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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百怡富科技致力開發各樣商用軟件，為現今少數能提供多種

信息科技產品的軟件開發公司。所開發的軟件適合各行各業，

根據實際工作流程而設計，組件之間聯系緊密，數據互相連

結。

一系列計算機軟件中，套裝計算機零售業軟件（零售天皇）

是百怡富企業管理系統中八個單元中的一部分。一般用戶可

即買即用，而無需專業輔助指導。此系統不但靈活易用，操

作簡單，更符合各行企業的自身需要，獲得度身定做軟件的

服務。

本公司更為對軟件有進一步標准要求的客戶提供全面周到，

價錢相宜之售后服務。並本著 “顧客為上帝”的服務宗旨，

為閣下免除后顧之憂，締造打開成功之門匙。

百怡富管理系統還備有套裝貿易軟件；套裝制造業軟件；套

裝計算機飲食業軟件；套裝會計財務系統等各種軟件，欲需

進一步數據，請致電查詢聯系。

2222．．．． 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系統要求

Celeron P800MHz or Above with 64MB或以上的內存 ，

WIN98以上窗口操作系統。

3333．．．． 安裝安裝安裝安裝

請參考安裝說明文件

4444． ． ． ． 零售業系統前台收銀操作說明零售業系統前台收銀操作說明零售業系統前台收銀操作說明零售業系統前台收銀操作說明

開始操作零售業系統，運行 “Pos Station”，出現以下登

陸畫面：

輸入用戶名及相對密碼(初始用戶名及密碼為 admin:1234),

并確認可以在服務器下載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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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衕時可選擇員工上下班記錄功能

4.2 進入主畫面，可進行銷售。

4.3．輸入出售貨品，可以使用條碼掃描器掃描產品條碼，

或者人手輸入。在對應位置輸入正確數量和單價如無需要修

改可一路按Enter（注：按數字*，然后按Enter，可更改數

量。）

也可按“F1 查找”鍵，進入 “按貨品名稱”或 “條形

碼”搜索，單擊售出商品，按 “確定”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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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輸入結束后按 “Enter”,完成商品售出的輸入。系統

自動累計銷售金額。超過一件以上的商品重復前兩個步驟操

作。

4.5. 選擇結帳方式（以現金或VISA等），按 “付款”彈

出選擇項，選擇正確方式進行結帳。

按 “ENTER” 確認完成銷售,系統自動打印發票。

按 “ENTER” 進入下一次的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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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 .功能鍵（1）F4，刪除按鈕。先選擇需要刪除的產品，

然后按刪除鍵或者按F4即可刪除該產品。

4.7 . 功能鍵（1）F5，修改按鈕。雙擊已輸入的產品或者選

擇已輸入產品，按修改鍵，可修改該產品的數量，價格折扣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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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功能鍵（1）F6，查價按鈕。按查價鍵或者F6，在條碼

位置輸入需要查詢的產品條碼，再按顯示倉庫鍵，便可顯示

該產品的倉存情況，如需購買，選擇數量再按新增，即可下

單銷售

4.9. 功能鍵（1）F7，重印按鈕。重印上一單的收據，重印

的收據內有Re-Print字樣，適用於Printer沒紙，需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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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 功能鍵（1）F8，營業員按鈕。在不需要注銷的情況下，

轉換營業員身份，留意，每次轉換只能做一次交易。

4.11. 功能鍵（1）F9，日結按鈕。可打印出某一段時期的退

貨記錄和銷售記錄。

4.12功能鍵（1）F10，離開按鈕。注銷離開收銀機系統。可

選擇是否上傳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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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功能鍵（1）F11，重復按鈕。選擇已輸入的貨品，按

重復鍵，可使所選產品自動再輸入多一次。

4.14．功能鍵（1）F12，會員按鈕。在前台收銀機即時新增

會員，即時以會員身份購物。點擊修改出現更多功能選擇，

然后新增一個會員，有關資料填寫后，記得按保存鍵。最后

選擇新增的會員，按確認鍵便可以以會員身份購物了。

4.15．功能鍵（1）Shift+F1，暫存按鈕。已入了產品，但又

未能立即結帳的，按暫存鍵，保存該訂單，然后可以繼續開

新單，做新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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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功能鍵（1）Shift+F2，取出按鈕。按取出鍵，可見到

之前被暫存起來的訂單，如果選擇需要結帳的單，下方便會

展示該單的內容，最后按確定便可。

4.17．功能鍵（1）Shift+F3，保安按鈕。按下保安鍵，可將

POS系統鎖定，無法操作，需用戶名及密碼才可開啟。

4.18. 功能鍵（1）Shift+F4，上/下班登記按鈕。系統登入

后的上下班記錄，方法和之前描述的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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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功能鍵（1）Shift+F5，多重付款按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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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功能鍵（2）F4，設置按鈕。主要是收銀機設置和發票

