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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宁纸业 ERP专业版 

E611使用快速入门指南 

本系统包括：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账款管理、基础管理等 5个功能模块。 

纸业 ERP专业版本简介： 

  适用于纸业加工贸易经销商含有加工分切的整体解决方案，通过本系统， 可以

入库卷筒、半卷、平张(自动换算成吨)等信息 。通过分切单工序，解决残余卷筒的

入库，客户订单的待发货， 客户销售统计，分切损耗等等 。出货后的库存自动扣减，

实时反馈公司的目前库存物品和数量 。通过数据报表，有效进行销售库存清点，应

收款对账 。普及工作效率，加强数据牢靠性，减低客户的库存压力和提升销售额，

真正给客户带来价值 。专门适用于纸业批发/加工贸易企业的原纸进销存管理系统！

随时可以查到库存有没有纸，有多少纸，什么样的规格分别有多少，更有效降低库存

量，盘活资金。可根据企业需求提供最佳解决方案。 

使用小技巧： 

1、查询表单中，双击所在行，可以打开具体的内容表单。数据项目双击可从相关的

模块，引入所需数据（如客户名称、供应商名称，货品名称等）。 

2、在“数据中心”，完成单据的新增，删除，查找，修改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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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页，第 5页    

                          

1、 整体流程 

1.1、 作业流程图 

ERP系统作业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1.2、 操作导航 

系统自带的导航界面如下图所示。 

左侧分为别“销售管理”、“采购管理”、“库存管理”、“账款管理”，“基础管理”， 

点击后，会进入相对应的导航界面，根据指南操作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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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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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模块分类 

系统所带的功能模块分类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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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用操作 

2.1、 引用数据 

单一数据：比如客户名称，业务日期，币别等； 对应位置，双击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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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细数据：比如货品档案，加减项数据；对应位置，双击进行选择。 

 

2.2、 加减项 

各个业务模块的“加减项”页面，可以输入运费/手续费等相关信息。跟货物数据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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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单位换算 

双击“单位”列，可以进行单位换算，系统支持多单位换算。 

 

2.4、 数据中心 

数据中心工具栏，各个按钮如所圈位置的中文字面意思。 

 

2.5、 修改单据 

在数据中心，点左边的分类树，选择对应的功能模块，再选择原始单据，进行数据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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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查找数据 

在数据中心，在数据中心，点左边的分类树，选择对应的功能模块，再查找原始单据。 

可以多条件组合，在取值 1位置，录入对应数据即可。 

 

2.7、 删除单据 

在数据中心，点左边的分类树，选择对应的功能模块，再选择原始单据，进行数据的删除。 

 

2.8、 修改公司抬头 

登录系统后。可以修改公司抬头名称，所有单据上面的标头，全部同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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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查询表单 

执行查询动作，双击所在行，可以打开原始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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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双击对应行的原始单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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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 手动编号 

所有的业务单据和单号，系统均会自动生成。如不符合企业的内部要求，均可手动输入或者修改。 

为了提供输入效率，日期位置可双击进行选择；如是历史日期，可以手动输入，更便捷。 

 

3、 基础管理 

进行基础资料的设定，录入，初始化等等。 

3.1、 多公司抬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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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档案分类 

进行各个基础档案的类别设定，几乎包括各个企业应用层面的分类。 

如不能满足要求，还可以在“基础字典”，进一步深化应用。 

 

3.3、 基础档案 

从三大核心数据，客户档案，供应商档案，货品档案开始，包含企业管理的辅助档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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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客户档案】 

 

可进行信用额度控制，在销售出货中，绑定额度。 

3.3.2、 【供应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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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货品档案】 

 

3.3.4、 【仓库档案】 

 

3.3.5、 【加减项档案】 

可录入运费，手续费等附加类型的费用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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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6、 【往来账户】 

 

3.3.7、 【部门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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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8、 【职员档案】 

 

3.4、 查询表单 

 

4、 系统初始 

进行 ERP管理系统上线前的数据初始化工作。 

4.1、 库存初始 

4.1.1、 采购收货（期初入库） 

进行库存数据方面的初始化，通过“采购收货”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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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节点：博宁 ERP-〉采购管理-〉采购收货。 

业务类型，选择“期初入库” 

 

 

4.1.2、 盘库单（库存初始） 

进行库存数据方面的初始化，通过“盘库单”来实现。 

功能节点：博宁 ERP-〉库存管理-〉盘库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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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资金初始 

增加关于资金方面的往来账户管理，可以多账户，多币别。 

直接在“往来账户”上面的“期初余额”录入对应数据即可。 

功能节点：博宁 ERP-〉基础管理-〉档案-〉往来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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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应收初始 

