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中国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报告

联合发布（排名不分先后）：



2020年，企业商旅面临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疫情迫使许多企业在何时以及如何恢复商旅上做出艰难
的决定。

分贝通作为企业支出的晴雨表，就互联网、教育、文娱、医疗、制造等行业的高成长企业进行样本分
析，对疫情影响商旅规划、管控方式、出行习惯、企业经营模式等维度方面进行调查。

管理者如何在新冠疫情带来的业务压力下，丛容规划公司的商旅计划？
企业商旅管理的方式是否因为新冠疫情发生变化？
在商旅高频的飞机、酒店、火车、用车、用餐等场景下，新冠疫情如何影响出行人的行为习惯？

伴随着业务增长和规模扩张，中国高成长企业也需要创新的经营管理模式，分贝通联合高德打车、航
空、首旅如家、曹操打车等，发布《2020中国高成长企业商旅出行报告》，通过对飞机、酒店、火
车、用车、用餐5个细分场景的数据分析，总结我国高成长企业2020年全年商旅支出的变化，发现商
旅人士及企业管理的核心诉求，并预测未来发展趋势，为企业提供商旅管控参考。

研究报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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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至12月的商旅支出，北美地区商旅支出下降79％，西欧地
区下降77％，拉丁美洲地区下降59%，东欧地区下降63%，亚太地
区和中东和非洲地区（EMA）均下降52%。

数据来源：IMF，世界经济展望；GBTA report

全球商旅各区域情况

2020年全球经济商务旅行支出下滑至前所未有的水平

2020商旅市场现状

实际GDP年百分比变化

2020 年全球经济萎缩，全球GDP下降了3.3%。即使是2008年全球
经济大衰退时期的GDP降幅也只有0.5%，全球经济前景仍面临巨大
的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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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IMF，2019《世界经济展望》， GBTA report

2020中国商旅支出受疫情严重影响

2020商旅市场现状

2013-2023中国商旅支出（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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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冠疫情影响，商务旅行计划出现短期“冷冻”状态。全球商旅支出降幅达52%，至6,940亿美元，远低于2019年的1.4万亿美元 。
疫情对全球经济的真正影响始于2020年第二季度，2020年中国商旅支出降至2019年预估值的60% ，退到2014年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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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企业商旅支出管控较2019年更严格

2020商旅市场现状

2020年

2020年企业平均支出订单量较2019年上升2020年企业平均差旅费用较2019年下降12%

2019年

75万 66万

高成长企业每家年平均差旅费用支出

下降 12%

→

高成长企业每家年平均支出数量

火车

-7% -8% +20% +30%

飞机 酒店 用车

从高成长企业具体费用支出总数和订单次数来看，虽然每家企业平均费用支出有所下降，但是平均订单量却有所上升。由此可见，企业订
单单价在下降，说明在差旅上的费用管控更加严格，更加注重企业商旅成本支出的管理。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



尽管疫情带来了健康风险，但出行人和管理者仍然同意商务旅行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功能，两类人群都有80％以上强烈同意或同意商务旅
行对于推动公司发展至关重要，这也就解释了为何2020年高成长企业的商旅次数反而较2019年有所上涨。

商旅仍然对推动公司业务发展至关重要

出行人和管理者对商旅重要性的评价

数据来源：Tripactions, 2020 annual report

根据出行目的判断商旅重要性

出行目的的主要原因是哪些？请根据重要性排序

推动关单

潜客拜访

客情维护

跨区团建

伙伴拜访

出席活动

1-非常不重要 2-不重要 3-中立 4-重要 5-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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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程度选择“商旅是否对公司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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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商旅市场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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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深圳、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同样也是商旅最热门目的地，作为有阿里等互联网巨头加持的杭州，俨然成为“新一线”城市。
受北京疫情影响，去往一线城市的商旅减少，而去往新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商旅有不同比例的提升，新一线城市作为目的地的出差
次数涨幅最大。

商旅出行热门目的地：一线城市占据前位但整体呈下沉趋势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国内 TO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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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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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长企业商旅飞机出行情况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中国商旅出行人士消费金额分布

国内机票消费金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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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2086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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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机票平均价格走势