設置。收銀機主要設置語言版本，數據上傳，打印機等，

打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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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據設置:

4.21. 功能鍵（2）F5訂金結帳按鈕。首先第一次需要先開

一張訂金單,開訂金單的方式如下:選好需要購買的貨品后,

按多重付款鍵,於訂金位置填寫本次支付的訂金金額,然后點

立即結帳按鈕,即可生成訂金單.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此時必須要點上傳數此時必須要點上傳數此時必須要點上傳數此時必須要點上傳數

據按鈕完成后點下載數據按鈕據按鈕完成后點下載數據按鈕據按鈕完成后點下載數據按鈕據按鈕完成后點下載數據按鈕,,,,這樣訂金單才能正式生效這樣訂金單才能正式生效這樣訂金單才能正式生效這樣訂金單才能正式生效.

客戶需要結帳時,點訂金結帳鍵,即可分多次或一次結帳.

4.22．功能鍵（2）F6發票作廢。當需要取消某張單的時候,

可使用此功能,選擇訂單確定后,系統會自動生成一張負數量

的單,正確調整回倉存數.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此功能只針對當天的訂單有此功能只針對當天的訂單有此功能只針對當天的訂單有此功能只針對當天的訂單有

效效效效,,,,如果是隔天的單如果是隔天的單如果是隔天的單如果是隔天的單,,,,可通過新開一張負數量的單做退貨處可通過新開一張負數量的單做退貨處可通過新開一張負數量的單做退貨處可通過新開一張負數量的單做退貨處

理理理理....另外另外另外另外,,,,如果該單為訂金單如果該單為訂金單如果該單為訂金單如果該單為訂金單,,,,也不適用此功能也不適用此功能也不適用此功能也不適用此功能,,,,做法是必須做法是必須做法是必須做法是必須

先將訂金單全部作結后先將訂金單全部作結后先將訂金單全部作結后先將訂金單全部作結后,,,,再新開一張退貨單再新開一張退貨單再新開一張退貨單再新開一張退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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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功能鍵（2）F7可重印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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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功能鍵（2）F8調試模式。點調試模式鍵后,此單只作

調試輸出收據用途,不會生成正式訂單

4.25. 功能鍵（2）F9計次銷售.此功能多針對會所等服務

性質的用戶,客戶先需要購買按次數的產品或服務,然后每次

消費時扣除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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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功能鍵（2）F10單次折扣,選擇相應的折扣碼后,系

統會自動將折扣放入訂單內計算

4.27. 功能鍵（2）F11下載數據,下載后台最新數據

4.28. 功能鍵（2）F12上傳最新前台收印機數據

4.29. 功能鍵（2）Shift+F1發票備注,按發票備注鍵,可對

目前的訂單添加備注信息,最后會打印在客戶的收據內

4.30. 功能鍵（2）Shift+F2備忘

登入后可查看有關備忘信息,需要修改,刪除,新增,只須雙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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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應日期框內即可

4.31功能鍵（2）Shift+F3 匯入.此功能用於讀取槃點機內

的產品信息,對於不方便在收銀台錄入條碼的情況下,可以通

過條碼收集器收集后,直接匯入系統,下單.

4.32功能鍵（2）Shift+F4存支記錄.用於記錄收銀櫃內的

現金出入情況,輸入正金額表示錢由外部放入收銀櫃內,而負

金額則表示錢由收銀櫃內取走

4.33功能鍵（2）Shift+F5彈櫃按鈕.用於手動指令收銀櫃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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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POS POS POS 零售業系統后台管理操作說明零售業系統后台管理操作說明零售業系統后台管理操作說明零售業系統后台管理操作說明

雙擊 “Pos Admin”，輸入密碼(初始用戶名及密碼為

admin:1234)，進入操作系統。

后台系統主要分主檔管理,倉存管理,購貨管理和系統設置及

報表管理几大部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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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POS5. POS5. POS5. POS 主檔主檔主檔主檔

5.1.1.[POS100]產品/條形碼，可新增、修改、刪除、復制產品

資料。

5.1.2 按新增鍵，可增加產品的各項資料。

5.1.3 條碼鍵，選擇某一個產品后點擊條碼按鈕,。出現以下

畫面,可對該產品的條碼進行打印,新增,修改,刪除,復制等

操作.

