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使用好店长进销存系列管理系统

好店长进销存管理系统，是山西金掌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结合众多行业客户的实际经营经验与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综合打造的一款面向中小企业

的信息化管理软件。

本系统以采购、销售、库存、资金流向和管理流程为主线，支持多包装（一品多码）、多店面差异化价格管理、商品多级批发价格控制、POS快

速销售（支持小票打印）及报表自定义等功能，并针对管理者的管理需要提供了非常详尽有效的查询统计工具，还提供了丰富的图形化经营情况分析

工具，可以让管理者更容易的随时了解到企业运行情况并针对实际情形做出正确的决策。

本产品不仅适用于单一店面管理，更可以适用于多店面多仓库的管理，是中小企业业务管理信息化的最佳选择。



产品特色

一体化设计

同类型的操作，操作模式和界面极其相似，只要学会最基本的操作，马上就可以上手使用

安装配置简便

单机版完全植入加密优盘，即插即用，无需安装，数据可随身携带

一品多码

支持一品多码多包装销售方式，避免基础信息大量重复

分店面多级价格设置

支持分店面促销活动设置， 包括五级批发价格、会员价、零售价，可以针对不同客户灵活制订价格策略

限时促销活动

灵活便捷的促销活动设置，可以分时段、按周期、分店面、分商品、分会员开展各种促销活动

POS快速销售

支持会员积分卡和储值卡的POS快速销售模式，支持常用POS设备

自定义打印模板

支持用户自定义打印模板，可以重排标准单据版式，可以显示公司个性化信息，提供公司形象

丰富的业务查询功能

清晰的报表查询模式，可以准确查阅每一张业务单据的来龙去脉

智能预警机制

提供了智能预警机制，可以对商品库存下限、往来应收应付上限及时提醒

营业状况分析功能

准确详尽的利润分析功能，让管理者随时掌握企业运营情况，发现管理漏洞

图表分析工具



形象鲜明的图表工具，让管理者清楚得知利润来源、客户及员工价值，帮助其更好得做出决策

完善的售后服务

终身免费电话、远程技术支持，解除用户使用的后顾之忧

注意：由于本软件适用的行业及版本不同而功能稍有不同，请用户按照购买的产品为准。



软件安装

好店长进销存管理系统优盘版即插用无需进行软件安装，将包装内的加密优盘直接插入电脑的USB接口中，即可弹出自动播放界面，如下

图1.1所示。

图1.1

在图1.1中点击"JZGSaleU.exe"软件图标，即可打开软件的登录窗口。如果操作系统已经关闭了"自动播放"功能或被安全软件阻止后，点击"我

的电脑"或"计算机"后双击界面中"CD驱动器"打开软件的登录窗口，如下图1.2所示。

图1.2

注意：加密优盘中存有软件运行时关键数据，不建议当作日常的优盘使用，以防数据的丢失而导致的软件无法正常使用。



账套配置

账套是指一个独立、完整的数据集合，这个数据集合包括一整套独立、完整的公司信息参数、用户权限、基础资料、业务单据、账表查询等

信息，不同的账套之间没有任何关联。

在正式开始使用前必须先进行账套配置，配置信息的录入在两个界面中完成：1、列表窗口；2、新增/编辑窗口，下面对此操作流程进行简要

说明。

1、列表窗口

打开软件后进入登录界面，如图1.3所示。

图1.3

在图1.3中，点击"账套管理"按钮，打开账套列表窗口，如图1.4所示。



图1.4

在列表窗口中，系统提供"新增、编辑、删除、修复、备份和引入"等功能，其中：

新增：是指向系统中添加一套全新的账套信息；

编辑：是指重新修改系统中已存在的账套信息；

删除：是指从系统中删除掉一条已存在的指定账套信息；

修复：是指修复系统中已存在的账套数据库；

备份：是指将系统中已存在的账套数据库备份，防止数据丢失；

引入：是指将列表窗口中已删除的账套信息重新挂载到系统中；

2、新增/编辑窗口

在图1.4中点击"新增"或"编辑"按钮，打开账套管理的新增/编辑窗口，如图1.5所示。

在图1.5的窗口中，依次填入或编辑信息内容，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图1.5

注意：服务器端安装程序会自动创建 "演示账套"，该账套演示了软件的基本操作过程和示例数据格式，仅供操作人员学习和培训使用，请勿将其作

为正式的业务账套，在正式使用本系统对您的业务进行管理时，应当按上述操作步骤创建正式账套。



录入基础资料

在正式开始使用前必须先进行账套选择，须登录后完成，如图1.1.1所示。

图1.1.1

在图1.1.1界面分别选择所要登录的账套、操作员和密码，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后，在系统中有菜单栏和导航图，如图1.1.2所示。



