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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企业的经济往来，主要是通过合同形式来进行，合同管理作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能否

实施有效管理，把好合同关，是现化企业经营管理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下为企业在合同业务管理方面遇

到的典型问题与挑战：

合同从商谈、签订、执行到关闭全周期管理是非常严肃的，不仅要遵循相关法律及公司管理制度，要还经得

起内部与外部审计。合同执行记录必须留痕，可追溯、可查证。这些一系列的业务及管理要求，只有借助信

息平台集中进行统一、规范管理，通过构建多维度的合同分类，使得合同台账及执行信息、资料可以得到便

捷的分享、监控、查看、统计、复用，从而提升合同管理的标准化、可视化，提高合同管理工作效率。

公司标准的合同技术规范书、商务文件模板没有统一维护，各自为政

合同签证、变更确认不及时，时间长了，说不清楚，增加结算的难度

合同业务纸质审批，耗时长，影响业务运作效率

合同执行记录审批流程过于笼统，没有路由条件来支持不同金额不同审批流程

合同审计时，过程记录、资料总是找不全，许多过程信息说不清楚，无法追溯

合同及执行记录缺乏相关附件及佐证文件支持

缺少合同执行预警/提醒，造成合同收款不及时、付款超付、保留金遗忘

Office电子表格手工统计、填报、报告，严肃性、共享性不够

客商、供方（供应商/分包商）信息无集中管理与分享，造成重复寻源

想找一份历史合同相关资料参考时，却被相关人告知无法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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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管理挑战 技术方案

SuperCM 远光广安合同管理系统

方案蓝图

针对企业合同管理遇到的上述管理挑战及业务需求，远光广安提供的合同管理解决方案是以“合同”为中

心，以“合同文本”、合同审批”、“合同执行”“收付款管理”“预警提醒”“统计分析”为核心应用，

通过流程来打通各个模块之间的血脉，借助文件附件串联各个模块的输入、输出，建立起一个统一共享的合

同信息管理系统，当我们找到其中的一个信息点时，与此信息点相关的所有信息都被提取出来，供所有合同

相关不同角色的人员使用。合同管理系统（SuperCM）解决方案蓝图如下：

系统
首页

合同统计 收支分析 统计报表 审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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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年度、月度、合同分类（收入、支出）查看合同信息，包括：合同名称、所属项目（若有）、甲乙双方名

称、签订日期、合同原始金额、合同变更调整、合同结算金额、收款、付款等。

系统首页

合同统计

业务实现

按项目、收入合同维度统计收支差异柱状图表。

收支分析

推送合同管理系统中的工作流程待办任务、已办任务，用户在我的任务中单击任务可以进行工作处理。

审批任务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汇总与统计分析报表的自动化输出是提高工作途径之一，将公司业务部门人员从简单重

复、繁杂的报表统计工作中解放出来，同时这也是项目监控与决策的关键数据与信息来源。

该模块主要实现合同台账统计、合同收付统计、合同变更统计等，所有报表均可以导出为EXCEL、PDF或

XML格式。

统计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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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合同是按项目维度进行的管理的，则通过项目登记来登记公司所有的项目及基本信息。支持按关键词、时

间进行检索、过滤。该模块为可选模块，对于无项目关联的合同管理，则无需创建项目。

项目信息

项目登记

通过项目权限模块为合同管理系统中的用户分配项目存取权限，只有具有该项目权限的用户才能打开项目并

进行合同的相关管理工作。

项目权限

收入合同

通过合同登记模块登记公司产生的收入合同，登记合同的来源，若合同属于项目，则需关联项目。合同的基

本信息包括：合同编号、合同甲乙双方、合同金额、支付方式、清单项、合同附件等。合同支持工作流审

批。在该模块的详情标签页中可以查看该合同所产生的变更、收款记录并可钻探到明细信息。

合同登记



通过客商信息模块管理合同要用到的客户信息，包括：客户名称、主要联系人、账号、附件等。其中被合同

引用过的客商信息禁删。

客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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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同收款模块来记录合同的收款情况，包括收款日期、本次收款金额、收款类型（预付款、进度款、结

算款、保留金等）、扣款（保留金、水电、罚款等）、附件，以及累计收款、尚需收款等信息。合同收款支

持工作流审批。

合同收款

收入合同

通过合同变更模块来记录合同发生的变更，变更金额会自动计入合同的待批或已批调整。合同变更支持工作

流审批。

合同变更

通过合同开票模块来记录合同的开票情况，包括开票日期、本次开票金额、本次税金、发票类型、附件，以

及累计开票、尚需开票等信息。

合同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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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同收票模块来记录合同的收票情况，包括收票日期、本次收票金额、本次税金、发票类型、附件，以

及累计收票、尚需收票等信息。

合同收票

支出合同

通过合同登记模块登记公司产生的各类支出性合同，若合同属于项目，则需关联项目。合同的基本信息包

括：合同编号、合同甲乙双方、合同金额、支付方式、清单项、合同分类、合同附件等。合同支持工作流审

批。在该模块的详情标签页中可以查看该合同所产生的变更、收款记录并可钻探到明细信息。

合同登记

通过合同变更模块来记录合同发生的变更，变更金额会自动计入合同的待批或已批调整。合同变更支持工作

流审批。

合同变更

通过供方信息模块管理合同要用到的供应商、承/分包商信息，包括：供方名称、主要联系人、账号、附件

等。其中被合同引用过的供方信息禁删。

供方信息

通过合同收款模块来记录合同的付款情况，包括付款日期、本次付款金额、付款类型（预付款、进度款、结

算款、保留金等）、扣款（保留金、水电、罚款等），以及累计付款、尚需付款等信息。合同付款支持工作

流审批。

合同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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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执行过程中，各类业务的处理会产生诸多文档，包括：合同商务文件、合同技术文件、变更文件、签

