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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企业资源计划即 ERP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由美

国 Gartner Group 公司于 1990年提出。企业资源计划是 MRP II

（企业制造资源计划）下一代的制造业系统和资源计划软件。除了

MRP II 已有的生产资源计划、制造、财务、销售、采购等功能外，

还有质量管理，实验室管理，业务流程管理，产品数据管理，存货、

分销与运输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和定期报告系统。目前，在我国 ERP 

所代表的含义已经被扩大，用于企业的各类软件，已经统统被纳入 

ERP 的范畴。它跳出了传统企业边界，从供应链范围去优化企业的资

源，是基于网络经济时代的新一代信息系统。它主要用于改善企业业

务流程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ERP 是由美国计算机技术咨询和评估集团 Gartner Group Inc 提

出的一种供应链的管理思想。企业资源计划是指建立在信息技术基础

上，以系统化的管理思想，为企业决策层及员工提供决策运行手段的

管理平台。ERP 系统支持离散型、流程型等混合制造环境，应用范围

从制造业扩展到了零售业、服务业、银行业、电信业、政府机关和学

校等事业部门，通过融合数据库技术、图形用户界面、第四代查询语

言、客户服务器结构、计算机辅助开发工具、可移植的开放系统等对

企业资源进行了有效的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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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介绍 

深圳市聚一科技有限公司是致力于研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

管理软件，主要面向中小微企业，已经为深圳上百家企业实现企业管

理软件的成功应用；公司以“源自实践，细节调整”为产品设计理念，

一切以用户需求为中心，将专业的技术架构与企业实际业务流程有机

结合，灵活适应中国企业个性化细节需求调整，全力帮助企业实现管

理提升的目标。 

公司产品“企业一号”包括适用于生产制造业的“工业版”与适

用于商品贸易的“商业版”，产品已经应用的生产制造行业有手机、

平板电脑、移动电源、数码保护膜、LED 灯具、音响、五金、塑胶、

线材、安防、光纤连接器、电焊机等，已经应用的商贸行业有化工、

粮油、IC、办公用品、化妆品、印刷纸业、钻石、家电、烟酒等。 

“企业一号”产品主要侧重生产物料管控与往来结算管理，具有

物料超储短缺、往来结算超期等自动预警提醒功能，计划统筹任意选

择多订单多层级原材料需求运算，实现销售、计划、采购、仓库、生

产各部门业务的高效协同，同时帮企业严格做到四个准确（库存准确、

应收准确、应付准确、成本准确），通过财务业务一体化，为企业老

板提供一盘清晰完整的账。本书主要针对企业一号生产型企业操作 

联系方式：电话:  0755-25882206  QQ：1794988652 

 地址:深圳南山区留仙大道南山云谷创新产业园云网孵化楼 311-313 

 企业一号，企业需要！ 



一、产品安装 

1.1 系统配置要求 

  服务器端 

CPU     最低要求 1.6 GHz Pentium 4 处理器 

推荐     3.0 GHz Pentium 4 处理器及以上 

内存     最低 RAM 要求 2G 

推荐     3G 内存 

硬盘     需要 20GB 以上的可用空间 

显示     Super VGA (1024*768)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颜色设置

为 32 位真彩色） 

鼠标     Microsoft 鼠标或兼容的指点设备 

  客户端   

CPU     最低要求 1.6 GHz Pentium 4 处理器 

推荐     3.0 GHz Pentium 4 处理器及以上 

内存     最低 RAM 要求 1G 

推荐     2G 内存 

硬盘     需要 10G 以上的可用空间 

显示     Super VGA (1024*768) 或更高分辨率的显示器（颜色设置

为 32 位真彩色） 

鼠标     Microsoft 鼠标或兼容的指点设备 

           



1.2 操作系统要求 

Windows XP Professional（32 位） 

Windows Server 2003 Standard /Enterprise（32 位）（推荐） 

Windows 7 旗舰版(32/64 位均支持) 

Windows Server 2008 Standard (64 位) 

Windows 8 企业版(32/64 位均支持) 

Windows Server 2012 Essentials (64 位) 