5.1.4 匯入鍵，可一次性將EXCEL格式的產品主檔資料匯入

系統。可於幫助---導入模版---產品模版(或者下載模版)獲

取所需的EXCEL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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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導出鍵，可將所有產品資料導出EXCEL檔。

5.1.6 導出Lookup鍵，可將所有產品資料導出指定格式

TXT檔,然后匯入條碼資料收集器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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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7 列印條碼鍵，可批量打印有關條碼。

左邊距(cm): 1        右邊距(cm): 0.12

Label Width(cm): 4.8   Label Height(cm): 1.9

HorzGap(cm): 0       VertGap(cm) 0

Num Across: 1        Num Down: 1

點 Show Properties鍵可設置打印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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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 開倉數鍵，可對倉庫內的產品進行倉數修改。

5.1.9 價錢牌鍵，可選擇要打印的產品及價錢組別。

5.1.10 陣列輸入，適用於衕類產品但顏色尺碼不衕的情況

下,快速方便地錄入產品。

按確定后即可輸入產品的資料,只需輸入一次資料,系統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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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根據之前的陣列設置保存生成對應的產品主檔.當然也可

以單個產品保存.

5.1.11定價鍵，可批量更新產品定價.有三個選擇,一是直

接定價為某一價格,二是在原價格加減,三是原價格百分比

5.2.1 [POS101]客戶，可新增、修改、刪除、復制客戶資料。

5.2.2 新增鍵, 可新增會員及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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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列印標簽鍵, 可列印指定會員標簽,包括地址等,用於

投遞郵件.

可導出EXCEL檔,也可以列印

5.2.3匯入鍵，可一次性將EXCEL格式的會員主檔資料匯入

系統。可在幫助---導入模版---客戶模版(或者下載客戶模

版)獲取所需的EXCEL模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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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4 導出鍵，可將所有客戶資料導出EXCEL檔。

5.3.1 [POS102]供貨商，可新增、修改、刪除、復制供貨商資

料。

5.3.2 新增鍵, 可新增供貨商及其資料

5.3.3匯入鍵，可一次性將EXCEL格式的供貨商主檔資料匯

入系統。可在幫助---導入模版---供貨商模版(或者下載供貨

商模版)獲取所需的EXCEL模版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5.3.4 導出鍵，可將所有供貨商資料導出EXCEL檔。

5.4.1. [POS103]類目，可對產品進行分類，分第一類目、第

二類目、第三類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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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類目都可以獨立設置折扣及其開始日期和結束日期

5.5.1 [POS104]品牌，可增加、刪除產品的牌子。

5.6.1 [POS105]顏色，可增加、刪除產品的顏色。

5.7.1 [POS106]尺碼，可增加、刪除產品的尺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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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1 [POS107]尺碼組，可增加、刪除產品的尺碼組。主要是

依尺碼組查詢產品庫存列表時使用

5.9.1 [POS108]型號，可增加、刪除產品的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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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1 [POS109]衕價折扣，可增加、刪除、修改衕價折扣設

置,然后於產品主檔內(進階折扣)設置對應價格的產品為衕

價折扣模式即可

5.11.1 [POS110]復制/清除價錢組別，可在各個價錢組別間

復制價錢或清除某個組別的價錢,產品的價錢組別也可在產

品主檔內的進階折扣內設置(針對某一個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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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POS111]貨幣，可增加、修改、刪除貨幣的種類。

5.13.1 [POS112]單位，可新增、刪除產品的單位。 5.14.1 [POS113]支付方式，可增加、修改、刪除支付方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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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預支付功能主要用於會員預先支付訂金的情況中,注意

首先需要在貨品主檔內開一個訂金產品,已便前台收銀機開

單,然后支付方式選擇預支付方式即可

5.15.1 [POS115]收銀機，可增加、修改、刪除收款機的數據。

不用收銀機(或不衕店鋪)可選擇不衕的價錢組別銷售產品

5.16.1 [POS116]倉庫，可增加、修改、刪除各倉庫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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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OS6. POS6. POS6. POS 倉存管理倉存管理倉存管理倉存管理

6.1.1 [POS200] 庫存調整入，可增加、修改、刪除、打印庫存

調整入表。庫存調整入表是指實際庫存多了，這個表可以把

實際庫存與槃點庫存調整為相等。

5.23. 按新增鍵，出現調整入倉畫面，編號和日期會自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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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輸入備注數據，然后按新增，出現產品選擇畫面，選擇

要調整入的產品，并輸入要調整入的數量和價格。

5.24.[POS201]庫存調整出，可增加、修改、刪除、打印庫存調

整出表。庫存調整出表是指實際庫存少了，這個表可以把實

際庫存與槃點庫存調整為相等。

5.25. 按新增鍵，出現調整出倉畫面，編號和日期會自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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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輸入備注數據，然后按新增，出現產品選擇畫面，選擇

