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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进销存系统商贸版 806 

使用手册 

本系统包括：销售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财务管理、基础管理。 

本进销存系统适用于商贸企业/店铺/连锁类型的企业。支持 EXCEL 数据导入、

支持条码，支持小票打印机，有零售功能，有往来款项，资金管理等。 

小技巧：查询表单中，双击所在行，可以打开具体的内容表单 

 

可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定制开发上面没有罗列出来的功能。 

详询王先生，QQ：747837156   手机：18659206607 

 

一、整个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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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功能模块介绍 

（1）基础管理 

 

【供应商档案】 

用该模块保存供应商档案信息，手动输入供应商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

系电话等。注意：供应商编号自动生成，不能修改。供应商编号和供应商名称为

必填项目。应付款、上笔交易日期、最近交易日期、上笔付款日期、最近付款日

期都不必填下，系统会根据入库单及付款单自动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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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导入】 

用该模块批量保存供应商信息。注意：手动输入供应商名称等供应商资料，

其中供应商编号系统自动生成，供应商名称为必填项目，并且为唯一值，重复的

供应商名称不会被保存。 

 

【供应商查询】 

用该模块查询供应商信息。打开本报表，点查询获取所有供应商资料，也可

手动输入供应商名称查找供应商资料。注意：本报表根据供应商名称进行查询，

本报表中的筛选条件为模糊搜索，即只输入大概的字即可实现搜索，比如输入供

应商名称为“国美”，可搜索包含有“国美”这个词的所有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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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供应商资料“修改”的状态。 

 

【货品档案】 

用该模块保存货品档案信息，手动输入货品的全名、单位、零售价等。 
注意：货品编号自动生成不能修改。 

 

【货品查询】 

用该模块查询货品信息。打开本报表，获取所有货品资料。注意：本报表根

http://www.GoingT.com
mailto:info@goingt.com


厦门博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oingT.com 

服务热线：18659206607     QQ：747837156             邮箱：info@goingt.com 
电话：0592－5752334        地址：厦门市长浩一里 35号      总计 26页，第 7页    
                          

据货品名称进行查询，本报表中的筛选条件为模糊搜索，即只输入大概的字即可

实现搜索，比如输入品名为“可口”，可搜索包含有“可口”这个词的所有货品。

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状态。 

 

【客户档案】 

用该模块保存客户资料信息，手动输入客户的名称、地址、联系人、联系电

话等资料。注意：客户编号自动生成，不能修改，并且客户编号和客户名称为必

填项目。 

 

【客户导入】 

用该模块批量保存客户信息。注意：客户名称等客户资料，其中客户编号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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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生成，客户名称为必填项目，并且为唯一值，重复的客户名称不会被保存。 

 

【客户查询】 

用该模块查询客户信息。打开本报表，可获取所有客户资料，也可手动输入

客户名称查找资料。支持模糊搜索。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状
态。 

 
 
 

【职员档案】 

用该模块保存职员信息，手动输入职员的名称联系电话等资料。注意：职员

编号自动生成，不能修改，并且职员编号和职员名称为必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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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员导入】 

用该模块批量保存职员信息。注意：职员名称为必填项目，并且为唯一值，

重复的职员名称不会被保存。 

 

【职员查询】 

用该模块查询职员信息。打开本报表，可获取所有职员资料，也可手动输入

名称查找资料。支持模糊搜索。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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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档案】 

用该模块保存仓库信息，手动输入仓库的名称等资料。注意：仓库编号自动

生成，不能修改，并且仓库编号和仓库名称为必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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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库查询】 

用该模块查仓库信息。打开本报表，可获取所有仓库资料，也可手动输入名

称查找资料。支持模糊搜索。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状态。 

 
 

【部门档案】 

用该模块保存部门信息，手动输入部门的名称等资料。注意：部门编号自动

生成，不能修改，并且部门编号和部门名称为必填项目。 

 
 

【部门查询】 

用该模块查部门信息。打开本报表，可获取所有部门资料，也可手动输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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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查找资料。支持模糊搜索。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状态。 

 
 

【资金账户】 

用该模块保存资金账户信息，手动输入资金账户的名称等资料。注意：资金

账户编号自动生成，不能修改，并且资金账户编号和资金账户名称为必填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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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账户查询】 

用该模块查资金账户信息。打开本报表，可获取所有资金账户资料，也可手

动输入名称查找资料。支持模糊搜索。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
状态。 

 
 
 

【收支类型】 

用该模块保存收支类型信息，手动输入收支类型的名称等资料。注意：收支

类型编号自动生成，不能修改，并且收支类型编号和收支类型名称为必填项目。 

 
 

http://www.GoingT.com
mailto:info@goingt.com


厦门博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网址：http://www.GoingT.com 

服务热线：18659206607     QQ：747837156             邮箱：info@goingt.com 
电话：0592－5752334        地址：厦门市长浩一里 35号      总计 26页，第 14页    
                          

【收支类型查询】 

用该模块查收支类型信息。打开本报表，可获取所有收支类型资料，也可手

动输入名称查找资料。支持模糊搜索。双击选中要修改的行，进入 “修改”的
状态。 

 
 
 

【应收应付初始化】 

用该模块保存应收应付初始信息。 
 

 
 

【资金初始化】 

用该模块保存资金初始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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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销售管理： 

【销售订单】 

用该模块保存客户订货的信息（并未实际出货）。 

 

【销售单】 

用该模块保存销售的信息(实际出货，可调销售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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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单】 

用该模块保存零售信息，支持小票打印机(超市那种 POS58 小票)。按快捷
键 F2，可进入收银找零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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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统计】 

 
该模块查询销售情况，选择查询的起始日期和截止日期，自动获取该时间内

的销售资料，支持批发和零售加总统计。 

 

【收款单】 

该模块登记收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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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分析】 

该模块主要解决应收已收、应付已付的往来款项分析。 
 

 
 

【当前库存】 

该模块查询库存情况.  

 

【业务关账】 

用该模块主要用来，结转每个月的库存成本（移动加权平均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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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利统计】 

用该模块主要用来统计业务的毛利情况。 

 

【毛利明细】 

用该模块主要用来统计业务的毛利明细情况，分析哪些产品的利润最高。 
 

 
 
 

（3）采购管理： 

【进货订单】 

用该模块保存向供应商进货的信息（并未实际收到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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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单】 

用该模块保存进货信息（可调用 进货订单的信息）。 

 
 

【进货统计】 

用该模块汇总进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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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货明细】 

用该模块查看进货明细信息。 

 

【付款单】 

     用该模板保存付款信息。 

 

【付款查询】 

用该模块查询付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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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库存管理： 

【调拨单】 

用该模块用来做不同仓库之间的调拨。 

 

【调拨单查询】 

用该模块用来查询不同仓库之间的调拨情况。 

 

【报损单查询】 

用该模块用来查询仓库的报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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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点表】 

用该模块用来进行仓库的自动报溢报损，提高工作效率。 
 

 
 

【库存分布】 

用该模块用来查看各个仓库的货品分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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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财务管理： 

【其他收入单】 

用该模块用来查看货款以外的收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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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支出单】 

用该模块用来查看货款以外的支出情况。 

 

【资金存取单】 

 

【应收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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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分析】 

 
 

【资金统计】 

用该模块用来查看资金的收支、余额情况。 

 
 

【资金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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