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类别 模块 功能
功能变动说明

新增 修改 删除

报表

进销存

销售汇总表

1、涉及：存货、客户、职员、部门、品牌、仓库、地区
销售汇总表
2、报表字段调整，具体见产品；整合赠品销售汇总表和
毛利汇总表，完善细节
品牌销售汇总表，查询条件去掉：存货
3、地区销售汇总表：查询条件修改为：日期区间、存货
、经办人、仓库、品牌
4、品牌销售汇总表，查询条件去掉：存货
5、地区销售汇总表：查询条件修改为：日期区间、存货
、经办人、仓库、品牌
6、去掉表头的赠品汇总按钮

销售订单明细表 修改为纯明细表，格式与采购订单类似

其他销售报表改善

1、销售明细表去掉销售订单编号，增加单据编号；增加
制单人字段；
2、销售按单毛利表增加字段：结算单位、经办人、部门
、自定义4~自定义16；成本明细按钮改为联查：销售明
细表；
3、销售报价单明细表增加字段：截止日期；
4、销售报价单查询增加字段：部门、截止日期；
5、销售订单汇总表联查明细表，查询条件默认携带为：
所有订单；
6、销售订单查询增加字段：部门；
7、委托代销成本明细表去掉表格第一行（不再显示存货
那行）；最后一行的小计，小计两个字改为：合计。
8、报表的默认字段及其他细节调整。

销售毛利汇总表
替代报表：存货/客户/职员销售
汇总表

存货/客户赠品销售汇
总表

替代报表：存货/客户销售汇总表



报表

进销存

一些资金报表改善

1、客户往来明细账、供应商往来明细账、客户往来对账
、供应商往来对账去掉本年累计、当前累计，增加合计
行；
2、应收按单结算查询、应付按单结算查询将查询条件中
的 勾选项 只显示未完成单据，放到报表的右上角（CS放
左上角）；

职员借款汇总表
1、表格列余额，修改为：未冲抵金额
2、点击明细表修改为：联查借款单明细表

借款单明细表

1、表格去掉空白行
2、表格列已冲抵金额，拆分成二维表头，包括：报销、
退补
3、未冲抵金额 = 借款金额 - 报销金额 - 退补

一些采购报表的改善

1、存货采购汇总表去掉价格分析按钮；
2、采购明细表查询条件去掉：采购订单编号，增加报表
字段：制单人；
3、存货估价入库汇总表、供应商估价入库汇总表增加列
表功能，一些字段修改为双表头；
4、请购单查询增加字段：请购人部门、自定义字段
4~16、制单人；
5、请购单明细表增加字段：请购人部门、自定义字段
1~16、辅1数量、辅2数量、辅助数量、制单人；
6、采购订单查询增加字段：部门、表头仓库；
7、采购订单明细表增加字段：制单人；
8、采购未交数量表增加字段：部门；
9、报表默认字段调整。



报表

进销存

一些库存报表改善

1、库存明细表、存货批号明细表去掉本年累计行、当前
累计行，增加合计行；
2、库存副单位数量明细表、仓库副单位数量明细表、仓
库明细表去掉本年累计行、当前累计行，增加合计行；
3、虚拟库存状况表表头按钮明细账，修改为：库存明
细，订单明细，修改为：在订明细，联查在制明细、委
外明细时，不受时间限制；
4、业务明细查询的查询条件增加：存货、批号，
5、调拨单明细表查询条件的出入库仓库过滤修改为过滤
表体仓库；
6、库存汇总/明细表、余额表、存货库存详情、分布表
、虚拟库存表、库龄分析均以表体仓库进行统计；
7、业务明细查询中报损单、报溢单仓库字段显示表体的
仓库。