图1.1.2



权限设定

从菜单【系统】中选取【权限设定】即可打开列表窗口，如图2.1.1所示。

图2.1.1

在图2.1.1的列表窗口的工具栏中单击【新增】按钮，如图2.1.2所示。

图2.1.2

在图2.1.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信息内容，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在图2.1.1左侧【权限组信息】中会显示新增的权限组信息。

在图2.1.1窗口中，单击【全部展开】就会展开所有的功能清单；相反，单击【全部收缩】就会收缩所有子项的功能清单。

在图2.1.1窗口中，单击新增的权限组信息，依次在【功能清单】中勾选要设定的权限信息，确认勾选的信息无误后，点击菜单栏中【保存权限】

按钮提交。



仓库信息管理

（一）、从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仓库信息】即可打开仓库信息窗口，如图2.1.1.1所示。

图2.1.1.1

在图2.1.1.1列表窗口中，提供"新增、编辑、删除和刷新"等功能，其中：

新增：是指向系统中添加一条全新的信息，在本示例中指添加一条全新的仓库信息；

编辑：是指重新修改系统中已存在的一条指定信息，在本示例中指修改一条指定的仓库信息；

删除：是指从系统中删除掉一条已存在的指定信息，在本实例中指删除一条指定的仓库信息；

刷新：用于重新从账套数据库中读取该信息的列表，常用于在用户执行完对该项信息的变更操作之后由于某种原因致使信息未能及时同步显示在列表

中时的操作；

在图2.1.1.1列表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添加一条全新的仓库信息，如图2.1.1.2所示。



图2.1.1.2

在图2.1.1.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全新仓库信息内容，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在图2.1.1.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辑）。

（三）、在图2.1.1.1的列表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部门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部门信息】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4.1所示。

图2.4.1

在图2.4.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部门信息】新增界面，如图2.4.2所示。

图2.4.2

在图2.4.2的窗口中，填入部门新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在图2.4.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部门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部门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

辑）。

（三）、在图2.4.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部门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职员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职员信息】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5.1所示。

图2.5.1

在图2.5.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职员信息】新增界面，如图2.5.2所示。

图2.5.2



在图2.5.2的窗口中，依次录入职员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

（二）、在图2.5.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职员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职员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

辑）。

（三）、在图2.4.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职员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供应商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供应商信息】即可打开相应的信息窗口，如图2.3.2.1所示。

图2.3.2.1

在图2.3.2.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供应商信息】新增界面，如图2.3.2.2所示。



图2.3.2.2

在图2.3.2.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客户新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导入与导出模板是相结合使用的，当我们导入信息时，可以先把模板导出到桌面，在模板中维护，然后导入到系统中。



客户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客户信息】即可打开客户信息窗口，如图2.3.1.1所示。

图2.3.1.1

在图2.3.1.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来【客户信息】新增界面，如图2.3.1.2所示。



图2.3.1.2

在图2.3.1.2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客户新增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导入和导出模板是相结合使用的，当我们导入信息时，可以先把模板导出到桌面，在模板中维护，然后导入到系统中。



商品类别信息管理

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类别信息】即可打开商品类别信息窗口，如图2.1.2.1所示。

图2.1.2.1

在图2.1.2.1的窗口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增平级、新增子级、编辑和删除"等功能，当单击【新增平级】时，增加的是第一级别的商品信息；当单击

【新增子级】时，增加的是第二级别的商品信息，如图2.1.2.2所示。

图2.1.2.2

在图2.1.2.1的列表中单击【食品】，图2.1.2.2的窗口中新增的是与食品同级的商品信息，依次录入类别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提

交。

在图2.1.2.1的列表中单击【食品】下的【方便面】，图2.1.2.2的窗口中新增的是与方便面同级的子级商品信息，依次录入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

【保存】提交。



注意：类别下有子级时是不允许删除的。



品牌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品牌信息】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6.1所示。

图2.6.1

在图2.6.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职员信息】新增界面，如图2.6.2所示。

图2.6.2

在图2.6.2的窗口中，录入品牌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

（二）、在图2.6.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品牌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品牌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

辑）。

（三）、在图2.4.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品牌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商品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商品资料】即可打开商品信息管理窗口，如图2.1.1.1所示。

图2.1.1.1

在图2.1.1.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商品资料新增界面，如图2.1.1.2所示。



