历史索

赔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建议，

管理人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检验指标做出优

化和调整。

在实现索赔执行管理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的业务现状和需求选择是否部署索赔可视

化系统。通过对相关绩效的优化，如索赔的效

率、流程等，可以使整个索赔业务运行的更加

高效、流畅。

3.云部署：快速部署和安全接入的平台

索赔管理业务涉及到终端客户、经销商、整车

厂、供应商等多方，基于B2BCLOUD云平台的

Covisint WMP系统，能够实现快速部署，将这些

节点串联起来，实现多方协同的索赔管理平台。

索赔业务往往需要调用其他系统内的数据，如财

务系统等，SupplyOnline框架底层的Messaging/EDI 
HUB，能够通过EDI或其他现有的方式与外部系

统对接。

Covisint，专注成就卓越

Covisint WMP系统从研发伊始至今历经三年有余，

最初的应用只是一个由客户定制的、嵌入其它

系统的模块，而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Covisint
逐步发现了汽车企业对供应链索赔管理的迫切

需求，为了帮助企业突破索赔管理的瓶颈，在

经过大量的调研、业务分析及实践后，逐步形

成了完善的解决方案。目前Covisint WMP系统已

在多个汽车企业应用，效果已由多个成功案例

证实。

图1 供应链售后索赔管理解决方案总览



汽车行业已步入供应链竞争时代，从新产品导

入与投产，工程变更与数据库管理，生产计划

与生产控制，物料计划、供应和库存控制，进

出口物流与通关，入场物流和交付、包装，整

车物流，售后服务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供应链

的管理与应用。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要保持其

供应链的竞争力，离不开高质量的管理。整车

厂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需要在各个管理环

节上保证供应链的顺利运转。而索赔管理作为

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是供应链

运营的短板，要解决“索赔难”的问题，则需要

补齐这个短板。

供应链管理时代，索赔管理结症凸显

目前大多数整车厂对售后索赔业务的管理往往

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即通过人工加上

内部系统管控的方式进行，这种管理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售后索赔业务的基本需求，

但在供应链管理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方式显然

已经不能称之为高质量的管理。

高效的索赔执行和跟踪是做好索赔管理的关键，

如果只是利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这两点是很难

做到的。对此，不妨转换思路，从供应链的角

度来分析，重新审视汽车行业索赔管理存在的

问题及其根源:

1.多方协同，缺少流程化管控

汽车索赔业务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整

车厂向供应商发起的索赔，二是经销商向整车

厂发起的索赔，三是由终端用户发起的售后索

赔。对此，汽车行业内现有的解决方案多为通

过专职人员处理以及内部系统管控的方式。当

经销商向整车厂发起索赔时，必须先通过电话

、邮件等方式将索赔信息发给整车厂，再由整

车厂的专职人员将信息手动录入内部系统。其

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整个索赔业务涉及

多方协同，而各个单元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流

程化的管控。

2.索赔链长，缺少有效连接

终端用户、经销商、整车厂、供应商等多方构

成了一个长的索赔链条。链条上的各个节点虽

可能有内部系统做管控，但其内部系统之间是

不互通的，相互之间信息的传递只能靠人工作

业，换句话说，各节点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

同时，索赔业务的类型多、流程繁琐、多方来

往的信息大、各类索赔条款复杂……这些因素加

大了索赔管理的难度。当索赔业务牵涉到多方

时，大量的人工沟通会导致很多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有效的连接成为了索赔管理的重要诉求。

3.信息不透明、索赔周期长

传统的管理方式对索赔业务只能做到浅层次的

管控。企业的内部系统，追根究底来说只是对

某个索赔事件做了记录，可以查询到索赔事件

的负责人是谁，目前是否完成等简单的信息。

而对于正在执行中的事件的具体状态，在管理

上就鞭长莫及了。目前事件的进度如何、到达

了哪个节点、如果有延误是哪个节点造成的、

延误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信息在整个索赔链上

都是不透明的。合作伙伴之间信息不透明，直

接导致了索赔链运转低效、索赔周期长。

4.索赔对象模糊，责任难界定。

索赔责任的界定问题是汽车行业索赔业务的难

点。例如，很多时候索赔的零部件是一个复杂

件，涉及到多个供应商，整车厂在索赔时难以

界定责任。责任认定的过程往往繁琐、耗时长。

从索赔管理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制约着索赔业

务顺畅运转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没有一个能

够真正实现多方协同的平台，将索赔链条上的

各个节点串联起来，使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

Covisint WMP，汽车行业售后索赔管理
的良方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待汽车行业的索赔问题，