证文件、结算书、计量报告、收/付款申请等。这些文档不仅要集中进行存储与管理，而且需要与原有业务记

录关联起来，以便于未来对合同过程进行追溯、审计与查询。

文档中心

合同监控

综合查询模块提供多维度的合同检索方式，如合同名称、合同编号、责任人、合同类型、所属工程、合同时

间等，帮助用户快捷查询到相应的合同信息，包括合同编号、合同名称、金额、已付金额、合同时间、文

档、完成百分比等。

综合查询

统计报表模块主要实现收入合同台账统计、支出合同台账统计、合同收款统计、合同付款统计、合同变更统

计等，所有报表结果均可以导出为(DOC、XLS或PDF格式。

统计报表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可以提供关键合同执行的预警与提醒，例如：超期款结算合同、变更临界值、付款累

计、到期支付节点、逾期支付节点等，让管理都主动地、前瞻性地监控合同执行过程。

合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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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置

通过功能权限模块来定义合同

管理的功能权限，默认设定2种

权限角色，综合业务权限、系

统配置权限；所有业务用户可

以使用全部业务模块功能；系

统管理员可以使用系统管理功

能；

功能权限

通过用户管理模块来定义要使

用 合 同 管 理 系 统 的 用 户 ， 包

括：用户名、口令、权限、基

本信息。

用户管理

通过数据安全来控制合同记录

级别的操作权限。记录级别安

全配置由系统管理员针对收入

和支出类型统一设置3种类型：

所 有 人 可 见 /按 项 目 分 /按 经 办

人。

数据安全

通过流程定义模块来定义合同

管 理 系 统 要 用 到 的 各 类 工 作

流 。 系 统 默 认 定 义 好 业 务 流

程，仅涉及到合同登记、合同

变更、合同支付三种流程（区

分收入/支出），每种流程定义

三个节点：发起人-审核人-批

准人，审核人与批准人可以分

配至用户，也可以分配至流程

角色，流程角色默认为：合同

经办人、合同主管、领导。

流程定义

通过词典定义模块来定义各种

分类，例如支出合同类型：工

程类、采购类、设计类、监理

类、其他服务类等，这些词典

可以在记录录入、报表查询时

调用。

词典定义

通过流程运行模块来监控系统

中发起流程的运行状况。如果

已分配审核人或流程角色已分

配人员则直接送审，若没有分

配人员允许操作人选择下一步

审核人（可从系统所有用户中

直接挑选或搜索选择）。

流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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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光广安自2001年成立起，始终专注于组织级项目和项目组合管理应用领域，是国内领先的企业

级项目管理整体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通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远光广安已经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研发和服务团队，精通项目和项目组合

管理的理论和方法，拥有多年咨询和实施经验，掌握前沿软件技术，洞悉产品发展方向，具备从管

理咨询、培训、产品研发、系统实施、技术支持全方位服务的能力。

更多信息

要了解有关远光广安项目管理软件的更多信息，请联系销售代表或业务合作伙伴，或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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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应用价值 关于远光广安

WWW.PM360.COM

地址：南京市中山北路350号老学堂创意园A2幢 

邮编：210002

电话：025-84293430 ，400-065-1360

传真：025-84293420

邮箱：ygga@pm360.com

网址：www.pm360.com

联系方式

合同管理系统（SuperCM）覆盖合同管理全生命周期，实现合同登记、执行、监控与跟踪管理、统计报

告，解决公司业务层的迫切需求，实现合同全生命周期的有效管控。

建立对合同的全生命周期管理的信息化平台，使合同管理相关部门或人员，可以全面掌

握公司的合同情况，更加高效地完成合同签订前的会签和审批工作、落实合同签订过程

控制要求、建立履行过程中的风险监控和反馈机制，实现数据信息跟踪管理，包括基本

信息和履行信息的管理。

统一和规范合同管理的流程、内容和模式，实现日常业务的协同管理，以帮助企业提高

合同审查审批的节奏与效率、节约管理成本。

采用人性化的业务消息提醒机制，应用类似单据流转、事件触发的模式，帮助用户在合

同流程化工作中及时知晓并处理相关业务，提高跨部门的业务处理效率。

通过严谨的权限管理，建立以合同为载体的流程体系和管理体系，保证经济行为的规范

性、准确性、及时性。

记录合同全生命周期产生的商务文件、技术协议、签证与变更、收付款、结算书等各类

文件，以实现对合同资料的查询、追溯、审计。

通过信息化手段形成具有业务关联性的结构化数据，为企业合同管理的统计分析提供必

要的数据共享支持，提高了合同相关业务数据的利用效率，让综合分析变得更加灵活高

效，使得业务应用方案本身也更具扩展性, 为企业管理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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