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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版+流程题（8.0） 

 

 
说明：需配合门店版使用 

   其他食品版本无需进行配送类业务 

 

一．公司信息 

公司名称：百姓食品公司 

公司性质：食品配送连锁企业 

公司业务：食品批发，零售，配送 

 

二．系统设置 

1. 创建一新帐套（非演示帐套），命名方式为公司名拼音； 

2. 采用新登录模式并要求客户端强制记忆账套（思考：该设置选择是否有什么区别？） 

3. 成本核算使用手工指定法（思考：四种成本算法有何区别？ ） 

4. 所有单据号全年递增保持连续，并在过账后才产生单据编号； 

5. 在盘点时要求未盘点到的仓库不生成报损单； 

6. 在权限控制中，严格控制往来单位查看权限与仓库查看权限； 

7. 使用货位管理； 

8. 过期商品自动停售； 

9. 每天系统自动备份一次； 

10. 采用统一税率 17%。 

 

 

三．基本信息  请使用多口味和内置食品信息库快速建立商品   

1. 商品字典：商品 3 级分类         

分类级别 分类名/编号 

第一级 饮料 /001 火腿肠 /002 

第二级 1、运动饮料/101； 

2、可乐/102 

1、双汇火腿肠； 

第三级 1. 脉动橘子味； 

2. 脉动菠萝味； 

3. 脉动水蜜桃味； 

4. 脉动荔枝味； 

1、 双汇超市王中王 

2、 双汇美味鸡肉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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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脉动青柠味 

 

 商品详细信息： 

脉动系列饮品：该商品基本单位为瓶，大单位为箱，每箱有 12 瓶，每瓶规格为 500ml，食

品有效期为 2 年，生产厂商为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商品分类为饮品，储藏条

件为避光，零售价：4 元，最低售价：2.5 元，会员价：3.8 元，预设售价一：3元，不可低

于成本价销售，零售出库规则为近效期先出，允许打折和执行会员价。 

双汇超市王中王：该商品基本单位为袋，大单位为箱，每箱有 20 袋，每袋规格为 30g*10，

食品有效期为 1 年，生产厂商为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品分类为火腿

肠，储藏条件为避光，零售价：7.1 元，最低售价：5.2 元，会员价：6.5 元，预设售价一：

6 元，不可低于成本价销售，零售出库规则为近效期先出，允许打折和执行会员价。 

双汇美味鸡肉肠：该商品基本单位为袋，大单位为箱，每箱有 20 袋，每袋规格为 32g*10，

食品有效期为 1 年，生产厂商为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商品分类为火腿

肠，储藏条件为避光，零售价：6.5 元，最低售价：5 元，会员价：6.0 元，预设售价一：6

元，不可低于成本价销售，零售出库规则为近效期先出，允许打折和执行会员价。 

 

 

 

2.往来单位：2 级分类 

分类级别 分类名/编号 

第一级 供货商/ 001 客户/002 

第二级 1. 乐百氏（广东）

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康友贸易

有限公司 

2. 河南省漯河市

双汇实业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1. 好运来超市 

2. 牛牛福食品

连锁 

 往来单位明细： 

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公司：该企业为商品生产企业，为供货单位，拥有营业执照、

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上传营业执照图片） 

河南省漯河市双汇实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该企业为商品经营企业，为主供兼销单位，拥

有营业执照、生产经营企业许可证、合格供货厂商体系调查表 

好运来超市：该企业为商品经营企业，为销售单位，拥有营业执照、地税登记证、推销员证

书，销售使用预设售价 1，应收限额为 5 千 

牛牛福食品连锁：该企业为商品经营企业，为销售单位，拥有营业执照、地税登记证、推销

员证书，销售使用预设售价 1，应收限额为 1 万 

零售客户：零售专用往来单位，预设售价为零售价 



任我行培训中心 

 ３ 

 

 

3. 公司部门及员工： 

部门 人员 编号 特殊权限 

采购部 小张 001 查看所有供货单位及仓

库权限 

销售部 小李 002 查看销售单位及仓库权

限，销售时最多允许打

7 折 

财务部 小王 003 所有财务单据使用权限 

质管部 小周 004 所有仓库查看权限 

    

备注：其它权限根据各人员岗位灵活配置 

 

4. 银行帐户： 

帐户名称 简称 编号 

建设银行 建行 001 

工商银行 工行 002 

 