让我们找到了制约其管理质量的本质问题。但

放眼市场，能够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并专属

于汽车行业的索赔管理解决方案却很少见。

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汽车行业拥有深厚的积累。在大量的汽车行

业的实践案例中，Covisint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个业务领域管理软件的空白，凭借着对汽车

行业供应链领域的精深理解，研发了专为汽车

行业量身定制的售后索赔管理系统Covisint WMP
（Warranty Managgement Platform）平台。

1.索赔执行管理：实现索赔全程的链式管理

索赔执行管理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

涵盖了索赔申请、责任认定、索赔申诉、索赔

认可、索赔结算、退货管理、业务关系管理、

分析报表等多个模块，实现了索赔业务发起、

认责、申诉、赔付的全流程化管控，并将索赔

的整个过程对应的中间节点全部串联起来。

图2是一个基本的索赔业务流程图，从中可以看

到一个典型的索赔事件的全貌：

●  发起环节：索赔申请的录入入口有两个，可

以直接在WMP平台上提交，也可以通过企业内

的其他系统导入。客户、经销商、整车厂都可

方便地通过相应的入口提交索赔申请。

●  认责环节：索赔申请提交后，系统能够帮助

管理人员自动筛选出索赔针对的是哪一家或几

家供应商，把索赔的责任认定对应到某一个或

一组供应商。管理人员也可根据经验，对筛选

结果进行修改。

●  申诉环节：索赔对象确认后，系统向对应的

供应商发出索赔信息，供应商通过可登陆系统

查看索赔的细节及资料。如果供应商认可，则

系统进入索赔结算流程；如果供应商认为责任

不在自身，可通过索赔申诉模块，提供证明材

料，并进入复核流程对责任进行重新评定，如

此循环，直至一方认可为止，同时，供应商也

可通过退货管理模块，申请将零件返厂做进一

步检测。

●   赔付环节：索赔信息确认后，进入索赔结算

流程，结算方式分为换货、退款两种，系统能

够帮助企业进行款项的跟踪管理以及电子发票

的管理。

在索赔流程顺利运转的同时，企业也会关心各

类统计分析数据，例如每个车型的平均索赔成

本和去年相比如何、与其他车型相比有什么不

同；某一类型的索赔从提交到结案平均需要多

少天；各个供应商在本年内被索赔的次数为多

少等等，这些需求都可以在分析报表中进行定

制开发。

在索赔的过程中，索赔链上的每个节点都可实

时登录系统，查询到自己权限允许范围内的索赔

进度和相关信息，对索赔的过程进行跟踪，使

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这种透明化的管控，

解决了制约着索赔业务顺畅运转的根本问题。

2.索赔可视化系统：优化索赔绩效的利器

与索赔执行管理系统一样，索赔可视化系统同

样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包括了业务

规则管理、可视化绩效、进度跟踪/追溯向导、

QA指标（QA：QUALITY ASSURANCE，质量保证）、

中央控制台等模块。索赔可视化系统旨在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对索赔管理绩效进行优化。

进度跟踪/追溯向导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快速跟踪某一个索赔事件的进行

状况，或追溯一个已经完成的索赔。并分析其

处理的过程和花费的时间等信息，根据分析数

据对索赔流程进行优化。

QA指标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对QA部门的各类

指标进行优化。例如整车厂针对不同的零部件

会有不同的进料检验指标，系统可根据历史索

赔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建议，

管理人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检验指标做出优

化和调整。

在实现索赔执行管理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的业务现状和需求选择是否部署索赔可视

化系统。通过对相关绩效的优化，如索赔的效

率、流程等，可以使整个索赔业务运行的更加

高效、流畅。

3.云部署：快速部署和安全接入的平台

索赔管理业务涉及到终端客户、经销商、整车

厂、供应商等多方，基于B2BCLOUD云平台的

Covisint WMP系统，能够实现快速部署，将这些

节点串联起来，实现多方协同的索赔管理平台。

索赔业务往往需要调用其他系统内的数据，如财

务系统等，SupplyOnline框架底层的Messaging/EDI 
HUB，能够通过EDI或其他现有的方式与外部系

统对接。

Covisint，专注成就卓越

Covisint WMP系统从研发伊始至今历经三年有余，

最初的应用只是一个由客户定制的、嵌入其它

系统的模块，而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Covisint
逐步发现了汽车企业对供应链索赔管理的迫切