增加客户的应收款，初始化数据。功能节点： 博宁 ERP-〉账款管理-〉应收账款。 

也可以在“客户档案”的“期初欠款”中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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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期初欠款，也可以这个位置录入，并可以进行客户的信用额度控制。 

 

4.4、 应付初始 

应付供应商的初始数据。功能节点：博宁 ERP-〉账款管理-〉应付账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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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业务模块 

进行进销存等方面的管理，属于企业内部的业务管理。 

5.1、 采购管理 

涉及采购方面的各个功能模块。按实际采购业务的发生情况录入即可。 

5.1.1、 【采购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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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采购收货】 

 

5.1.3、 【采购退货】 

也在“采购收货”中进行，只是业务类型选择“采购退货”，数量输入“负数” 

5.1.4、 【采购发票】 

 

5.2、 销售管理 

涉及销售方面的各个功能模块。按实际销售业务的发生情况录入即可。 

5.2.1、 【销售报价】 

可以分不同客户，按吨价进行报价，在销售出货的时候，可以自动引用“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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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销售出货】 

 

可以选择销售方式为“现金”或者“挂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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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的单价，可以通过单位的双击，来进行“张”或者“令”的换算。 

销售送货单上面，也可以隐藏单价或显示单价，总金额固定显示。 

 

5.2.3、 【销售退货】 

通过“销售出货”的业务类型，直接选择“销售退货”，然后数量输入“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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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销售发票】 

 

可进行“销售送货单”的发票核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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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销售对账】 

 

5.3、 库存管理 

进行库存方面的管理。按实际库存业务的发生情况录入即可。 

5.3.1、 【分切单】 

如果“销售出货”单中，有涉及卷筒分切，会自动转到“分切单”来。 

在货品中，录入“卷筒”的相关信息，即可扣除卷筒重量，可记录机台和损耗重量。 

 

5.3.2、 【复卷单】 

如果产品有涉及卷筒复卷，可在“复卷单”中进行操作，由大卷筒改成 2个或多个小卷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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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转库单】 

涉及存货的多个仓库调拨。 

 

5.3.4、 【盘库单】 

定期进行货品的盘存，以便让电脑账和仓库实物账相符。 

双击选择货品后，再点“查询”，自动计算“账面数量”，再录入“盘点数量”，由系统自动计算“盈

亏数量”，保存本单后自动写入库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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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出库查询】 

 

5.3.6、 【库存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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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7、 【库存汇总】 

 

5.3.8、 【库存台账】 

 

5.3.9、 【库存预警】 

如果货品有设置最低库存，“当前库存”如果少于“最低库存”，会提示需要补货吨数。 

 

5.4、 账款管理 

涉及企业应收应付账款方面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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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 【应收账款单】 

 

5.4.2、 【应付账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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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3、 【收款单】 

 

5.4.4、 【付款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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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5、 【收款查询】 

 

5.4.6、 【付款查询】 

 

5.4.7、 【应收款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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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页，第 37页    

                          

5.4.8、 【应付款查询】 

 

5.4.9、 【应收汇总】 

 

5.4.10、 【应付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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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6.1、 正常销售卷筒和平张流程 

直接开【销售出货】单据，业务类型选择【销售送货】，输入数量保存。 

6.2、 销售平张需分切卷筒流程 

A、直接开【销售出货】单据，业务类型选择【销售送货】，换纸张《单位》，输入《张数》，输入
《销售吨价》，改《分切》为是。 

B、开【销售分切单】，减《卷筒库存》，按实际情况，填写《损耗重量》 

6.3、 纸张分切备库销售流程 

A. 直接开【销售出货】单据，客户选择“本单位”或者“库存”等名称，业务类型选择【销售送
货】，换纸张《单位》，输入《张数》，输入《销售吨价》，改《分切》为是。 

B. 开【销售分切单】，减《卷筒库存》，按实际情况，填写《损耗重量》 

C. 开【采购收货单】，业务类型选择《分切入库》，按实际情况填写，增加平张数量和库存 

6.4、 销售特殊处理流程 

变换《克重》，变换《等级》，变换《纸种》等； 

仓库减实际库存，客户销售对账单，内容各不同； 

6.5、 货品初始化流程 

A. 开【采购收货】，业务类型选择《期初入库》，按实际情况填写。 

B. 开【盘库单】，把相应的货品选择进来，按实际情况填写。 

6.6、 平张盘库流程 

A. 开【盘库单】，输入“盘点张数”，再输入“盘点吨数”（系统会自动换算，需手动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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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供应商欠款和欠发票流程 

假设我司欠供应商款项 30000元，供应商欠我司发票 50000 

A. 开【应付账款单】，按实际情况填写 30000元（含税，同时表示欠发票金额） 

B. 开【采购发票】，金额填写-20000元（负数），表示供应商欠的发票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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