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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现阶段,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进入到了大数据时代,促进着各个行业的创新发展。
在企业的日常采购管理中,由于传统的采购方式存在很多不足,给企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问题。作为公
司来说,需要在大数据时代下加强采购成本的管理,通过互联网技术来创新运输物流方式,让采购成本实
现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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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enterprise procurement cost managemen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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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esent stage,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entered the era of big data,
promoting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industries.In the daily procurement management of
enterprises, due to the many shortcomings of the traditional procurement methods, it has brought many
problems to th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s. As a company,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procurement costs in the era of big data, innovate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methods through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ontrol procurement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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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变动,会给公司的成本造成影响。
1.4未将采购管理工作与供应链有
效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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