高成长企业商旅人士选择最多的航司分别是：中国国航、中国东方航空、南方航空、海南航空、深圳航空
国内最热门航线 Top 5 分别是：北京←→上海、北京←→深圳、北京←→成都、上海←→深圳、北京←→广州
受疫情影响，2020年机票价格在往年高点时期（4月）开始出现下滑，拉低全年平均水平，国内机票消费金额在1400元以下的占79.4%。

（单位：元）



商旅飞机出行提前3-5天预订将有效节省费用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208673

国内飞机出行有49.2%的出行人在2天内预订，但提前3-5天预订的折扣最大，所以规范员工提前3-5天预订可以有效节省费用成本。

中国商旅出行人士预订时间分布

国内机票预订时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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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旅酒店住宿偏好经济型酒店，价格随着疫情变化上升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383483，美国运通全球商务旅行（GBT）《2020年酒店监测报告》

中国商旅出行人士酒店住宿偏好 TOP5

经济型酒店

中档酒店

高端酒店

1 2 3 4 5

汉庭 如家 锦江之星 7天 城市便捷

全季 假日酒店 Hyatt Place 开元酒店 Four Points

君悦 洲际酒店 凯宾斯基 万豪 香格里拉

在酒店品牌偏好上面，汉庭、如家等连锁品牌是商旅人士偏爱的经济型酒店，全季、假日、君悦、洲际是入住较多的中高端品牌。
尽管2020年酒店业面临一定挑战，但随着疫情好转，旅行人数在不断增长，主要城市酒店供应量上升，该地区入住需求的持续增长仍可
能带来酒店房价的提升，预计北京的客房价格将上升1%，上海将提高2%，香港的涨幅将达到3%。

各星级酒店平均价格

698

405
265

176

五星四星三星二星

-1.1%
1.6% 0.7%

-3.4%

平均价格

同比变化



高成长企业住宿规则设置考虑成本节省及人性化管理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

高成长企业大多通过规定预订时间、酒店星级、间夜房费、同性双人标间同住等标准控制酒店费用成本，同时还会通过规则外审批、超规
订单个人支付等方法保证员工的差旅个性化需求，提升差旅体验。
随着酒店价格提升，高成长企业也同步提升住宿费用标准，一线城市多在500-800元，二线城市在300-500元，三线及以下则低于300元。

高成长企业酒店差旅规定设置

提前N天预订

规定酒店星级

规定每间夜房费

高成长企业各线城市住宿标准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500 ～ 800 元 300 ～ 500 元 100 ～ 300 元
规定同性双人标间

34%

83%

44%

62%

支持规则外审批 27%

支持超规个人支付 38%



行程距离较短时商旅人士倾向于选择火车出行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北京 → 上海

上海 → 北京

北京 → 天津

上海 → 杭州

广州 → 深圳

火车热门路线为更短途的旅程，如北京←→ 天津、上海←→ 杭州、广州←→ 深圳，而飞机出行的热门路线（北京←→深圳、北京←→成
都、北京←→广州）距离更长，商旅距离更短意味着更少的行程时间，说明“行程时间”是商旅人士在购买票务时优先考虑。
另外，选择火车出行整体价格也较飞机更低。火车消费金额分布区间分布相对均衡，有60.7%的商旅人士花费50-350元购买火车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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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国内火车票消费金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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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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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500 17%

中国商旅人士最热门路线 TOP5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389403



企业因公用车出行情况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企业出行需求以日常出行、差旅出行、加班打车、客户接送为最多。员工企业出行频次集中在每月6-10次，占比48.4%。分城市来看，
越发达的城市使用频次越高。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649531

企业员工因公出行的场景

差旅用车 商务洽谈 客户接送

加班用车

高管用车

日常通勤 工程外勤公务应酬

62.1% 54.4% 48.5% 8.7%

13.9%42.7% 11.7% 10.6%

企业员工每月因公出行的频次

整体

2次及以内

3-5次

6-7次

8-10次

11-15次

2.4%

14.3%

20.6%

27.8%

17.3%

16-20次 6.3%

20次以上 11.4%

一线城市

1.2%

10.5%

18.1%

28.1%

19.3%

6.4%

16.4%

二线城市

2.5%

16.8%

21.8%

27.7%

14.3%

5.9%

10.9%



等待时间平均值 费用平均值(元) 费用最少(元) 费用最多(元)