图2.1.1.2

商品价格模式分为零售价和批发价两种；其中建议售价和会员价属于零售价；一到五级的价格属于批发价；

在图2.1.1.2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商品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新增】【保存】按钮提交。

（二）、导入与导出模板是相结合使用的，当我们导入信息时，可以先把模板导出到桌面，在模板中维护，然后导入到系统中。



结算账户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结算账户信息】，即可打开相应的列表窗口，如图2.2.1.1所示。

图2.2.1.1

在图2.2.1.1的列表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结算新增界面，如图2.2.1.2所示。

图2.2.1.2

在图2.2.1.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账户名称、账户类型和期初金额"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提交，在【结算账户信息】的界面就

会显示新增的账户信息。



（二）、在图2.2.1.1的窗口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账户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账户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

辑）。

（三）、在图2.2.1.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账户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其他收入类别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其他收入类别】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2.2.1所示。

图2.2.2.1

在图2.2.2.1的窗口中 ，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其他收入类别】新增界面，如图2.2.2.2所示。

图2.2.2.2

在图2.2.2.2的界面中，输入【类别名称】后，点击【保存】提交。

（二）、在图2.2.2.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账户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账户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

辑）。

（三）、在图2.2.2.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账户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费用支出类别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费用支出类别】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2.4.1所示。

图2.2.4.1

在图2.2.4.1的窗口中 ，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费用支出类别】新增界面，如图2.2.4.2所示。

图2.2.4.2

在图2.2.4.2的界面中，输入【类别名称】后，点击【保存】提交。

（二）、在图2.2.4.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类别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

辑）。

（三）、在图2.2.4.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其他出入库类型管理

（一）、在菜单【基础信息】中选取【其他出入库类型】即可打开其他出入库类型窗口，如图2.7.1所示。

图2.7.1

在图2.7.1中点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其他出入库】新增界面，如图2.7.2所示。

图2.7.2

在图2.7.2的窗口中，录入其他出入库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提交。

（二）、在图2.7.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辑）。

（三）、在图2.4.1的窗口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注意：录入信息前确定类型方向。





固定资产信息管理

（一）、在系统界面【基础信息】中选取【固定资产信息】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1.2.1所示。

图2.1.2.1

在图2.1.2.1列表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固定资产信息—新增】界面，如图2.1.2.2所示。

图2.1.2.2

在图2.1.2.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信息内容，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单击图2.1.2.1列表窗口中的【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数据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辑）。

（三）、单击图2.1.2.1列表窗口中的【删除】按钮，即可删除已选定的数据（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商品分仓库售价设置

由于市场原因导致的价格发生变化或需要针对不同店面分别制定差异化价格时，应当使用本功能进行价格参数的设定。

从菜单“基础资料”中选取“商品分仓库售价设置”即可打开该功能窗口，如图2.4所示。

图2.4

依次选择“店面名称”、“商品类别”并点击查找，可在图2.4的列表中显示库存商品的参考售价及零售价情况，在对应商品条目的价格栏中依次填入正

确的数量值（可以为小数），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商品的售价设定。



商品分仓库存初始化

商品分仓库存初始化：当您完成了基础资料的录入工作后，距离您的信息化管理之旅仅剩一步之遥：将您当前库存节余与系统进行同步，即完成

期初库存的初始化工作，如果您是新开的店面，则无需进行此项设置，直接进行业务开单即可。

从菜单“基础资料”中选取最后一项“商品分仓库存初始化”即可打开该功能窗口，如图2.3所示。

图2.3

依次选择“仓库名称”、“商品类别”并点击查找，可在图2.3中的列表中显示当前选定类别下所有商品在指定仓库中的库存情况，在对应商品条目的期

初数量栏中填入正确的数量值（可以为小数），在期初单价成本中填入正确的或估计的商品期初成本值（可以是小数），确认无误后，点击保存，完

成商品的分仓库存初始化操作。



采购订单

（一）、从菜单【采购】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采购订单管理】即可打开订单管理窗口，如图1.1所示。

图1.1

在图1.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订单管理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添加】【保存】按钮即可。

在图1.1单击【往来客户】后放大镜图标系统会出现往来客户界面，在此界面中点击【快速新增供应商信息】按钮可添加新客户，如图1.2所示。



图1.2

在图1.2中依次录入供应商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提交。

注意：期初应付是建账前累计应付给供应商的金额。

折后单价=单价*折扣率。



采购收货

（一）、从菜单【采购】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采购收货】即可打开收货窗口，如图1.2.1所示。

图1.2.1

在图1.2.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收货单信息，具体的操作方法和采购订单类似，操作时请参考采购订单功能，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