存货批号数量明细表 替代报表：存货批号
明细表

生产

其他生产报表改善

1、生产任务明细表增加字段：工序计划、工序管理、生
产者、负责人、批号；联查领退料单明细表，不受时间
限制；
2、生产领料明细表（现在的车间库存明细表）去掉本年
累计行、当前累计行，增加合计行；
3、工序交接明细表增加自定义字段，显示工序交接单的
自定义字段；
4、工序执行情况表增加自由项字段，显示任务单产成品
表格的自由项，联查报表不受时间限制；
5、派工单明细表增加自定义字段，显示派工单的自定义
字段；
6、工票明细表增加自定义字段，显示工票的自定义字
段；

领/退料单明细表

1、修改为按领、退料统计，不选任务单做领料、退料
单，仍然可以查询出来；
2、明细权限：打印、查看成本，查看成本控制：单位成
本、金额；
3、字段及查询条件等细节调整。



报表

生产

生产领料数量明细表 替代报表：生产领料明细表

委外发料数量明细表 替代报表：委外发料明细表

委外

一些委外报表改善

1、委外加工明细表增加字段：批号；联查委外发/退料
单明细表，不受时间限制；
2、委外发料明细表（现在的委外库存明细表）去掉本年
累计行、当前累计行，增加合计行；
3、委外完工验收明细表增加明细权限：金额。

委外发/退料单明细表

1、修改为按委外发料、委外退料单，简单委外发、退料
统计，不选加工单做发料、退料单，仍然可以查询出
来；
2、明细权限：打印、查看成本，查看成本控制：单位成
本、金额；
3、字段及查询条件等细节调整。

质检 一些质检报表改善

1、采购、成品、委外检验明
细表支持联查检验项目明细
表；
2、采购按项目检验明细表、
产成品按项目检验明细表、委
外按项目检验明细表上表格增
加字段：结果判定

其他

一些勾选项修改名称 总的规则，勾选项的说法全部修改为正向了，即包含***

流水账（包括时间段、
部门、客户等所有的流
水账报表）

可通过业务明细查询或相应报表
查看

职员借款明细表 替代报表：借款单明细表



功能

进销存 单据负库存提示变更

单据保存、审核、反审核、驳
回之类的操作弹出负库存提示
的同时，单据上负库存的存货
行背景色变更

进销存 仓库货位选择调整

1、涉及：仓库入库单、仓库出库单、仓库调拨单
2、仓库入库单选择货位时，用户勾选货位后，将确认数
量自动填为单据当前行上的数量，如果用户勾选多行，
按当前勾选行的确认数量与单据当前行数量进行比较，
如果确认数量小于单据当前行数量，则将差额写入到当
前勾选行上；
3、仓库出库单选择货位、仓库调拨单选择出库货位时，
用户勾选货位后，按照出库类单选择批号时勾选批号自
动修改确认数量的规则进行调整
4、仓库调拨单选择入库货位时，货位选择界面不显示确
认数量列，并且选择回来后，也不修改单据上的任何数
量。

进销存 出库序列号选择优化 1、出库单据选择序列号时，去掉必须录入仓库这些的限制；

进销存 估价入库改善

1、采购单可直接选估价入库
单；
2、可结合使用插件：修改估
价入库单科目，联系客服部获
取。

进销存 一些单据增加多仓库
报损单、报溢单、调拨单、仓
库调拨单、委外退回单增加表
体多仓库



功能

进销存 单据打印条码变更

1、去掉存货必须有条码才能使用单据条码打印功能的判
断
2、单据上的条码打印增加传入自由项1~10、序列号备
注、存货产地
3、报溢单、组装拆分单（针对下表体）增加条码打印功
能；

进销存 单据打印时序列号变更 单据打印时，多个序列号之间的间隔半角分号，即：;

质检 质检改善

1、产成品检验单选送检单或
者送检单生成产成品检验单
时，不把送检单上的经办人写
到产成品检验单上的质检员里
面，采购检验单和委外检验单
同样处理；
2、检验报告表体增加字段：
结果判定，可选合格、不合
格；
3、检验报告质检员改为非必
录项。