需求，为了帮助企业突破索赔管理的瓶颈，在

经过大量的调研、业务分析及实践后，逐步形

成了完善的解决方案。目前Covisint WMP系统已

在多个汽车企业应用，效果已由多个成功案例

证实。

图2索赔业务流程图



汽车行业已步入供应链竞争时代，从新产品导

入与投产，工程变更与数据库管理，生产计划

与生产控制，物料计划、供应和库存控制，进

出口物流与通关，入场物流和交付、包装，整

车物流，售后服务都或多或少涉及到对供应链

的管理与应用。对于汽车企业来说，要保持其

供应链的竞争力，离不开高质量的管理。整车

厂作为供应链的核心企业，需要在各个管理环

节上保证供应链的顺利运转。而索赔管理作为

供应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是供应链

运营的短板，要解决“索赔难”的问题，则需要

补齐这个短板。

供应链管理时代，索赔管理结症凸显

目前大多数整车厂对售后索赔业务的管理往往

还停留在传统的管理模式上，即通过人工加上

内部系统管控的方式进行，这种管理模式在一

定程度上能够满足售后索赔业务的基本需求，

但在供应链管理的时代，这种传统的方式显然

已经不能称之为高质量的管理。

高效的索赔执行和跟踪是做好索赔管理的关键，

如果只是利用传统的管理方式，这两点是很难

做到的。对此，不妨转换思路，从供应链的角

度来分析，重新审视汽车行业索赔管理存在的

问题及其根源:

