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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View for AP

Kofax MarkView® for AP (MarkView) 帮助数以百计的知名
公司/组织实现应付账款 (AP) 运营自动化。该解决方案提
供业界领先的信息采集技术，可以自动化发票处理和数据
输入工作。它包括用于处理和解决争议、提供账目详情的
最佳实践工作流，此外，还提供实时 ERP 集成、供应商
自助服务门户和应付账款流程优化实时仪表板等功能。

安全的移动应付账款自动化
MarkView 8.0 是业界第一款、也是唯一一款提供适用于
iPhone 和 Android 设备的移动功能的 AP 自动化解决方
案。通过与 Kofax Mobile Capture™ 相集成，使得企业内
部和外部的用户均能安全地访问采集和处理发票、收据
和相关文档所需的信息和功能，从而加快发票和收据的
处理速度。
借助 Kofax MarkView 全新的移动功能，业务线员工和管理
人员几乎可以随时随地直观安全地访问发票处理功能，获
取相关的财务和业务流程信息，从而提高响应效率。对于
外延性企业来说，金融共享服务中心可充分利用 MarkView
的强大功能，将各个业务部门和地理中心与智能手机用户
整合。员工可以利用 Kofax Mobile Capture 对费用收据进
行图像处理，并将其传输至 ERP 费用管理应用程序。供应
商可以利用 KMC 对发票进行图像处理，并通过安全的保
管链和图像增强技术将其传输给企业，同时还可以即时收
到妥收确认消息。现在，利用这些由智能手机提供的图
像，可以获得最高质量的发票处理数据。

增强现有的 ERP 系统
公司可以利用 Kofax Capture™ 完全自动化和加速所有发票
数据的采集和管理流程，从而能够全面精简和自动化采购
到付款的流程。此外，还可利用 Kofax Transformation
Modules™ 实现智能文档分类、提取和验证功能。大多数
ERP 系统尚未得到充分利用，这是因为与这些昂贵的系统
进行通信的业务流程尚未得到优化。在 ERP 实施完成之
后，电子邮件和传真的往来以及纸面文档的交换仍然非常
频繁。通过使用 Kofax Capture 和 Transformation Modules 尽
早准确地采集所有发票数据，公司/组织可以更好地实现真
正的端对端、采购到付款流程的自动化。Kofax 将其十余
年专业经验积淀的最佳实践和数以百计的实施方案封装到
应付账款业务流程中，消除了通信瓶颈，优化了应付账款
流程。

MarkView 既可管理有 PO 的交易，也可管理无 PO
的交易。对于预先批准的发票和 PO 发票，由于系
统在将发票交给负责解决争议的用户之前会先自动
采集、提取和验证所有发票信息，因此，通常繁琐
低效的争议解决流程随之得以精简和优化。利用
MarkView，用户可以非常方便地访问所需的全部信
息和工具，从而轻松解决发票遭冻结/拒绝的问题并
批准支付发票。如果用户需要访问发票或采购单信
息，他们可以通过 MarkView 在线访问所有相关的信
息，因而大幅减少了应付账款办事员检索此类信息
所需的成本和时间。
对于无 PO 的发票，MarkView 可以将供应商发票直
接输送给应付账款部门，优化编码和批准流
程。MarkView 会利用 ERP 系统的安全机制和审批等
级体系，将发票通过电子邮件以链接的形式发给相
关的业务经理。该经理点击此链接时，即会在浏览
器中显示此发票，供经理审核、编码和批准。借助
于 MarkView，第一遍即可准确地输入可能冗长而难
以记忆的成本中心代码，并且随后还会执行交叉检
查并对照 ERP 表中的数据实时进行验证。经理只需
点击“批准”或“拒绝”即可完成其在发票处理流
程中的任务。

轻松访问数据
Kofax MarkView for Accounts Payable 将业界领先的文
档采集、分类、信息提取和验证技术与全套最佳实
践工作流融为一体，使通过 Web 浏览器操控文档几
乎就像操控纸质文档那样轻松自然。Kofax MarkView
for Accounts Payable 可为所有媒体类型（纸质文
档、传真、EDI、电子发票等）以及所有用户角色、
位置和运营模式提供一套统一的业务流程。可为电
子文档添加粘滞便笺、突出显示和批注并对其执行
各种操作。由于公司内部和外部的人员均可通过
Web 访问这些文档，因此应付账款部门之外的人员
亦可参与应付账款流程。业务经理和供应商无需经
过任何培训即可使用该系统，因为该系统中没有复
杂的表格或界面需要学习。由于所有信息来源都通
过同一套熟悉的界面进行采集和操控，因此整个业
务流程成为统一的流程。Kofax MarkView for
Accounts Payable 是唯一一款由单个供应商提供的可
实现应付账款流程全面自动化的软件产品。

MarkView 的优势
随时，随地。Kofax MarkView 是同类软件中唯一
一款具备移动功能的应用程序，其符合企业安全
标准，即使是出差的员工或是远程办公的员工，
也能访问该应用程序。
• 缩短周期  提升内部员工和外部客户的满意度，
同时最大化现金流。快速付款可以赢得提前付款
折扣，避免缴纳滞纳金，降低了供应商重新发送
过期发票引起重复付款的可能性。
• 不会丢失或分错文档。由于可以在线即时采集发
票，因此决不会丢失或分错发票。无需复印、传
真和重新发送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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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文档运输和存储成本  这是因为无需邮寄发
票进行审批，同时也不必占用实际的存储空间。
通过减少 AP 发票准备工作、简化经理审批流
程、缩短处理供应商查询所花费的时间以及后台
处理时间，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查看审计历史记录。由于可以在线管理指定 AP
事务的所有支持信息，公司审计流程的效率和准
确率都将得以提升。针对发票及其相关支持文档
的审计请求均可通过在线自助服务进行处理。
减少甚至避免由于审计出错或违反法规而引起的罚
款和处罚。
改进性能评估和监控。实时数据可以推动流程的
持续改进。可以轻松地跟踪每发票成本或每发票
行项目成本等基准指标。
增强控制力度，提高财务能见度在自动化工作流
中可以实施各种控制策略，例如可将发票处理职
责与供应商维护职责分开。AP 人员可以清晰地
透视整个流程，帮助察觉和避免由于欺诈而引起
的损失。

关于 Kofax
Kofax® plc (LSE:KFX) 是全球领先的创新型智能采集
和流程自动化软件和解决方案的供应商，为用户交
互的关键性业务的 First MileTM 提供支持。
上述服务支持开始于公司的相关系统，该系统可从
用户处实时地采集信息密集性的资讯，并为这些系
统中的记录数据提供必要的连接，这些记录数据往
往规模较大，死板的企业应用程序和存储库通常不
能适应越来越先进的现代技术。
在 First Mile 的成功可提升企业的客户体验满意度，
同时大大降低运营成本，因而增强了公司竞争力，
为公司带来更大的效益。
Kofax 软件和解决方案为金融服务、政府、医疗、业
务流程外包和其他不同机构逾 20,000 名用户提供快
速的投资回报。
Kofax 通过自身的销售和服务机构以及由 800 多
家授权合作伙伴组成的全球网络来交付这些解决
方案，Kofax 的授权合作伙伴遍及美洲、欧洲、中
东、非洲和亚太地区逾75 个国家。
更多信息，请访问 kofa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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