V9.1SP1 及其以后，支持 Vista（32 Home）  

V10.0SP1 及其以后，支持 Windows7 旗舰版 

V12.1 及其以后，支持 64 位系统 

不支持 Windows 98、 Windows XP Home 版、Windows Server 2003 

64 位、Windows 7 Home 版 

1.3 产品下载与安装 

  下载地址： http://www.365mrp.com/contact.html 

1.4 产品安装 

第一步：双击打开企业一号安装程序（注：WINwindows XP 以上

版本操作系统需右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 

http://www.365mrp.com/contact.html


 

第二步：选择企业一号安装目录（默认为 C:\Program Files 

(x86)\TOPERP） 

 



第三步：单击【下一步】，直至安装成功 

 

 

1.5 安装 SQL 

第一步：双击安装程序（本文安装的为 sql server 2005 根据用户

电脑配置可安装 sql server 2000、sql server 2008） 



第二步：选择接受条件下一步下一步 



第三步：根据需求可选择性安装 

 

第四步：注意事项 



 



 

 

第五步：安装完成 



 
 

 

 

 

 

 

 

 

 

 

 

 

 

 

 

 

 

 

 

 

 

 



二、新建账套 

2.1 新建账套 

企业一号-点击进入【账套管理】，点击【新增】，输入账套名称和

账套数据库实体存放目录，点击【确定】如下图： 

 
     

                       注：数据库路径不要放 C盘  

 

第一次安装需启用数据库账套升级-所有程序-企业一号-启用数据库

-账套升级 

2.2 系统登录 

双击企业一号图标，输入服务器 IP 地址或计算机名、用户名和选择



账套，点击【确定】登录 

登录进 ERP 主界面如下图：业务模块 

 

界面主分业务模块、财务往来模块、出纳模块（各模块有相对应的报



表）如上图模块报表 

往来管理模块（财务模块） 

 

出纳模块（银行 现金日记账） 

 

软件左上角系统、基础设置、期初导入、期末处理、辅助维护 统一



称之为----菜单功能 

2.3 新建基础资料 

第一步：菜单功能--基础设置--基础资料 

 

 

第二步：新增客户、部门、职员、仓库、供应商 

 

 

输入客户的基本信息：名称、联系方式、等信息 保存即可 

点击部门—点击【新增】— 输入部门信息 — 保存 

 

点击职员 —点击【新增】— 输入职员信息 — 保存 



 

点击仓库 —点击【新增】— 输入仓库信息 — 保存 

 

点击供应商 —点击【新增】— 输入供应商信息 — 保存 

 

 

第三步：新增物料（物料可分类别新增 如：原材料、半成品、成品） 

 

 



 

点击类别 新增 

 

注意：保存是保存鼠标光标所在的那一行，批量存是保存整个页面 

      上一级和下一级之间要用“.”隔开；名称不能重复 

      在保存下级名称之前要先将上一级保存完毕，即要保存 01.01，

则先要将 01保存完毕 

   3）、根据物料类型填写物料基本信息（以建立一个成品类型 1 中

的物料为例）；点击物料成品类型 1----点击新增---输入物料基本

信息 

 

以上所有基础资料，都可以通过导入、导出，进行大批量操作，如：

导出、导入【客户】方法如下： 



 

 

 

导出 excel 在 excel 编辑信息 

 

编辑好信息导入 



 

 

导入批量存完成 

 

以上操作使用于系统所有基础资料！导入完基础资料即可以使用 

2.4 用户新增及权限设置 

 



 

第一步：新增用户组 设置权限

 



 

 

1.新增用户组； 

2.选择用户组点击权限按钮； 



3.找到相应功能模块勾上 

4.权限分配完毕 点击授权按钮完成授权； 

第二步：新增用户 设置权限 

（注 同上 用户权限等于用户权限加上所属用户组权限） 

 

2.5 常用快捷键 

F1 查看帮助  

F2  保 存 

F3  强制修改（单据审核后可强制修改；配合权限使用；单价金额不

建议使用） 

F4 修改标题（单据） 插入字符（物料表） 

F5 生成流水（物料表） 根据部分物料信息匹配完整物料信息（单据） 

F6 批量填充复制（多行相同情况下使用） 

F7 选 择 

F8 查 询（根据关联源单单号查询被关联单据） 

F9 冻结列 （少用） 

F11 自动将栏目添加到序时簿， 

Ctrl + F 可以搜索表体指定列内容 

 

Ctrl + F2 保存表头默认值， 

 