北京 1分46秒 64.32 7.01 3130.09

上海 38秒 63.95 7.06 2117.66

深圳 28秒 51.55 7.03 2286.42

广州 20秒 60.4 7.16 2768.51

成都 38秒 41.7 7.04 1025.93

0.0%

5.0%

10.0%

15.0%

20.0%

25.0%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北京

上海

深圳

广州

成都

企业因公用车：北京最“有耐心”且最“土豪”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在你睡觉的时候，平均还有 6.1%的人在努力工作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649531

高成长企业普遍标准是 9点 之后有加班用车补助

分析因公用车 TOP5 城市的企业出行情况，北京的平均等待时间、平均费用、最多费用均为第一。成都则在二线城市中名列前位。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使用数字化餐饮消费管理服务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数据来源：饿了么企业版，数据时间：20200401-20210331

近年来，数字化餐饮消费管理服务逐渐兴起，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体验。
按照具体场景来看，企业因公用餐可以划分为商务用餐、工作餐、差旅用餐、福利餐、团建餐，其中商务用餐和工作餐的需求最大。

商务用餐

38.5%

工作餐

36.6%

差旅用餐

12.8%

福利餐

7.6%

团建餐

4.5%

定义说明：福利餐：针对所有员工发放、没有特别设定消费条件的企业福利；
工作餐：员工在企业职场上班期间的用餐， 一般包含早餐、午饭、加班餐/晚餐等。

企业因公用餐场景分布

2018 2019 2020

使用数字化餐饮消费管理服务的企业数

上涨
900

%

上涨
100

%



2020年外卖平均费用（元） 较2019年 2020年外出用餐平均费用（元） 较2019年

北京 56.0 -6% 500.3 +16%

上海 60.5 +2% 463.5 -8%

深圳 62.7 -12% 349.9 +4%

广州 56.2 -13% 408.1 +13%

成都 48.8 +4% 491.7 +10%

高成长企业工作餐餐补大多在10-50元之间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数据来源：平均费用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1287；工作餐餐标数据来源饿了么企业版，数据时间：20200401-20210331

因公外卖和外出用餐平均订单费用情况

企业因公用餐的形式可分为外卖和外出用餐两大类，从不同城市的费用情况来看，在一线城市的高成长企业用餐费用仍名列前茅，成都依
旧在二线城市中脱颖而出。从餐标分布来看，80%高成长企业餐补在10-50元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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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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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成长企业人均工作餐餐标区间分布



快餐、奶茶和咖啡是员工外卖的“快乐源泉”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

从时间分布上看，高成长企业因公外卖多为17-19点的工作餐；从品牌偏好来看，汉堡、三明治类快餐和奶茶、咖啡成为了员工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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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外卖预订时间分布

数据来源：预订时间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1287；品牌偏好数据来源饿了么企业版，数据时间：20200401-20210331

华莱士

麦当劳

肯德基

1点点

盒马

工作餐外卖餐饮品牌偏好

星
巴
克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03

2020商旅市场现状01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02

企业商旅支出发展趋势04

Beyond reimbursement, 
we are buil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corporate expense management platform. 



自行预订模式

企业指定模式

OTA在线平台

传统旅行社

航司/酒店/12306直销

机票代理

TMC

费控、OA软件

支出管理系统

企业支付

贴票/审核 报销打款

结算开票

企业商旅管理现有模式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目前中国主流企业商旅管理模式可分为两大类：自主预订模式和企业指定模式

财务入账

员工垫付

预订及供应商合作模式 支付方式 财务管控模式



预订模式以员工自行预订为主，但逐渐往标准化管理发展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供应商 产品种类 提供服务 分布占比

OTA预订平台 机票/酒店/火车票/用车/签证等 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办理签证服务等 70.2%

TMC 机票/酒店/火车票/签证/保险/用车/MICE等 差旅预订、审核、报销/差旅系统对接服务/商旅数
据报告服务/企业差旅费用月结服务等 23.6%

12306/航司/酒店直销 机票/酒店/火车票 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 30.5%