要調整出的產品，并輸入要調整出的數量和價格。

5.26.[POS202]內部轉倉單，可增加、修改、刪除、打印轉倉單。

內部轉倉單可將二部門間的貨品相互轉換。

5.27. 按新增鍵，出現轉倉單畫面，編號和日期會自動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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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輸入備注數據，選擇默認從倉庫的倉號和默認至倉庫的倉號，

然后按此畫面的新增鍵，出現產品選擇畫面，選選擇要轉倉

的產品，并輸入數量和價格。

*

*5.28.POS購貨管理。

5.29．[POS301]供貨商發票，可新增、修改、刪除、打印供貨

商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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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按新增鍵，進入供貨商發票畫面，供貨商發票號、日期、

貨幣會自動顯示，點擊供貨商可選的活頁夾，可選擇供貨商

數據；按此畫面內的新增鍵，可以選擇要新增的產品，輸入

數量和價格。

5.31.[POS306]貿易發票，可新增、修改、刪除貿易發票單。貿

易發票用於作大批量銷售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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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按新增鍵，出現貿易發票畫面，發票編號、發票日期會

自動顯示，選擇支付方式、客戶、營業員、貨幣，并填寫貨單

編號和發票備注；然后按此畫面的新增鍵，出現貿易發票詳

細，選擇產品，并輸入數量、價格。

5.33貿易發票結帳,可選擇尾數結帳或全部結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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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系統設置及報表。

6.1 [POS400]應用程序設置，用於設置公司的基本數據。輸

入中文名稱、英文名稱、公司地址、電話。傳真、電郵和網站。

6.2 [POS401]個人設置，在使用者設置畫面，可設置語言設

定。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按畫面的列印設置鍵，選擇打印機，然后可設定打印設置。

按客戶\供應商標簽列印設置鍵，選擇打印機，然后可設定

打印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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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價錢牌列印設置鍵，選擇打印機，然后可設定打印設置。 6.3.[POS402]報表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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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PERIOD SALES [RP T00] 每日銷售報表 DAILY SALES。

先選擇需要統計的日期和收款機，然后選擇詳細或總計或依

每天，按列按就會自動顯示出依收款機的每日銷售報表。

詳細：

總計：

依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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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PERIOD SALES [RP T01] 每日銷售報表(依營

業員) DAILY SALES(By Salesman)。先選擇需要統

計的日期、收款機和營業員，然后選擇詳細或總計，

按列按就會自動顯示出依營業員的每日銷售報表。

6.6.

詳細：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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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PERIOD SALES [RP T02] 每日銷售報表(依收款機)

DAILY SALES(By Station)。先選擇需要統計的日期和收款機，

然后選擇詳細或總計，按列按就會自動顯示出依收款機的每

日銷售報表。

詳細：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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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PERIOD SALES [RP T03] 每日銷售報表(依所有會員)

DAILY SALES(By Customer)。先選擇需要統計的日期和打印

機，按打印就會自動顯示出依會員的每日銷售報表。

6.8. PERIOD SALES [RP T04] 每日銷售流水帳報表 SALES

JOURNAL.。先選擇日期衕收款機，按打印就可顯示出當日的

銷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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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PERIOD SALES [RP T05] 每日退貨記錄 RETURNED

GOODS。先選擇日期衕收款機，按打印就可顯示出每日的退貨

記錄。

6.10. PERIOD SALES [RP T06] 每小時銷售記錄 HOURLY

SALES。選擇日期、時間段、收款機，按打印就可顯示出當天每

小時的銷售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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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WEEKLY SALES [RP T07]每周銷售記錄(分類)。選擇日

期衕收款機，按打印就可顯示出當周各貨品的銷售記錄。

詳細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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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PERIOD SALES [RP T08] 銷售記錄(月份/年度比較)

MONTHLY SALES。選擇月份、年度和收款機，按打印就可顯示

出當年度某月份的銷售記錄。

6.13. PERIOD SALES [RP T09] 銷售記錄(依供貨商)

SUPPLIER’S GOODS SOLD。選擇期間、收款機、供貨商，然后

選擇詳細或總計或包含價格，按打印就可顯示某供貨商的某

段時間的銷售記錄。

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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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6.14. GROSS PROFIT[RP T10] 毛利報表(依發票) 選擇時間

段、收款機和倉號，按打印就可顯示某發票的毛利。

平均成本

最后成本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標准成本 6.15. GROSS PROFIT [RP T11] 毛利報表(依貨品)  。選擇

