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Manage�手机�SRM
实现企业采购与供应商的移动化管理

SRM



移动互联的大环境让企业采购实现了移动化的管理。8Manage 手机 SRM 提供全面的采购与供应商管

理功能，所有功能简单易用，即看即上手，是企业采购人员与采购管理层的真正好帮手。用户通过

8Manage�手机�SRM 可以快速进行采购事项的提交与审批，采购报价管理，采购订单和持续要约管理，招

投标管理等等，经常在外考察供应商的采购人员可以随时随地记录和管理供应商的信息和及时处理采购的

所有事宜，极大地提高了采购效率，降低了采购管理成本。

8Manage 手机 SRM 具有以下特点：�

•�支持 iOS 和 Android 操作系统（UI 美观，交互快捷简易，即装即用）�

•�可视化 + 可灵活配置的界面组件（可按工作习惯和关注重点自定义设置）�

•�手机端应用 App+PC 端中枢应用（所有数据相互连通，实时同步和更新）�

•�全平台信息推送和预警提醒高亮显示（系统自动推送所有需处理和关注的事项到手机应用端的首页）�

•�科学的权限控制确保信息的安全（可按需设置每个用户的查看及编辑权限）�

•�既可以通过 APP 登陆系统也可以使用手机浏览器登陆（如 UC 浏览器，百度浏览器，Safari 等）�

•�自动记录用户的浏览轨迹（用户可直接点击浏览轨迹进入需要查看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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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 手机 SRM 提供移动端工作台功能，用户登录后即可看到有权限查看和应用的

模块。系统会自动实时地推送最新的采购消息及所有需用户待办的事项到个人工作台并在相应

的功能模块图标处高亮显示新消息的数量以便用户快速清晰地了解最新消息的大概情况，如果

需要查看消息的详细内容，直接点击图标即可。此外，用户可灵活选择不同的页面显示模式，

可选择的模式包括扁平式模式和功能列表式模式

8Manage 手机 SRM 的待办事项管理主要包含：�

•�待办事项页面包含：待处理事项，已处理事项，我的请求和逾期事项�

•�待办事项的类别主要有：待审批的采购申请，采购订单，持续要约，供应商招标等�

•�可直接点击待办事项名称查看事项明细并进行审批�

•�若已处理完毕，可点击“已处理”查看详细的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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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待办事项管理

上午�6:10

待办事项

上午�6:10

待处理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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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处理事项

3采购申请

采购订单

年度采购

办公室装饰用品采购
搁置天数：10天

办公设备采购
搁置天数：14天

办公文具采购
创建时间：2016-1-5�16：07�二

机械设备采购申请
创建时间：2016-1-14�13：00�四

移动电子设备采购
创建时间：2016-2-1�11：40�一

设置最近访问

持续要约待办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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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价单 采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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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的审批至关重要，尤其是大规模的定期采购或大金额的采购，稍有不慎就容易出错导

致重大的损失。8Manage 手机 SRM 提供科学严谨的采购审批机制，用户可按需设置行之有效

的审批规则与审批流程。不同的采购可设置不同的审批流程，每个审批流程可以有不同审批阶

段和审批人，每个审批阶段还可以设置不同的审批步骤，强大的审批机制帮助企业严格审核每

一项采购，确保采购的准确性及最大限度地减少人为干预，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8Manage�手机�SRM�的审批功能主要有：�

•�系统自动汇总所有待审批，已审批和逾期未审批的采购事项推送到用户的手机 APP�

•�可直接点击名称查看细节并进行处理（审批通过或拒绝）�

•�审批事项主要有：采购申请，采购订单，持续要约，招标申请等�

•�审批页面包括以下信息：采购事项的名称，成本，单价，总价，产品与服务，审批人列表，�

���提交时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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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购审批管理

基本信息���� � � � � � � � � � � �审批

提交人：IvyHe���提交时间�:�2014-10-27-19:30

报价请求

采购商品清单

合计：4710.00HKD

压纹纸（PN000346-1207-005）
数量：20张�总价：420.00

牛皮纸（PN000408-3017-026）
数量：10张�总价：370.00

铝片纸（PN000408-2307-036）
数量：50张�总价：520.00

铜板纸（PN000408-3707-016）
数量：50张�总价：220.00

基本信息���� � � � � � � �提交与审批

提交人：IvyHe���提交时间�:�2014-10-27-19:30

采购订单

名称 年底办公用具采购

王佳妮

市场部

人民币

用户自定义

陈子煌

负责人

负责内部机构

货币

默认审批人

审批人

供应商

上午�6:10 上午�6:10

拒　绝���� � � � � � � � �审　批 拒　绝���� � � � � � � � �审　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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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价格是控制采购成本的关键。8Manage�支持多种不同的采购定价方式以帮助企业获

取最优的采购价格，如快速询比价，多轮竞价，招标竞价等。用户可通过�8Manage�发送报价

申请给供应商，供应商可通过手机�APP�回复报价，系统会实时汇总和更新供应商的报价，用户

通过手机即可查看所有的报价以确定最终的采购价格。整个定价过程简单快捷，用户无需经过

任何繁杂的过程即可高效地找到最优的采购价格。�

企业可通过�8Manage�手机�SRM�管理采购订单的提交，审批，和执行，让采购订单的管

理变得更加简单高效。用户可使用手机�APP�创建和提交采购订单，把采购订单发送给供应商，

供应商可通过手机接收和确认采购订单并且可在此采购订单提交发货安排，企业可实时查看供

应商更新的发货安排以便做好收货计划，所有的沟通与交互都可以通过手机�APP�完成，并且系

统会实时完整记录整个过程以便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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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购报价

4.��采购订单

办公用品的采购
报价截止时间：2016-01-29��23：00：00

机械设备的采购
报价截止时间：2016-01-28��21：00：00

食品采购
报价截止时间：2015-01-26��14：21：00

燃料采购
报价截止时间：2015-01-26��9：15：00

大型机械化电子设备采购
报价截止时间：2015-01-26��16：00：00

询价单

搜索点击输入名称

?