核】按钮提交。



采购退货

（一）、从菜单【采购】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采购退货】即可打开退货窗口，如图1.3.1所示。

图1.3.1

在图1.3.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退货单信息，具体的操作方法和采购订单类似，操作时请参考采购订单功能，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

核】按钮提交。



销售订单

（一）、从菜单【销售】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销售订单】即可打开销售订单窗口，如图1.4.1所示。

图1.4.1

在图1.4.1的窗口中次录入销售订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添加】【保存】按钮提交。

在图1.4.1的窗口中点击【往来客户】后放大镜图标系统会出现往来客户界面，在此界面中点击【快速新增客户信息】按钮可添加新客户，如

图1.4.2所示。



图1.4.2

在图1.4.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新增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提交。



销售发货

从菜单【销售】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销售发货】即可打开销售发货窗口，如图1.5.1所示。

图1.5.1

在图1.5.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销售发货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销售退货

从菜单【销售】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销售退货】即可打开销售退货窗口，如图1.6.1所示。

图1.6.1

在图1.6.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销售退货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维修服务

（一）、从菜单【销售】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维修服务】即可打开维修服务窗口，如图1.13.1所示。

图1.13.1

在图1.13.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维修服务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维修退费单与服务单类似，请参考维修服务单的操作。



商品售价调整

（一）、在菜单【销售】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商品售价调整】即可打开售价调整窗口，如图1.2.2.1所示。

图1.2.2.1

在图1.2.2.1的窗口中，依次填入"仓库、经手人和品名"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添加】按钮，系统会自动调出商品【售价调整—新增】

界面，如图1.2.2.2所示。



图1.2.2.2

在图1.2.2.2的窗口中，依次填入调整后价格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库存调拨

（一）、从菜单【库存】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库存调拨】即可打开库存调拨窗口，如图1.9.1所示。

图1.9.1

在图1.9.1的窗口中完成商品的出库入库工作，依次录入调拨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添加】【保存】按钮，【审核】完成后提交。



库存盘点

为了解企业一段时间内的经营状况，以周、月或者年为时间周期对经营商品进行清点核查的过程。

（一）、在菜单【库存】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库存盘点】即可打开库存盘点窗口，如图1.11.1所示。

图1.11.1

在图1.11.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需要盘点的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添加】【保存】按钮，【审核】完成后提交。

注：当实盘数量大于账面数量时，金额为正数则表示盘点结果为盘赢；相反则为盘亏；金额为零时，为盘平。



库存报损

当商品账面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相符时进行的一种商品平账行为，在系统中使用报损单（报溢单）记录。

（一）、从菜单【库存】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库存报损】即可打开库存报损窗口，如图1.7.1所示。

图1.7.1

在图1.7.1的窗口中点击【仓库】输入框后的放大镜图标来选择"仓库和经手人"，在商品信息分录中，点击【品名】输入框后面的放大镜图标进入

选择商品信息的界面，在选择商品信息界面，可以通过查询关键字或者以类别的形式来查找商品，如图1.7.2所示。



图1.7.2

在图1.7.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库存报损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二）、从菜单【库存业务明细报表】中选取【库存报损明细报表】即可打开库存报损明细窗口，如图1.7.3所示。



图1.7.3

从图1.7.3的窗口中单击【查询】按钮或者点击【品名】后放大镜图标进行查询。双击明细即可打开之前录入的库存报损单，如图1.7.4所示。



图1.7.4



库存报溢

当商品账面数量与实际数量不相符时进行的一种商品平账行为，在系统中使用报溢单（报损单）记录。

（一）、从菜单【库存】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库存报溢】即可打开库存报溢窗口，如图1.8.1所示。

图1.8.1

在图1.8.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库存报溢单信息，操作方法和库存报损单操作类似，请参考报损单操作，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

钮提交。

注意：报溢原因为必填项。



其他出入库

其他出/入库单是处理其他非销售类型的出入库单据，比如内部领用福利品、赔偿发出、以货抵债等不参与销售管理的出库类业务管理。

（一）、从菜单【库存】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其他出/入库】即可打开相应窗口，如图1.12.1和1.12.2所示。

图1.12.1



图1.12.2

在图1.12.1和1.12.2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其他出/入库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设置商品警戒值