三、单据操作流程使用 

内部物料管控总结：销售驱动、计划统筹、采购执行、车间配合、仓

库统管。 

3.1 BOM 单介绍及新建 

物料清单（Bill of Material，BOM），采用计算机辅助企业生

产管理，首先要使计算 机能够读出企业所制造的产品构成和所有要

涉及的物料，为了便于计算机识别，必 须把用图示表达的产品结构

转化成某种数据格式，这种以数据格式来描述产品结构 的文件就是

物料清单，即是 BOM。它是定义产品结构的技术文件，因此，它又称

为 产品结构表或产品结构树。在某些工业领域，可能称为“配方”、

“要素表”或其 它名称。  

在 MRPⅡ和 ERP系统中，物料一词有着广泛的含义，它是所有产品，

半成品，在制品，原材料，配套件，协作件，易耗品等等与生产有关

的物料的统称。  

 

 

 

第一步：在业务主界面找到 BOM 清单 打开进入 BOM 单序时薄 左上角

新增  

 



 
 

第二步：1、成品名称处按 F7 选择相应成品（来源基础资料）2、

表体物料代码 F7 选择子件 3、输入相应的用量 、损耗率（可不输）

4、替代料如图所示（0005 替代 0003 ）替代料在被替代料下一行 5、

在替代料代码那输入被替代料代码    最后保存  

同时单据可以预览打印（前提是要预设置后打印模板；）打印模

板后后续章节会有教程 ；可以根据公司格式不同设置不同打印模板；

也可以安装设置好的模板导出 excel、PDF 等格式文档 

 



 

3.2 销售订单新建以及注意事项 

第一步：在主流程界面找到销售订单打开进入销售出库序时薄新增 

 



第二步：注意事项 

销售订单最主要的    客户    物料    数量    单价 （是否含税） 

1、在客户那 F7选择客户（来源于基础资料） 

2、物料代码 F7选择物料（销售什么东西给客户） 

3、输入数量、单价（单价要注意是否含税 几个点的税 ）图上所示

为含税 

4、输入税率（表体自动同步表头） 

5、同时还可以输入（客户产品名称  客户物料名称  客户订单号 在

对应的列输入即可）最后保存 

查询已保存的单据 在销售订单序时薄 图下图所示 

 

勾上使用单据日期（按左边日期条件来搜索） 

过滤条件（如查看某个客户 某个时间段 某个业务员 某个制单人） 

默认情况下过滤条件为隐藏点击黄色竖线弹出 



3.3 计划统筹（MRP 运算） 

1、MRP 简介 

物料需求计划即（Material Requirement Planning，MRP）是指根

据产品结构各层次物品的从属和数量关系，以每个物品为计划对象，以

完工时期为时间基准倒排计划，按提前期长短区别各个物品下达计划时

间的先后顺序，是一种工业制造企业内物资计划管理模式。MRP 是根据

市场需求预测和顾客订单制定产品的生产计划，然后基于产品生成进度

计划，组成产品的材料结构表和库存状况，通过计算机计算所需物料的

需求量和需求时间，从而确定材料的加工进度和订货日程的一种实用技

术 

2、实际操作 

第一步：点击【计划统筹】图标，系统进入计划统筹界面，展示待

计划生产的销售订单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11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119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71197.htm


 

第二步：选择需要计划计划统筹的销售订单 

 

第三步：选择销售订单后，点击【MRP计算】 

 

 

计算完毕后，系统展示出该成品所需要的清单明细 



 

 

第四步：运算完成，检查清单无误后，点击【生成请购、计划和备

料】 

 

 

系统生成【采购申请单】【生产计划单】和【生产备料单】 

 

 



 

双击可分别打开上述单据，查看明细（采购申请单） 

 

 

生产计划 



 

生产备料 

 

 



第五步：注意事项： 

1、勾上要运算的单据 

2、MRP运算 生成请购、计划、备料（根据事先设置好的 BOM

单用量乘以单据数量） 

3、勾与不勾的区别（BOM 多级展开 多级 BOM 展开到最低层  

成品按需求运算 半成品、材料 按需求运算 不减库存 单据时多少就

采购、计划多少、一款计划对应一张计划 半成品也生成计划单、合

并备料  A 材料在多个成品里使用 备料数量合并在一起） 

4、勾上仓库即参与运算 

运算方式：实际申请量等于 需求数量+生产待领-即时库存-

采购申请-采购在途 

实际生产量等于 单据数量-库存-生产计划量+生产未完工量 

生成请购、计划、备料后 ；打开相应的单据查看核对数量、正确

的情况下进行下一步操作（对应系统 采购申请 生产计划 生产备料） 

3.4 采购流程单据（采购申请-采购订单-采购入库） 

采购申请单据 

第一步：新增 



 