传统旅行社 机票/酒店/火车票/用车/签证等 机票、酒店、火车票预订/办理签证服务等 20.7%

机票代理 机票 机票预订 19.4%

费控/OA软件 接入TMC的产品资源 办公服务/费控服务 2.3%

支出管理系统 接入OTA/TMC/代理等资源 差旅预订、审核、报销/差旅系统对接服务/商旅数
据报告服务/企业差旅费用月结服务/费控服务等 1.8%

其他 企业自建平台合作供应商 差旅预订 4.1%

现阶段企业差旅以OTA预订为主，随着C端平台的发展，大家旅行习惯导致了OTA在线预订平台的发展，但是零散预订已经不符合高成长
企业商旅管理的诉求，越来越多的企业选择更标准化的企业支付方式进行管理。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



不同企业商旅管理模式中企业支出管理模式满意度最高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根据调研数据，不同差旅预订方式（企业支出管理模式预订、TMC预订、专员代订、邮件电话预订以及员工自行预订）下员工满意度存
在差异。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艾瑞报告

使用指定TMC预订 专员统一代订邮件/电话向代理或旅行社预订员工自行OTA预订事后报销

满
意
度

非常满意 20.6%

比较满意 50.1%

一般满意 19.3%

比较不满意 10%

非常不满意 0

非常满意 10.7%

比较满意 42.2%

一般满意 45.2%

比较不满意 1.9%

非常不满意 0

非常满意 0

比较满意 11.1%

一般满意 67.7%

比较不满意 21.2%

非常不满意 0

非常满意 20.1%

比较满意 19.9%

一般满意 39.9%

比较不满意 20.1%

非常不满意 0

非常满意 25.4%

比较满意 68.7%

一般满意 5.9%

比较不满意 0

非常不满意 0

企业支出管理模式预订



低满意度来源于传统模式的繁琐的审批和报销流程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传统模式（OTA在线平台、旅行社、12306/航司/酒店直销预订模式）审批和报销流程的体验是极大影响了员工、财务、行政及其他涉及
人员的工作效率和满意度，每百名员工就对应1名专人处理报销事务。

审批

单月处理审批单平均值

4h30m

1000人以上

500-1000人

300-500人

100-300人

50-100人

3280

1180

448

196

60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艾瑞报告

商旅平均审批时长

报销 员工反馈

商旅平均报销打款时长

单月处理发票平均值

28 天

8934

4209

988

472

173

“出差垫钱实在太烦人了，每次等很久才
能发下来，不知道财务都在干嘛。”

“核对发票很麻烦，很多不符合票都不能
用，一不注意就会漏掉重复票或假票。”

“出差前审批流程太麻烦，我都得专门找
一下午提申请，回来报销又得找时间弄，
一不小心就找不到攒的发票，每次都亏好
几百……”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企业支出管理平台集合所有模式优势，提升满意度

产品资源丰富 使用便捷智能

成本管控能力

服务满足需求

结算对账灵活 提供数据分析

• 协助差标制定及优化
• 个性化配置权限、预算、标准
• 规则、标准实施实时监控
• 协议价格谈判

• 能够接受月结账期
• 能够支持企业信用卡/垫付
• 能够自定义账单

• 根据订单数据提供消费分析
• 根据行业或市场情况提供差标建议
• 针对特殊情况提供不同方案

• 资源整合能力强
• 一站式预订所有差旅产品

• 提升预订便捷度，节省时间
• 快速完成审批流程
• 符合差标的智能推荐能力强

• 提供差旅预警、VIP服务
• 员工关怀/节省奖励可软性管控
• 丰富的服务经验应对突发情况



商旅服务商合作优劣势对比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优势 供应商 劣势

规模采购价格优势，费用月结，可进行差旅预订、审核、
报销，相比TMC和费控软件场景覆盖全面，流程更优 支出管理系统 根据不同供应商区分

规模采购的价格优势，差旅费用分析，费用月结等服务 TMC 管控能力差，需预订服务费/捆绑消费

对接不同TMC，可进行差旅预订、审核、报销 费控/OA软件 资源能力差，依靠外包对接差旅资源

资源丰富，部分产品促销活动有价格优势 OTA在线平台 审批繁琐，需员工垫资报销，无系统/报表分析

资源丰富，部分产品价格优势 传统旅行社 审批流程复杂，无系统/报表分析

产品直销，价格优惠 12306/航司/酒店直销 产品单一，审批流程复杂，无系统/报表分析

机票资源优势 机票代理 产品单一，审批流程复杂，无系统/报表分析

自行统一管理 其他 对接多供应商管理繁琐，无集采价格优势



行业服务模式呈“场景-支付-费控”融合趋势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差旅公司) (企业信用卡) (费控SaaS)