商品警戒值是指商品最小库存量，也就是满足一段时间正常销售的最小库存。

（一）、在菜单【库存】中选取【设置商品警戒值】即可打开商品警戒设置窗口，如图2.1.3.1所示。

图2.1.3.1

在图2.1.3.4的界面中点击【选取要设置的商品】后的放大镜图标，填入【警戒值数量】后点击【新增】按钮，可以设置商品警戒值。

（二）、设置商品警戒值后，如果仓库中的商品库存小于等于所设置的条件时，便会显示在【商品库存警戒提示】中。如图2.1.3.2



图2.1.3.2

（三）、设置商品警戒值后，【商品库存警戒提示】会在用户每次登陆软件时提示，如果不需要显示商品警戒提示框，在系统菜单【系统】中选

择【账套参数配置】在此界面中选择【参数配置】如图2.1.3.3所示。



图2.1.3.3



固定资产购置

（一）、在菜单【固定资产】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固定资产购置】即可打开固定资产购置窗口，如图2.1.5.1所示。

图2.1.5.1

在图2.1.5.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往来客户、经手人和品名"等购置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固定资产折旧

（一）、在系统界面【固定资产】中选取【固定资产折旧】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1.3.1所示。

图2.1.3.1

在图2.1.3.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品名和本次折旧金额"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固定资产变卖

（一）、在菜单【固定资产】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固定资产变卖】即可打开固定资产变卖窗口，如图2.1.4.1所示。

图2.1.4.1

在图2.1.4.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往来客户、经手人和品名"等变卖单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按钮提交。



财务收款

（一）、从菜单【财务】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财务收款单】即可打开收款单窗口，如图1.14.1所示。

图1.14.1

在图1.14.1的窗口中，依次选择"往来客户、经手人"信息后，点击【选择单据】按钮，在此界面中选择【销售发货单】后选择【结算账户】点击

【分配】按钮完成，完成操作后点击【保存】【审核】提交。



财务付款

（一）、从菜单【财务】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财务付款单】即可打开付款单窗口，如图1.16.1所示。

图1.16.1

在图1.16.1的窗口中，依次选择"往来客户、经手人"信息后，点击【选择单据】按钮，在此界面中选择【销售发货单】后选择【结算账户】点击

【分配】按钮完成，完成操作后点击【保存】【审核】提交。



内部转款

（一）、从菜单【财务】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内部转款】即可打开内部转款窗口，如图1.10.1所示。

图1.10.1

在图1.10.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转出账户、装入账户、转款金额和凭证号"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审核】完成后

提交即可。



账户补款

（一）、从菜单【财务】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账户补款】即可打开账户补款单窗口，如图1.15.1所示。

图1.15.1

在图1.15.1的窗口中依次填入"经手人、补款账户和补款金额"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提交。



其他收入

（一）、在菜单【财务】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其他收入】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2.3.1所示。

图2.2.3.1

在图2.2.3.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相关客户、经手人和收入类别"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费用支出

（一）、在菜单【财务】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费用支出】即可打开相应的窗口，如图2.2.5.1所示。

图2.2.5.1

在图2.2.5.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相关客户、经手人和支出类别"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会员积分规则

会员积分规则就是消费者使用会员卡消费时，得到相应积分奖励的管理制度。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会员积分规则】即可打开积分规则窗口，如图3.2.2.1所示。

图3.2.2.1

在图3.2.2.1中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打开该项积分规则的新增窗口，如图3.2.2.2所示。

图3.2.2.2

在图3.2.2.2的窗口中，填入"规则名称和积分参数"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在图3.2.2.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辑）。



（三）、在图3.2.2.1的列表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会员类别管理

积分倍数是指该类别的会员在消费时所获得的积分相对于积分规则中的标准积分和倍数；

积分要求是指到达级别所需要的积分数量，将此数量设为-1则该类别会员不会再升级；

折扣方式有四种：无折扣、固定折扣、折上折、会员价；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会员类别管理】即可打开会员类别窗口，如图3.2.3.1所示。

图3.2.3.1

会员类别管理与会员积分规则录入类似，请参考会员积分规则操作方法。



会员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会员信息】即可打开会员信息管理界面，如图3.2.1.1所示。

图3.2.1.1

在图3.2.1.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会员信息-新增】界面，如图3.2.1.2所示。



图3.2.1.2

在图3.2.1.2的窗口中，填入"会员信息和会员姓名"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在图3.2.1.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辑）。

（三）、在图3.2.1.1的列表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四）、导入和导出模板是相结合使用的，当我们导入信息时，可以先把模板导出到桌面，在模板中维护，然后导入到系统中。



会员卡挂失

会员业务主要有会员卡挂失、补办、解挂。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会员卡业务—会员卡挂失】即可打开挂失界面，如图3.2.5.1所示。

图3.2.5.1

在图3.2.5.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和会员卡号"等会员卡挂失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会员卡解挂