 

第二步：注意事项 

1、申请单可以手动新增 F7选择物料 2、输入数量、单价  3、

申请人 

2、采购申请可以根据计划统筹自动生成 

 

采购订单 

3、采购订单（订单分两种 1、有申请单据   2、无申请单据） 

4、有申请单据操作 

业务管理主界面打开采购订单 进入采购订单序时薄 新增采购

单据  

关联 采购申请  可根据申请单条件锁定范围（如：日期 物料代

码 



 

关联过来双击保存 

 

保存单据后；可回采购申请单据查看申请单执行情况 

 

回到采购申请查看这张单显示已关闭状态（当订单的数量大于或等于

申请数量单据会自动关闭  执行数量即采购订单的数量  已交未交



数量 为入库数量 ） 

无申请情况下新增采购订单单据 

 

采购订单 新增 F7选供应商 选择物料 数量 单价  一些要求可以放

到备注 

采购订单注意事项： 

1、选择供应商、选择物料 

2、输入订单数量、单价、是否含税 

采购入库单据操作 

第一步：点击采购入库单，进入【采购入库序时簿】，点击【新增】，新增采

购入库单 



 

第二步：进入新增采购入库单界面，点击【关联】 

 

第三步：进入关联界面，选择对应的采购订单，完成入库动作 



 

     第四步：点击【保存】，完成采购入库操 

 

 

注：仓库数量已实际收发数量为准 



 

仓库以实收数量为准（不同供应商不能存在于一张入库单上）同时做

完入库单采购订单也可查看入库数量 如采购申请看采购订单一样 

打开采购订单也可以下查采购入库 如下图所示 

 

 



 

注：采购退货做采购入库 

 



3.4 发料单据操作 

发料单分两种情况 （客户根据实际加工情况可设置两种模式 实仓    

虚仓） 

1、生产领料（系统称之为虚仓；领料即减库存材料） 

 优点：简单实用    缺点：不能看到车间在产品库存 

2、仓库调拨（称之为实仓 先调拨到车间 产品入库后再减材料库存） 

优点：能看到车间库存；不会造成车间积压库存 

缺点：相对比较繁琐  

下午为生产领料单操作 

第一步 生产领料序时薄 新增 

 

第二步  关联生产备料单 选择 

 

选择可根据实际情况来发料 批选 全选提供快捷方式 



 

第三步 根据实发数量修改数据 保存单据 

 

第四步 非计划超料领用 新增 F7选择物料  输入数量 类型改为超



领 可在摘要出注明用途 

 

领料时以实领数量为准；输入数量，领完即库存减少 

下面为实仓、前面步骤一致，采购入库后给车间发料做调拨单 

第一步：仓库调拨序时薄 新增 

 



 

第二步：新增 关联生产备料单 选择 调出仓 调入车间 

 

 

保存后库存从原材料仓到 SMT车间 车间生产完之后做产品入库审核

后自动减少 SMT 车间库存（序仓模式则不用） 

3.5 产品入库 

生产完成成品做产品入库 

第一步：产品入库序时薄 新增 



 

 

第二步：关联生产计划单据  输入入库数量 

 

第三步：保存 

 



 

3.6 销售单据操作 

第一步：销售出库序时薄--新增 

 



第二步：关联销售订单 

 

 

第三步：输入实际出库数量 --保存 

 



 

注：退货流程为销售出库红字 

 



 

以上为主业务流程单据操作 

3.7 其他单据操作 

其他单据是指上述流程单据以外的单据操作（其他出入库-费用分摊-

仓库转换等） 

其他出入库（一般用于客户、供应商换货维修流程 一般不涉及金额 ） 

第一步 其他入库序时薄 新增 

 

第二步 F7 选择换货物料、客户 入库类型选择客户换货 摘要可备注

换货原因 入至不良品仓库  

 



 

当维修好或者给客户补货时 其他出库 

第一步 其他出库序时薄 新增 

 

第二步 关联其他入库单 



 

第三步 确认数量 保存  

 

这个时候回到其他入库序时薄  



 