生产 分仓库打印调整
1、领料单、委外领料单支持打印上下表体
2、去掉分仓库打印功能，可在打印管理器设置按仓库分
单

生产
一些模块上下表格可调
整高度

物料齐套查询、采购检验明细表、产成品检验明细表、
委外检验明细表，在上下表格之间增加可拖动改变大小
的拖动条

生产 工作组变更
点击修改打开工作组维护界面时，自动在最后增加一个
空行

生产
工序流程调整累计转出
数量及一些选单界面

1、派工单表体的累计已转出数量需包含交接单的报废数
量
2、工序交接单界面上的本工序累计已转出需包含本工序
报废数量
3、选单界面字段名称和默认字段调整



功能

生产
生产模板及标准BOM
改善

1、标准BOM查询条件上增加勾选项：下次直接进入；
2、标准BOM维护界面，选择父项存货后，如果BOM的
名称为空，则将存货的名称带入到BOM的名称中去；
3、生产模板维护界面选择表头的存货后，如果模板的编
号和名称为空，则将存货的编号和名称带入到模板中；

财务 现金流量费用项目调整

1、涉及小企业会计制度
2、只涉及新增账套或者原账套切换会计制度
3、现金流量项目的“支付的税费”，对应借方科目默认
勾选“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和“应交教育费附加”两
个科目

财务 凭证查找排序变更
凭证查找排序变更为：同一张凭证内部按用户录入顺序
进行排序

财务 凭证连续打印变更
BS凭证连续打印时，表体增加字段：辅助项，取数规则
参考凭证上打印时的辅助项字段



功能

财务
凭证生出纳流水规则改
善

1、凭证反审核时，不再删除凭证自动生成或者出纳引入
凭证生成的出纳流水，并将这部分流水与凭证关系断
开；
2、凭证反审核后再进行审核时，如果系统配置的自动生
成出纳流水，则会新生成一张出纳流水，如果系统没有
配置自动生成出纳流水，则出纳选择凭证时，还能选到
这张凭证
3、凭证反审核时，批量反审核在反审核界面增加提示：
凭证已生成/引入出纳日记账，避免出现凭证与出纳数据
不相等，请对应调整出纳日记账。
如果单张反审核或者在审核界面反审核，则审核完成后
直接弹出提示框提示用户：凭证已生成/引入出纳日记
账，避免出现凭证与出纳数据不相等，请对应调整出纳
日记账；
4、凭证自动生成或者出纳引入凭证生成出纳流水时，不
进行合并，也就是凭证上有多少行流水，出纳那边就生
成多少行，相同科目不合并；
5、出纳日记账可以任意修改和删除，只要这个出纳日记
账保存过（并且最后一次保存没有生成凭证），不管是
否修改，均与凭证断开关联。

财务 会计科目改善 控制系统表的部分科目不允许删除，删除时会有具体提示；

基础资料
基础资料一些字段名称
调整

基础资料中涉及“缺省”的名称调整，更改为“默认”
。

基础资料 存货价格的一些改善

一、存货售价设置
1、选择存货按钮前增加按钮：批发价配置，点击打开现
在系统中的存货价格设置界面；
2、明细权限增加：批发价配置
二、客户基础资料
1、预设售价下拉框显示的选项根据批发价设置的选项来
显示；
2、序列号录入界面字段和查找功能按钮等细节改善。



功能

系统管理 一些模块修改名称

领/退料明细表            改为   领/退料单明细表
材料领用情况表          改为   车间库存汇总表
材料领用明细账          改为   车间库存明细表
材料外发情况表          改为   委外库存汇总表
材料外发明细账          改为   委外库存明细表
“业务-账务”对照表 改为 业务财务对照表
工资发放明细表          改为   工资发放表
工资发放表                 改为   工资发放表查询
地区销售报表             改为   地区销售汇总表