会员业务主要有会员卡挂失、补办、解挂。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会员卡业务—会员卡解挂】即可打开解挂界面，如图3.2.6.1所示。

图3.2.6.1

在图3.2.6.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和会员卡号"等会员卡挂失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会员卡补办

会员业务主要有会员卡挂失、补办、解挂。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会员卡业务—会员卡补办】即可打开补办界面，如图3.2.4.1所示。

图3.2.4.1

在图3.2.4.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和会员卡号"等会员卡补办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储值卡信息管理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信息】即可打开储值卡信息管理界面，如图3.1.1.1所示

图3.1.1.1

在图3.1.1.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即可打开【储值卡-新增】界面，如图3.1.1.2所示。

图3.1.1.2

在图3.1.1.2的窗口中，填入"储值卡号"的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二）、在图3.1.1.1的列表中，单击【编辑】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双击信息进行修改（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编辑）。

（三）、在图3.1.1.1的列表中，单击【删除】按钮，即可对已选定的信息进行删除（或者单击鼠标右键，点击删除）。



（四）、导入和导出模板是相结合使用的，当我们导入信息时，可以先把模板导出到桌面，在模板中维护，然后导入到系统中。



储值卡充值

储值卡业务主要有储值卡充值，退款，转账，挂失，解挂，补办。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业务—储值卡充值】即可打开充值界面，如图3.1.2.1所示

图3.1.2.1

在图3.1.2.1窗口中，依次录入"结算账户、经手人、卡号和充值金额"等储值卡充值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添加】【保存】【审核】完

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储值卡退款

储值卡业务主要有储值卡充值，退款，转账，挂失，解挂，补办。

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业务—储值卡退款】即可打开退款界面，如图3.1.7.1所示。

图3.1.7.1

在图3.1.7.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储值卡号和结算账户"等储值卡退款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储值卡转账

储值卡业务主要有储值卡充值，退款，转账，挂失，解挂，补办。

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业务—储值卡转账】即可打开转账界面，如图3.1.6.1所示。

图3.1.6.1

在图3.1.6.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转出卡号和转入卡号"等储值卡转账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储值卡挂失

储值卡业务主要有储值卡充值，退款，转账，挂失，解挂，补办。

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业务—储值卡挂失】即可打开挂失界面，如图3.1.6.1所示。

图3.1.6.1

在图3.1.6.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储值卡号和备注"等储值卡转账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储值卡解挂

储值卡业务主要有储值卡充值，退款，转账，挂失，解挂，补办。

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业务—储值卡解挂】即可打开解挂界面，如图3.1.5.1所示。

图3.1.5.1

在图3.1.5.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和储值卡号"等储值卡解挂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储值卡补办

储值卡业务主要有储值卡充值，退款，转账，挂失，解挂，补办。

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储值卡业务—储值卡补办】即可打开补办界面，如图3.1.3.1所示。

图3.1.3.1

在图3.1.3.1窗口中，依次录入"经手人和储值卡号"等储值卡补办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完成。

前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后单：单据日期>本单据日期的单据。



限时折扣促销活动

促销活动，是指商家为了促进某种商品或服务的销售而进行降价或是赠礼品等的行为活动，能在短时期内达到促进销售，提升业绩，增加收益。

包括：促销活动规则设置、促销活动商品设置等功能。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促销活动管理-限时折扣促销活动】即可打开设置窗口。如图2.2.2.1所示。

图2.2.2.1

（二）、在图2.2.2.1的窗口中，单击【新增】按钮，将会打开【限时折扣促销活动】新增窗口，如图2.2.2.2所示。



图2.2.2.2

在图3.4的窗口中填入活动标题并依次选择活动的期限、折扣率、活动周期、适用会员和店面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注意：选择【特定会员】和【特定店面】时请点击信息输入框右侧的"放大镜"图标。

（三）、在图2.2.2.2的窗口中点击【参加本次活动的商品列表】选项卡，将会打开活动的商品列表窗口，如图2.2.2.3所示。



图2.2.2.3

在图2.2.2.3的窗口中查找【促销商品】并录入【折扣率】和【打折后单价】等信息，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按钮提交。



商品积分兑换规则管理

商品积分兑换规则与限时折扣促销活动的操作方式类似，请参考"限时折扣促销活动"操作，如图2.2.3.1所示。

图2.2.3.1



商品积分兑换单

（一）、在菜单【会员与促销】中选取或导航图中点击【促销活动管理—商品积分兑换】即可相应设置窗口，如图2.2.1.1所示。

图2.2.1.1

在图2.2.1.1的窗口中，依次录入"仓库信息、会员卡号、经手人和品名"等信息，点击【添加】按钮，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保存】【审核】等