可以看到未核销数量  方便统计客户退回多少 还有多少未交还给

客户 

供应商换货反之先做其它出库  收到货其他入库关联其它出库 

 

仓库转换 

 

仓库转换单据（主要用于简单的组装拆卸 自动生成其他出入库调整库存） 

第一步 新增  

 

第二步 F7 选择要拆分的物料  上为出库 下为入库 



 

图上所示为把成品拆分成三个材料调整库存 审核后自动生成其它出库 

 



 

 

 

生产费用单（用于分摊水电费 加工费等费用） 

第一步 新增 引入 



 

 

第二步 输入 费用 选择分摊方式 



 

四、财务往来单据操作 

4.1 往来收款单据操作 

销售出库产生应收账款 

第一步 往来关联界面 往来收款序时薄 新增  关联 



 

第二步 关联选中要收款出库单 

 

第三步 输入实际收款 选择收款账户 合计 保存 



 

此时可以看到出库单已结算 未结算金额 

 
 

已收款单据操作 

第一步 往来管理界面 往来收款 新增 （预收和收款区别在于收款类

型 关联单据不同）关联销售订单 或者不关联 如下图 



 

第二步 关联销售订单 

 

第三步 输入预收金额 账户 合计 保存即可 



 

这时打开销售订单序时薄 可查询以预收 未预收 

 

不关联订单预收（前面一样 不关联 类型为预收 输入实际预收金额）

保存 



 

 

4.2 往来付款单据操作说明 

同理 采购入库产生应付 

第一步 往来管理界面 新增 关联采购入库单据 

 



 

 

第二步 关联采购入库单 

 

第三步 输入实际付款金额 保存 



 

 

同时到采购入库序时薄查看已付 未付 

 

 

预付款 新增 付款类型  关联采购订单  



 

输入 实际预付金额 

 

采购订单查看预付金额 



 

 

不关联订单预付款操作 

 

 

4.3 应收应付单据操作 

应收应付单据主要用于调整差额（如：差供应商 1000 货款未做采购

入库单 则可以做应付单据 因货期导导致工期要扣货款则做红字应

付单据） 



第一步 往来关联界面 应付单据 新增  

 

 

第二步 红字 

 



若要付款则往来付款 关联应付单据 新增 往来付款单 关联 

 

其余操作如往来付款一致 

应收单据如应付单据相反 

4.4 往来核销单及费用支出单操作 

核销单主要用于冲销（常用的有 预收冲应收 预付冲应付 预收红冲

蓝 预付红冲蓝）操作如下 

第一步 往来核销单 新增  核销类型 



 

上表体关联预收 

 

下表体关联应收销售单据 



 

 

上下金额相等 保存 

 

此时 到销售出库序时薄查看单据则 单据核销完成（加上收款单） 



 
 

不同类型操作一致  不同的只是核销类型 关联单据类型 

费用支出（用于差旅费、加油费等费用） 

第一步 费用支出 新增 

 

差旅费用一般做管理费用 贷方为银行或者现金支付 

 

 



 

五、发票勾稽（以发票确认收付款） 

5.1 销售发票勾稽 

第一步：销售发票勾稽，点击往来管理-销售发票，点击【新增】，关联对

应客户销售单据，输入发票信息并勾稽对应销售出库明细 

 



 

 



 

 



 

 

第二步：往来收款单，按发票来核销客户应收账款；往来收款单-点击【新

增】关联对应客户的销售发票，输入收款账户，并录入相关摘要信息 

 



 

 

 

 

第三步：根据收款实际情况，录入费用、折扣、实收金额和核销金额，保



存上下表格金额一致，并点击【保存】，完成应收账款收款核销 

 

 



 

第四步：核销收款后，点击往来报表，查看应收账款汇总表，查看所有客

户应收账款余额 

 



第五步：双击应收账款汇总表表格数据，进入应收账款明细表，查看应收

账款明细发生、核销和结余情况 

 

 



 

 

 



5.2 采购发票勾稽 

形成应付账款，往来付款单核销供应商应付账款： 

第一步：采购发票勾稽，点击往来管理-采购发票，点击【新增】，关联对

应供应商采购单据，输入发票信息并勾稽对应采购出库明细 

 

 



 

 



 

 

第二步：往来付款单，按发票来核销供应商应付账款；往来付款单-点击【新

增】关联对应供应商的采购发票，输入付款账户，并录入相关摘要信息 



 

 



 

 

 