企业支出管理

+ +

驱动因素
l 移动互联网
l 产业互联网
l 发票/电子发票

l 软件API化
l SaaS普及

l 开放银行
l 移动支付/二维码

在各类因素的驱动下，商旅服务行业中分别侧重于场景支付的厂商（TMC、企业出行服务等）和侧重费用管控的厂商（费控SaaS等）正
在由单纯对接向商业模式融合演变，衍生“场景-支付-费控”三合一的企业支出管理综合型厂商。

从场景支付切入 从费控切入

企业差旅管理平台

企业信用卡公司

企业费控平台

企业费控平台

对公付款平台

场景 支付 费控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

企业支出管理平台（场景-支付-费控）能力概况及优势

能力 优势

产品资源

场景
覆盖

• 商旅用餐：机票、酒店、火车、因公用车、加班用车、商务宴请、因公外卖
• 补助福利：交通补、差补、餐补、激励
• 备用金
• 对公付款

• 覆盖企业商旅支出场景

资源
• 机票资源：航司直连，多家主流OTA，B2B票代，协议托管
• 酒店资源：酒店集团直连，2C/2B平台，协议托管
• 用车：主流多平台接入

• 资源集合提供更多选择

管控能力

事前

• 使用分贝通前，需要预置企业组织架构
• 按角色、人员配置权限规则
• 按部门、项目等维度配置并拆解预算
• 设置审批规则（固定审批流+弹性审批流）

• 多场景组合设置预算，支持超预算禁止下单，保证预算
执行

事中

• 可按职级（员工/经理）、岗位角色（销售/市场）配置多套规则
• 可按城市等级、多人同行等智能划分差标
• 可按舱等、座次、价格、折扣、时间等配置各场景消费标准
• 可记录员工消费项，防止遗漏，导入并管理发票，防止丢失智能推荐，寻找该时间段最低价

• 配置多套规则，支持提前预订，低价限制，节省成本
• 审批流同步现有系统，提升效率

事后

• 员工垫付后在分贝通发起商务消费报销申请
• 企业可在后台完成批量报销款的支付
• 多种打款方式方便快捷
• 一键生成入账凭证
• 电子发票档案管理

• 覆盖全场景企业消费，完成费用管理的闭环

费用成本 收费
模式

• 平台费
• 垫资服务费
• 无其他服务费/捆绑消费

• 节省服务费及虚假报销损失



企业商旅支出发展趋势04

2020商旅市场现状01

2020高成长企业商旅支出分析02

企业商旅支出管控现状03

Beyond reimbursement, 
we are building the next generation corporate expense management platform. 



• 未来三年商旅支出保持增长：GBTA预计商旅支出将在2022年进一步加速，2023年增
长将放缓，但增速仍大于历史平均水平（4.6%），2024年达到约1.4万亿美元。

• 企业商旅预算强调灵活性：高成长企业在差旅预算方面对未来的预期， 61%的受调者
表示将根据疫情防控情况进行灵活调整，21%表示与去年持平，仅有10%称将削减预
算。

• 差旅需求转向内循环：随着疫苗接种的推广国内商旅会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去往新一线、
二线、三线城市的商旅支出量将进一步提升。

企业商旅支出发展趋势——后疫情的商旅决策

未来商旅市场的积极态势

数据来源：GBTA report, CITS GBT report

灵活调整 与去年持平 削减预算 其他

61%
21%

10%

差旅预算



灵活的的差旅标准和预订方式十分重要。另外中国商务出行人士希望技术能够跟上时代发展，包括移动应用程序功能查看管理安全信息、
值机、行程。根据艾瑞调研数据，商旅出行者对企业差旅流程最不满意的三个方面是报销收集整理发票、员工垫资以及报销时间长，所
以公司统一支付差旅费用，不用员工垫资、提高报销效率是商旅出行人士的主要关注点。