其他 业务单据导出调整 业务单据导出查询条件样式修改

系统管理 插件安装卸载优化
如果操作员没有安装插件模块的权限，则操作员在应用
中心界面点击安装或卸载时给出对应提示，不允许操作
员安装或卸载插件。

系统管理 账套修复 更换位置：账套升级工具

系统管理 基本信息导入改善
基本信息导出时，按基本信息级次+基本信息编号的顺序
导出

系统管理 操作员授权调整
BS产品操作员授权菜单调整，与主菜单保持一致，便于
快速查找。

系统管理 产品升级改善

1、升级只能使用账套升级工具进行升级
2、产品中的跨版本升级功能依然保留，比如从财贸升级
到工贸
3、产品中去掉账套修复的功能



功能

系统管理 菜单变更

1、财贸C系列菜单顺序和名称变更，具体见产品；
2、同步基本信息、性能检测报告这两个菜单放到账套维
护菜单下的最后面；
3、去掉顶部的帮助菜单；
4、文件菜单下，增加“关于”，弹出类似于BS的帮助整
合界面。

系统管理 日期控件调整

1、仅涉及BS
2、针对查询条件等地方的日期区间控件
3、日期区间控件点开选日期后，当点击上一月、下一月
、上一年、下一年这几个按钮时，系统自动切换当前选
择日期，保证用户点了这些按钮后，直接点确定，返回
的日期和控件显示选中的日期一致

系统管理 成本计算改善

账套选项勾选“进入报表不自
动计算成本”后，进入现在需
要自动计算成本的报表时，不
再自动计算成本

系统管理 审核流变更

1、修改审批流里面的特审人，不管特审人是什么时候加
入的，只要是特审人，就可以对此类单据的任何一张单
据进行审核、驳回操作
2、如果单据保存过账时，没有设置审核流，后面才设置
了审核流，那么这种单据，后续不能直接驳回，只能反
审核。

系统管理 安装包变更

1、影响所有CS安装包
2、安装CS产品时，不再安装加密狗驱动程序，对应账
套管理工具里面去掉加密狗驱动相关的菜单
3、单独做一个加密狗驱动程序的安装包，有需要的硬狗
客户单独下载加密狗驱动安装包进行驱动的安装，便于
需要更新驱动时方便更新



功能

系统级 系统查询默认时间修改

涉及所有产品，暂不涉及插件
1、预警信息版、单据审核中心，这两个模块比较特殊，
不做处理
2、只处理有开始和结束日期查询的模块
业务系统规则：取登录日期所在的月份（自然月）的第
一天和最后一天做为默认的开始和结束日期
财务系统规则：取登录日期所在的月份（会计月）的第
一天和最后一天作为默认的开始和结束日期，也就是这
里取的是登录日期所在的系统里面设置的会计期间所在
月份的第一天和最后一天（如果当前登录日期不属于任
何所设置的会计月，则按自然月来取，也就是跟业务一
致）
总账、工资、固定资产、出纳，均属于财务系统，其他
算业务系统

功能 插件

存货质检方案

1、可设置检验方案，包括检
验项目、检验标准、检验员
等；
2、按存货设置检验方案，可
以通过检验方案快捷引入，也
可以手动录入和修改；
3、替换原有的检验报告，更
改为包含检验项目和标准的新
报告格式。

GMP管理

1、任务单保存时，产成品批号是否必录，根据产成品是
否启用批号管理来判断，启用了才必录，没启用的就不
管
2、批号自动生成规则允许为空，并且默认为空，当这里
为空时，就不自动生成批号
3、产成品请验单、产成品检验单，选单查询条件增加：
批号，模糊匹配，选单界面增加批号字段

工序高级管理
1、工序高级管理生单设置界面修改
按移交人自动生成工票，改为勾选框

单据合并打印
在合并打印界面：将表头显示的查询条件传递到打印管
理器，方便打印



功能 插件

保质期管理 允许删除保质期为0的存货

智能报表

1、采购订单明细表、销售订单明细表、生产任务单明细
表、委外加工单明细表查询条件增加勾选项：只显示未
完成单据
2、工序交接明细表默认显示字段调整为：单据日期、交
接单编号、存货全名、移出工序全名、移入工序全名、
移交数量、单据摘要
3、业务明细查询：报损单、报溢单显示明细的仓库字段
4、库存出入库情况表、实物仓库出入库情况表：报损单
、报溢单、调拨单、仓库调拨单，显示表体的仓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