第三步：根据实际付款情况，录入费用、折扣、实付金额和核销金额，保

存上下表格金额一致，并点击【保存】，完成应付账款付款核销 

 



 

 

 

第四步：核销付款后，点击往来报表，查看应付账款汇总表，查看所有供应商应付账款余额 



 

 

第五步：双击应付账款汇总表表格数据，进入应付账款明细表，查看应付

账款明细发生、核销和结余情况 

 

第六步：点击明细薄上面单据和序时簿，可跳转至改采购单据 



 

 



 

六、成本核算 

每月所以业务单均已录入系统，并审核确认，财务点击系统【期末处

理】-【成本核算】，核算本月主营业务成本；成本核算注意：当前

核算期间、截止日期，成本核算次数 

第一步：点击【成本核算】 



 

第二步：点击【成本核算】，选择【是】，确认进行成本核算 

 

第三步：等待系统成本核算完成，点击【完成】 



 

第四步：核算完成后，可依次打开对应单据核对成本；如：销售出库

单 

 



 

 

 



七、单据套打设置 

企业一号支持所有单据套打预览，安装目录有源自实践的套打模板 

第一步：可直接通过【程序】-【企业一号】-【单据套打导入】导入

到各单据使用 

 

第二步：点击【确定】，进入到导入界面 

 



第三步：点击【导入】，即可将上述模板导入到对应单据，可根据需

要勾选 

 

第四步：导入完成后，即可打开单据查看套打模板 

 

第五步：点击套打设置界面-【设计】，即可按需要设计您所需要的

模板格式，选择文本格式，鼠标拖动文本框、字段框和统计框，设计

您企业个性化模板 



 

--设置每页行数 

 

--自定义字段集合 



 

--设置 SQL 语句 

 

 

第六步：设计完成，点击【保存】，预览打印效果 



 

第七步：点击右上角打印机，选择纸张，打印送货单 

 

八、报表查询 

8.1 即时库存余额余额表查询方法 

第一步：点击-业务管理-业务报表-【即时库存余额表】，进入即时



库存余额表界面，点击左侧黄色边框，打开过滤框，自由组合过滤条

件，如下图：搜索 原材料仓 库存 

 

第二步：点击【查询】，查询出原材料仓库库存 

 



8.2 物料收发明细表查询方法 

第一步：点击-业务管理-业务报表-【物料收发明细表】，进入物料

收发明细表界面，点击左侧黄色边框，打开过滤框，自由组合过滤条

件，如下图：搜索 物料 0001 收发明细 

 

第二步：点击【查询】，系统出现 物料 0001 的收发明细情况 

 



 

8.3 应收账款汇总表查询方法 

第一步：点击-往来管理-往来报表-【应收账款汇总表】，进入应收

账款汇总表界面，点击左侧黄色边框，打开过滤框，自由组合过滤条

件，如下图：搜索 客户 2 应收账款汇总情况 

 

 

 



第二步：点击【查询】，查询 客户 2 的应收账款汇总 

 

第三步：显示查询 客户 2 的应收余额 

 

 

8.4 应付账款汇总表查询方法 

第一步：点击-往来管理-往来报表-【应付账款汇总表】，进入应付



账款汇总表界面，点击左侧黄色边框，打开过滤框，自由组合过滤条

件，如下图：搜索 供应商  应付账款汇总情况 

 

第二步：点击【查询】，查询对应供应商应付余额 

 

第三步：显示出对应查询的供应商应付情况 



 

九、出纳模块 

 

现金收款 



 

 

现金付款 

 

银行收款 



 

银行付款单 

 

往来单据可自动生成出纳单据设置请看下章常用参数 

十、常用系统参数设置 

基础设置-参数设置，可根据企业个性化需要，设置对应参数。如： 



 业务流程单据关联设置 

 

客户、供应商商结算方式设置 

 

 
 

数量、金额小数点位数设置 



 
 

打印单据需审核才可以打印 

 

往来单据自动生成出纳单据 



 
 

十一、财务业务一体化输出凭证、出报表 

生成凭证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 

 



 

选择需要生成凭证的单据（按单据 每张单据生成一张凭证） 汇总（所有

单据生成一张凭证 多条分录） 

 



 

对应的凭证借贷方科目 

 

利润表 



 

 

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注：要实现财务业务一体化则需购买金蝶财务总账；使用金蝶财务账

套管理新建账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