按钮完成相关业务操作。



设置POS参数

POS销售，是本软件提供给用户专门用于店面销售的终端软件系统，通过POS快速销售功能可以在销售商品时直接读取商品销售信息（如商品

品名、单价、销售数量、会员卡及储值卡等）实现商品快速销售。包括：POS终端设置、会员卡与储值卡设置、促销活动、积分兑换、POS快

速销售及POS业务日结等功能。

在本系统中，如果要使用POS快速销售须对POS进行参数设置，设置时在以下界面中完成：1、POS终端管理；2、POS操作员分配。

1、POS终端管理

从菜单中选取 “POS终端管理”即可打开相应的列表窗口，如图4.1所示。

图4.1

POS终端管理与基础资料的录入类似，设置时请参考本书第2章所述；

2、POS操作员分配

从菜单中选取 “POS操作员分配”即可打开相应的列表窗口，如图4.2所示。



图4.2

在图4.2树形列表框中选择要分配POS操作员的店面信息，点击“新增”按钮，将会打开操作员列表界面，如图4.3所示。

在图4.3的窗口中，依次勾选要添加的POS操作员姓名，点击“确定”按钮提交。



图4.3



POS快速销售

POS快速销售，是本系统向用户提供的一种特色功能，通过该功能用户不需要登录客户端，仅需要登录POS销售端即可实现商品的快速销售。

包括：商品的快速查找、商品的快速销售、挂单、票据打印等功能。

在正式开始使用POS零售客户端前必须先登录客户端

图2.1

填入信息后点击【登录】按钮登录POS零售客户端界面，2.2所示。



图2.2

（一）、为方便用户快速查找商品我们提供两种功能实现该操作，查询商品窗口如图2.3所示。

①POS设备连接扫描枪扫描商品包装中的条形码查询。

②单击图2.2右侧【商品】按钮打开商品查询界面，输入框中输入名称或拼音简码查找商品，双击商品名称即可。



图2.3

（二）、如果需要修改商品数量，选中需要修改商品在图2.2中单击右侧【数量】按钮进行修改，完成后点击【确定】，如图2.4所示。

图2.4

（三）、如果某件商品有优惠，选中该商品在图2.2中单击右侧【单品折扣】按钮，在输入框中输入优惠金额后点击【确定】按钮，如图2.5所示。



图2.5

（四）、如果暂时不结账，可以使用【挂单】功能；相反，可以使用【提单】功能。

（五）、完成商品查找后单击右侧【结算】按钮，打开结算收款界面，录入已收金额后，点击【结账】按钮结算金额。在结账时客户可以使用"现

金"、"银联卡"以及"储值卡"等进行消费，如图2.6所示。

图2.6



查询业务明细报表

在本系统中为用户提供了丰富易用的业务明细报表查询功能，包括采购业务明细报表、销售业务明细报表、库存业务明细报表和财务明细报表

等。现以“采购订单明细报表”的查询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其他类型的业务明细报表查询操作以此类推。

从菜单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采购订单明细报表”即可打开相应的列表窗口，如图5.1所示。

图5.1

在报表窗口中，通常会提供“查询、打印、预览、编辑模板和过滤方案”等功能，其中：

查询：是指按照用户提供的条件对业务单据信息进行查找，在本示例中指查询已开具的采购订单明细报表；

打印：是指打印已经查询到业务单据信息，在本示例中指打印采购订单明细报表；

预览：是指在打印前先预览已经查询到的业务单据信息，在本示例中指预览采购订单明细报表；

编辑模板：是指重新编辑报表模板信息，在本示例中指编辑采购订单明细报表模板；

过滤方案：是指用户按照需要订制查询功能，在本示例中指添加采购订单明细报表查询方案。

在图5.1的窗口中，选择所查询单据的时间范围，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找到所有符合条件的采购订单明细报表信息。



查询业务汇总报表

在本系统中为用户提供了丰富易用的业务明细报表同时还提供了相应的业务汇总报表查询功能，包括采购业务汇总报表、销售业务汇总报表、库

存业务汇总报表和财务汇总报表等。现以“采购订单汇总报表”的查询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其他类型的业务汇总报表查询操作以此类推。

从菜单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采购订单汇总报表”即可打开相应的列表窗口，如图5.2所示。