企业商旅支出发展趋势——商旅人士出行诉求

灵活性和极致体验是商旅人士的核心诉求

61.7%

增加资源选择范围

不要屏蔽差标外的资源。
增加酒店、飞机选择范围
或者高品质数量，部分员
工愿意支付额外价钱享受
升级标准。

50.8%

灵活预订优化审批

搜索界面的价格、类型信息
杂乱，时间花费长，改退签
麻烦、预付无法取消，超时
到达酒店被取消订单，不人
性化。受访者还建议公司优
化审批渠道和流程，提高整
体申请、预订、报销效率。

47.4%

智能化推荐或提醒

47.5%的受访者希望收到
智能推荐酒店、机票/火
车票服务，并希望能够获
得政策外预订或费用信息
的自动通知。

54%

跟上时代的技术体验

54%商旅人士希望当前的
移动应用程序能记录旅行
者安全信息、移动值机、
以及查看和管理其旅行行
程的功能。

71.1%

公司支付免去报销

71.1%的受访者希望公司
统一支付差旅费用，不用
员工自行垫资报销，免整
理发票、免报销将大幅提
升员工满意度。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



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考虑将其雇佣的商旅管理服务整合到一家合作伙伴旗下。受访者称这种变化来自于企业对简化与整合工作提升效率、
节省成本开支保证合规要求和选择丰富资源及服务的诉求。

企业商旅支出发展趋势——企业商旅管理诉求

商旅管控诉求促使更多企业考虑商旅管理整合服务

优化流程提升效率

65% 66%

节省开支保证合规

48%

扩充资源及专业服务

• 企业控制差旅预订成本的需求十分明显
• 统一供应商能使企业对流程进行更高的标
准化管理，提高差旅项目合规性

• 统一供应商还可显著压缩因使用多家供应
商而带来的额外成本

• 增加可选择机票/酒店等范围及数量，特别
是希望增加高品质酒店

• 专业的客服服务可满足个性化服务需求
• 员工的安全保障在疫情后同样成为尤为重

要的关注点

• 智能的支付流程，如优化成本分摊流程、
定制化清晰的综合对账单、统一结算、统
一对账流程，可提高差旅人员的效率

• 在线预订工具和一站式机票/酒店/火车票
等产品资源平台，可节省预订时间

• 商旅数据分析建议将极大提升工作效率，
辅助决策

数据来源：分贝通数据，样本量 N=789



随着商旅服务行业的智能化发展，商旅服务的边界不断拓展，融合机票/火车/酒店/用车/用餐场景，协同发展。全流程管控即融合资源预
订支付和规则、费用管控，实现人事对接、差旅审批、产品预订、结算对接、数据互通等一体化服务。

企业商旅支出发展趋势——商旅服务行业发展

由场景切入，供应商向“场景-支付-费控”全流程融合发展

出差申请 预订支付 财务审核入账 数据分析

智能商旅出行整体解决方案 消费数据实时准确记录

资源供应

费用结算审批、人事对接

规则、费用管控

记录同步

便捷简单的申请审批流程
审批结果能自动同步到预订平台
智能提示申请结果，同步预算

资源丰富，智能提醒符合差标的可选项
能保留个性化偏好

同平台预订自动跳转到下一消费场景
智能提示超规、误点、值机等信息

企业统一支付不用垫资及个人付升级服务

自动费用管控，同步预算执行情况
统一结算开票按会计分录的明细入账
所有材料（合同、发票等）统一归档

消费数据自动同步BI
可视化图表分析消费行为

费用标准参考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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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关注分贝通官方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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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杭州｜成都

版权声明

本数据报告所有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文字、图表、标志、标识、商标等）版
权均归分贝通所有。
未经分贝通书面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复制、转载、重制、修改、展示
或以任何形式提供给第三方使用本报告的局部或全部内容。
任何单位或个人违反上述规定，均属于侵犯版权的行为，分贝通将追究其法
律责任，并根据事情追究赔偿责任。

关于分贝通

下一代企业支出管理平台。
通过“企业支付+员工垫付再报销“实现无死角覆盖全部企业费用支出，为
高成长企业带来一站式的企业支付体验，帮助财务更高效、更数字化的管
理费用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