1.多方协同，缺少流程化管控

汽车索赔业务的类型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整

车厂向供应商发起的索赔，二是经销商向整车

厂发起的索赔，三是由终端用户发起的售后索

赔。对此，汽车行业内现有的解决方案多为通

过专职人员处理以及内部系统管控的方式。当

经销商向整车厂发起索赔时，必须先通过电话

、邮件等方式将索赔信息发给整车厂，再由整

车厂的专职人员将信息手动录入内部系统。其

管理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整个索赔业务涉及

多方协同，而各个单元之间各自为政，缺乏流

程化的管控。

2.索赔链长，缺少有效连接

终端用户、经销商、整车厂、供应商等多方构

成了一个长的索赔链条。链条上的各个节点虽

可能有内部系统做管控，但其内部系统之间是

不互通的，相互之间信息的传递只能靠人工作

业，换句话说，各节点之间缺乏有效的连接。

同时，索赔业务的类型多、流程繁琐、多方来

往的信息大、各类索赔条款复杂……这些因素加

大了索赔管理的难度。当索赔业务牵涉到多方

时，大量的人工沟通会导致很多问题。在这种

情况下，有效的连接成为了索赔管理的重要诉求。

3.信息不透明、索赔周期长

传统的管理方式对索赔业务只能做到浅层次的

管控。企业的内部系统，追根究底来说只是对

某个索赔事件做了记录，可以查询到索赔事件

的负责人是谁，目前是否完成等简单的信息。

而对于正在执行中的事件的具体状态，在管理

上就鞭长莫及了。目前事件的进度如何、到达

了哪个节点、如果有延误是哪个节点造成的、

延误的原因是什么，这些信息在整个索赔链上

都是不透明的。合作伙伴之间信息不透明，直

接导致了索赔链运转低效、索赔周期长。

4.索赔对象模糊，责任难界定。

索赔责任的界定问题是汽车行业索赔业务的难

点。例如，很多时候索赔的零部件是一个复杂

件，涉及到多个供应商，整车厂在索赔时难以

界定责任。责任认定的过程往往繁琐、耗时长。

从索赔管理存在的问题不难看出，制约着索赔业

务顺畅运转的最关键的因素在于，没有一个能

够真正实现多方协同的平台，将索赔链条上的

各个节点串联起来，使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

Covisint WMP，汽车行业售后索赔管理
的良方

从供应链的角度来看待汽车行业的索赔问题，

让我们找到了制约其管理质量的本质问题。但

放眼市场，能够从供应链的角度出发，并专属

于汽车行业的索赔管理解决方案却很少见。

Covisint作为一家专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提供商，

在汽车行业拥有深厚的积累。在大量的汽车行

业的实践案例中，Covisint敏锐地捕捉到了这

个业务领域管理软件的空白，凭借着对汽车

行业供应链领域的精深理解，研发了专为汽车

行业量身定制的售后索赔管理系统Covisint WMP
（Warranty Managgement Platform）平台。

1.索赔执行管理：实现索赔全程的链式管理

索赔执行管理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

涵盖了索赔申请、责任认定、索赔申诉、索赔

认可、索赔结算、退货管理、业务关系管理、

分析报表等多个模块，实现了索赔业务发起、

认责、申诉、赔付的全流程化管控，并将索赔

的整个过程对应的中间节点全部串联起来。

图2是一个基本的索赔业务流程图，从中可以看

到一个典型的索赔事件的全貌：

●  发起环节：索赔申请的录入入口有两个，可

以直接在WMP平台上提交，也可以通过企业内

的其他系统导入。客户、经销商、整车厂都可

方便地通过相应的入口提交索赔申请。

●  认责环节：索赔申请提交后，系统能够帮助

管理人员自动筛选出索赔针对的是哪一家或几

家供应商，把索赔的责任认定对应到某一个或

一组供应商。管理人员也可根据经验，对筛选

结果进行修改。

●  申诉环节：索赔对象确认后，系统向对应的

供应商发出索赔信息，供应商通过可登陆系统

查看索赔的细节及资料。如果供应商认可，则

系统进入索赔结算流程；如果供应商认为责任

不在自身，可通过索赔申诉模块，提供证明材

料，并进入复核流程对责任进行重新评定，如

此循环，直至一方认可为止，同时，供应商也

可通过退货管理模块，申请将零件返厂做进一

步检测。

●   赔付环节：索赔信息确认后，进入索赔结算

流程，结算方式分为换货、退款两种，系统能

够帮助企业进行款项的跟踪管理以及电子发票

的管理。

在索赔流程顺利运转的同时，企业也会关心各

类统计分析数据，例如每个车型的平均索赔成

本和去年相比如何、与其他车型相比有什么不

同；某一类型的索赔从提交到结案平均需要多

少天；各个供应商在本年内被索赔的次数为多

少等等，这些需求都可以在分析报表中进行定

制开发。

在索赔的过程中，索赔链上的每个节点都可实

时登录系统，查询到自己权限允许范围内的索赔

进度和相关信息，对索赔的过程进行跟踪，使

合作伙伴之间无缝连接。这种透明化的管控，

解决了制约着索赔业务顺畅运转的根本问题。

2.索赔可视化系统：优化索赔绩效的利器

与索赔执行管理系统一样，索赔可视化系统同

样作为子系统部署在WMP平台上。包括了业务

All Covisint products and services listed within are trademarks of Covisint Corporation. All other company or product names are trademarks of their respective owners. ©2014 Covisint Corporation. 

中国上海市长宁区金钟路631弄
虹桥中央大厦2号楼4层  200335

hotline: 86 21 6171 3290 
E-mail:Apservdesk@covisint.com

Covisint provides a single entry point for business partners, customers and employees to connect 
with enterprises that ensures trusted information gets to the right people and place at the right 
time. Covisint’s B2B Cloud Platform enables solutions that allow enterprises and industries to 
solve complex information and user management challenges across Business-to-Partner (B2P), 
Business-to-Customer (B2C) and Business-to-Enterprise (B2E) relationships. Today, Covisint 
powers, secures and connects more than 212,000 business partners and customers to some of 
the world’s leading global enterprises across multiple industries. Learn more at www.covisint.com.

规则管理、可视化绩效、进度跟踪/追溯向导、

QA指标（QA：QUALITY ASSURANCE，质量保证）、

中央控制台等模块。索赔可视化系统旨在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对索赔管理绩效进行优化。

进度跟踪/追溯向导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通过

可视化的方式快速跟踪某一个索赔事件的进行

状况，或追溯一个已经完成的索赔。并分析其

处理的过程和花费的时间等信息，根据分析数

据对索赔流程进行优化。

QA指标模块能够帮助管理人员对QA部门的各类

指标进行优化。例如整车厂针对不同的零部件

会有不同的进料检验指标，系统可根据历史索

赔数据进行分析，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优化建议，

管理人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对检验指标做出优

化和调整。

在实现索赔执行管理的基础上，企业可以根据

自身的业务现状和需求选择是否部署索赔可视

化系统。通过对相关绩效的优化，如索赔的效

率、流程等，可以使整个索赔业务运行的更加

高效、流畅。

3.云部署：快速部署和安全接入的平台

索赔管理业务涉及到终端客户、经销商、整车

厂、供应商等多方，基于B2BCLOUD云平台的

Covisint WMP系统，能够实现快速部署，将这些

节点串联起来，实现多方协同的索赔管理平台。

索赔业务往往需要调用其他系统内的数据，如财

务系统等，SupplyOnline框架底层的Messaging/EDI 
HUB，能够通过EDI或其他现有的方式与外部系

统对接。

Covisint，专注成就卓越

Covisint WMP系统从研发伊始至今历经三年有余，

最初的应用只是一个由客户定制的、嵌入其它

系统的模块，而在多年的实施过程中，Covisint
逐步发现了汽车企业对供应链索赔管理的迫切

需求，为了帮助企业突破索赔管理的瓶颈，在

经过大量的调研、业务分析及实践后，逐步形

成了完善的解决方案。目前Covisint WMP系统已

在多个汽车企业应用，效果已由多个成功案例

证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