图5.2

在列表窗口中，汇总报表与明细报表操作方式类似，请参考业务明细报表查询方式。



定制查询方案

通常一般的查询已可以满足日常管理的需要，但有时候，如果需要进行更详细的查询时，就需要使用定制查询方案来对查询规则进行定制，并可

以将规则保存以供下次使用；

点击报表查询窗口中过滤方案右侧的“标尺”图标打开方案管理窗口，如图5.3所示。

图5.3

在图5.3的窗口中，系统提供了“新建方案、保存方案、删除方案和直接查询”功能，在管理筛选条件中勾选“分组”或“条件”后录入查询字段，点击“添

加平级项”或“添加子项”添加条件，点击“保存方案”提交查询方案。



商品实时库存成本报表查询

（一）、在菜单【查询与报表】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商品实时库存成本报表】即可打开商品实时库存成本报表窗口，如图4.1所示。

图4.1

商品实时库存成本，有两种查询方式，标准查询和高级查询

标准查询可根据商品名称和仓库名称查询相关数据

高级查询请查阅【定制查询方案】



账户收支记录查询

（一）、在菜单【查询与报表】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账户收支记录查询】即可打开账户收支记录查询窗口，如图4.3所示。

图4.3

账户收支记录可根据具体时间范围和账户名称查询相关数据



账户实时余额一览

（一）、在菜单【查询与报表】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账户实时余额一览】即可打开账户实时余额一览窗口，如图4.4所示。

图4.4

账户实时余额可根据【账户名称】或【定制查询方案】查询相关数据



商品出入库记录查询

（一）、在菜单【查询与报表】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商品出入库记录查询】即可打开商品出入库记录查询窗口，如图4.2所示。

图4.2

商品出入库记录查询，有两种查询方式，标准查询和高级查询

标准查询可选择具体的时间范围、商品名称和仓库名称查询相关数据

高级查询请查阅【定制查询方案】



了解企业经营状况

作为企业的管理决策者，应当阶段性对企业运营情况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如收入、支出、利润等，可以更好的对企业发展方向进行决策。

从菜单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营业决策分析->营业状况分析”即可打开相应查询窗口，如图6.1所示。

图6.1

在列表窗口中，营业状况分析与明细报表操作方式类似，请参考业务明细报表查询功能。

在图6.1中查询完成后，可以很清晰的查看收入、支出金额以及毛利润信息。



客户往来对账

与客户持续发生一段时间的业务以后需要进行往来对账，以明确双方应收应付，及时规避风险。

本系统提供客户往来对账功能，从菜单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营业决策分析->客户往来对账”即可打开相应查询窗口，如图6.2所示。

图6.2

在列表窗口中，客户往来对账与明细报表操作方式类似，请参考业务明细报表查询功能。

在图6.2中查询完成后，可以很清晰的查看与该客户的往来对账信息。



了解应收应付状况

本系统提供应收应付状况查询功能，从菜单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营业决策分析->应收应付实时状态查询”即可打开相应查询窗口，如图6.3所

示。

图6.3

在列表窗口中，应收应付实时状态查询与明细报表操作方式类似，请参考业务明细报表查询功能。

在图6.3中查询完成后，可以很清晰的查看企业与所有客户的应收和应付信息。



谁给我带来利润

本系统在为用户提供丰富的业务明细报表和业务汇总报表查询的同时还提供了图形化报表查询功能。通过图形化报表使用户对利润更加清晰明

了，现以“客户销售业绩排行”的查询操作为例进行简要说明，其它类型的图形报表查询操作以此类推。

从菜单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客户销售业绩排行”即可打开相应查询窗口，如图6.4所示。

图6.4

在列表窗口中，客户销售业绩排行查询与明细报表操作方式类似，请参考业务明细报表查询功能。

在图6.4中查询完成后，点击列表排行和图表示意选项卡可以很清晰的销售排名信息。



经营轨迹记录查询

（一）、在菜单【查询与报表】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经营轨迹记录查询】即可打开经营轨迹记录查询窗口，如图5.1所示。

图5.1

经营轨迹记录，有两种查询方式，标准查询和高级查询

标准查询可根据具体的时间范围、往来客户名称和操作员名称查询相关数据

高级查询请查阅【定制查询方案】



未审核单据查询

（一）、在菜单【查询与报表】中选取或在导航图中点击【未审核单据查询】即可打开未审核单据查询窗口，如图5.2所示。

图5.2

未审核单据可根据具体的时间范围并选择所属单据类型来查询相关数据



服务与支持

山西金掌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汾河景观360小区11号楼3004室

联系电话：0351-7824118     7824119

服务热线：400-100-9337

服务邮箱：Service@g-manager.com

产品网址：http://www.g-manag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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