?

?

?

?

发送给
供应商

企业平台 供应商自助平台

采购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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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要约是常见的采购情况，有效地管理好持续要约能大量地节省企业的资源与成本并与

供应商维持良好稳定的合作关系。用户可通过�8Manage�手机�SRM�创建持续要约，给供应商

发送持续要约，供应商通过手机接收和确认持续要约。系统还提供提醒功能，用户可按需设置

在持续要约到期前多少天提醒用户以便及时处理，不用担心错过持续要约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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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持续要约

说明价格与日期

说明收货要求

提供报价和回复

提供发货安排

7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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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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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可使用�8Manage�手机�SRM�管理招投标，移动化与动态化的招投标管理可大大地提

高招投标的效率。企业可通过手机�APP�发送招标申请给供应商，供应商可通过手机直接应标与

投标，系统会自动追踪整个招投标过程与结果。企业可按需设置招投标的规则与时间，系统会

自动依照规则执行并发出提醒与通知，确保招投标过程的公平化与透明化。�

8Manage�手机�SRM�提供全面易用的供应商自助机制，企业通过供应商自助平台可实现与

供应商之间的高效协同，减少无效的沟通和繁杂的工作量，从而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来处理更

有价值的事务。供应商通过自助平台可与企业进行无障碍的沟通与协作，快速地处理采购报价，

采购订单，持续要约，应标投标，发货与发票等采购事务，方便高效且不受时间与空间的限制，

随时随地都可处理，不用担心因为出差在外而耽误重要的采购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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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招投标管理

7.��供应商自助

企业 供应商

应标招标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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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anage�手机�SRM�的供应商自助功能主要有：�

•�供应商可按需配置个性化的自助工作台：可设置显示的内容及显示方式等�

•�系统会自动把需要供应商处理的事项推送到自助平台的主页以便供应商第一时间留意并

���及时处理�

•�可处理采购报价：查看和确认采购报价需求，查看详细的产品信息，回复价格。快到期

���的报价需求系统会自动显示红色以提醒供应商及时处理�

•�可处理采购订单：查看和确认采购订单，查看不同状态的采购订单（未确认，已确认，

���发货中，未发货），不同状态的采购订单系统会显示不同的指示灯，让供应商一目了然。

���并且，供应商还可在采购订单上提交发货信息以便双方做好收发货的准备和实时追踪发

���货的情况�

•�可处理持续要约：可接收和确认持续要约需求，系统会自动显示持续要约的有效期及截

���止日期，供应商可快速选择币种回复具体的报价，如有特殊说明事项可在备注中说明�

•�可处理招标邀请：可接收和查看招标邀请，在线应标和投标并查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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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杯

订单数量 pieces

备注
--

3200

上午�6:10

审批

保温杯

订单数量 pieces

pieces

pieces

剩余数量

发货数量

备注
--

3200

3000

200

上午�6:10

询价单

S

报价请求

设置最近访问

持续要约待办事项

询价单 采购订单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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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M

www.8manage.cn

高亚科技�是一家国际软件产品开发公司，客户遍布美国、加拿大、中国 ( 包括中国内地、澳门、香港及台湾地区 )、迪拜、新加坡、马来西亚
及菲律宾等国家。高亚科技的所有产品都兼容移动互联网，支持 IE、Firefox、Safari 和 Chrome 浏览器。同时，我们也提供安卓和 iOS 上
使用的各种移动应用。对于以下产品，高亚科技在所有地区提供永久许可证以及在某些地区提供 SaaS：

中国总部
电子邮件：sales_gz@wisagetech.com
联系电话：+86-20-3873�2292

中国香港
电子邮件：sales_hk@wisagetech.com
联系电话：+852-6969-6665

美国
电子邮件：sales_us@wisagetech.com
联系电话：+852-6969-6665

8Manage CRM 
8Manage SRM 
8Manage Simple PM 　
8Manage PM
8Manage PMO
8Manage HCM 
8Manage OA 
8Manage BI 
8Manage O2O
8Manage FAS

:�移动互联网CRM
:�供应商与采购管理

:�易用与可扩展的项目管理
:�高级的项目计划和执行工具
:�高效能项目管理办公室

:�知识型企业全自动化套装软件

:�人力资源管理
:�新一代办公自动化
:�点击式商业智能
:�B2C、B2B、电子交易、电子结算与eERP

8Manage e-Expense      
8Manage e-Leave        
8Manage e-Timesheet   
8Manage e-DMS 

:�在线请假与假期管理
:�网络及智能手机工时表系统
:�电子文档

:�网络及智能手机费用报表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