時間段,產品編號和倉號，按打印就可顯示某貨品的毛利。

平均成本詳細

平均成本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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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成本詳細

最后成本總計

標准成本詳細

標准成本總計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16. GROSS PROFIT [RP T12] 毛利報表(依營業員)  選擇

時間段和營業員，按打印就可顯示某營業員銷售的毛利。

平均成本

最后成本

標准成本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17. GROSS PROFIT [RP T13] 毛利報表(依部門)  選擇時

間段,收銀機,倉庫和類目，按打印就可顯示某部門銷售的毛

利。

平均成本詳細

平均成本總計

最后成本總計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標准成本詳細

標准成本總計 6.18. GROSS PROFIT [RP T14] 滯銷統計(由少至多)  對於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銷量不好的產品進行統計。

6.19. GROSS PROFIT [RP T15]毛利報表(依供應商)  選擇

時間段,收銀機,倉庫和供應商編號，按打印就可顯示某供應

商銷售的毛利。

平均成本

最后成本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標准成本

6.20. SUPPLIER REPORT [RP T40] 供貨商發票記錄(依供貨

商) 就可顯示某供貨商某段時間的發票記錄。

6.21. SUPPLIER REPORT [RP T41] 供貨商發票記錄(依發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票) 就可顯示某供貨商的發票記錄。

詳細

總計

6.22. SUPPLIER REPORT [RP T42] 供貨商發票記錄(依產

品), 就可顯示某供貨商產品的發票記錄。

詳細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總計

6.23.SUPPLIER REPORT [RP T45] 供貨商列表 選擇可選的

供貨商，就可顯示出供貨商的明細。

6.24. SUPPLIER REPORT [RP T46] 供貨商郵件標簽

6.25. CUSTOMER REPORT [RP T50] 客戶列表 ,就可顯示客

戶的客戶編號、姓名、地址、電話、傳真等客戶的數據。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26.  CUSTOMER REPORT [RP T51] 客戶郵件標簽

6.27. CUSTOMER REPORT [RP T53] 客戶存款及支取記錄 選

擇時間段和顧客碼，就可顯示某顧客的存取記錄。

6.28 CUSTOMER REPORT [RP T54]客戶計次銷售報表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29. CUSTOMER REPORT [RP T55]客戶產品銷售,選擇時間

段、收款機、客戶編號，就可顯示某客戶某時段的購貨記錄。

6.30. PRODUCT REPORT [RP T60] 產品列表(按編號)  選擇

產品編號，按打印就可顯示按編號排列的產品。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31. PRODUCT REPORT [RP T61] 產品列表(按名稱) , 選

擇產品名稱，按打印就可顯示按名稱排列的產品。

6.32. PRODUCT STOCK [RP T62] 庫存表。

選擇名稱和倉庫，然后選擇總體或詳細，按打印就可顯示各

倉庫各產品的庫存數量。

總體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詳細 6.33. PRODUCT  TRANSACTION [RP T63] 交收明細報表(全

部)。選擇產品編號、時間和倉庫，按打印就可顯示某貨品的

交收明細。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34. PRODUCT REPORT [RP T42] 高存量及低存量報告 6.35.  Product Sales Report。 [RP T65] 產品銷售報告

選擇時間段、收款機、產品編號，然后選擇詳細或總計，按打

印就可顯示各時期的產品銷售情況

詳細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總計 6.36. Top Sales Report [RP T67] 暢銷產品報告。選擇時

間段、收款機、產品編號、類目，按打印就可顯示某類貨品按

銷售數量排列的暢銷報表。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37. PRODUCT STOCK [RP T68] 庫存表。(依尺碼組及顏色)

6.38. PRODUCT  TRANSACTION [RP T69] 交收明細報表(依

交收)。選擇產品編號、時間和倉庫，按打印就可顯示某貨品

的交收明細。

6.39. TRADING INVOICE STATEMENT [RP T70] 貿易發票月

結報表。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40.  TRADING INVOICE [RP T71] 貿易發票銷售記錄 6.41.  TRADING INVOICE [RP T72] 貿易發票貨品銷售記錄

(依客戶) 

詳細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總計 6.42. TRADING INVOICE [RP T73] 貿易發票貨品銷售記錄

(依產品) 

詳細

總計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43.STAFF REPORT [RP T80] 員工上班記錄(按員工)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百怡富科技有限公司

6.44.STAFF REPORT [RP T81] 員工上班記錄(按收款機) 6.45.STAFF REPORT [RP T82] 員工上班記錄(按員工/期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