5. 存货仓库 

仓库名称 编号 仓库类型 仓库性质 

总库 001 配送中心仓库 合格仓库，使用严格货位

管理 

1 号分仓库 002 门店仓库 合格仓库，使用松散货位

管理 

2 号分仓库 003 门店仓库 合格仓库，使用松散货位

管理 

 

7．销售门店 

销售门店名称 编号 对应单位 对应仓库 门店连接方式 门店类型 

1 号门店 001 零售客户 1 号分仓库 加盟店 独立门店（小张为该门

店管理员） 

2 号门店 002 零售客户 2 号分仓库 实时自营门店 自营店（小李为该门店

管理员） 

 

三．期初数据 

1. 库存商品期初 

商品名 仓库 数量 单价 生产日期 批次号 效期 供应

商 

是否

代销 

货位 

脉动橘子/菠

萝/荔枝口味 

总库 各 20

箱 

24

元/

箱 

2013.01.01 20130101 2015-01 乐百

氏（广

东）食

否 功能

饮料

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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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饮

料有

限公

司 

双汇美味鸡

肉肠 

总库 35 箱 80

元/

箱 

2013.02.01 20130201 2014-02 河南

省漯

河市

双汇

实业

集团

有限

责任

公司 

否 火腿

肠货

位 

 

2. 应收应付期初 

往来单位名称 应收金额 应付金额 

乐百氏广东）食品饮料有限

公司 

0  5000 

牛牛福食品连锁 3000  

 

3. 现金期初:50000 元 

4. 工商银行期初:60000 元 

 

启用账套。 

单据日期按当天填写。 

四．发生业务 

 

1. 小张从双汇公司预定采购双汇王中王 25 箱，每箱价格 90 元，美味鸡肉肠 20 箱，每箱

价格 80 元。 

2. 三天后向双汇公司订购的两批火腿肠到货，批号为 130601，生产日期为 2013-06-01，全

部进入总库，现金支付 1000 元货款。 

3. 小张从乐百氏公司购进脉动荔枝味 10 箱，每箱 28 元。批号是 130601，生产日期为 2013

年 6 月 1 日，进入总库。未付款。 

4. 小王将“业务 1”中购买的双汇鸡肉肠向双汇公司退回 2 箱，请调原采购单以原价退回，

未退款。 

5. 业务部小张接到乐百氏有限公司通知，购进的脉动荔枝味饮料单价有误，应为每箱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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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公司对此进行了处理。（商品成本和应付款调整） 

6. 公司向乐百氏和双汇公司支付了此前采购商品所欠货款。 

7. 好运来超市向公司订购 2 箱脉动饮品，价格为每箱 35 元 

8. 第二天小李将总库中批号为 20130101 的脉动饮料销售给好运来超市 2 箱，同时收到现

金货款 70 元 

9. 小李向牛牛福食品连锁销售了总仓库中批号为 20130201 的双汇鸡肉肠一箱，每箱 120

元，未收到货款。 

10. 因质量问题，好运来超市退回了购买的脉动饮品，数量 5 瓶，请按原价调原销售单退货，

并退款。 

11. 因市场变化，销售给牛牛福食品连锁的双汇鸡肉肠，销售价格调整为 115 元/箱。 

12. 1 号加盟门店向总部提出需要双汇王中王和鸡肉肠各 5 箱，总部给 1 号门店按预设售价

1 配送了该商品。 

13. 将配送中心的数据采用文件方式下传给 1 号门店，并在第二天将商品发到 1 号门店由职

员小张进行验收，确认实际收到的药品数量和批号，与发货单据情况一致，该药品入到

加盟门店仓库。 

14. 1 号加盟店小张向配送中心退回了之前配送的双汇王中王 3 袋，门店按照严格退货流程

进行。 

15. 总部根据经营情况向 2 号自营店配送了脉动和双汇鸡肉肠 2 箱，按成本价加 10%发货。 

16. 一零售客户，在 2 号自营店购买脉动饮料 1 瓶，零售价 4 元。 

17. 总部仓库将 1 袋脉动饮料，同价调拨到 2 号分仓库。 

18. 因市场价格调整，总仓库中的双汇王中王每袋成本价调至 4.6 元。 

19. 2 号门店发出一张会员打折卡，卡号为 1028，所有门店均可凭卡消费商品打 9 折，并且

购买商品价值每 10 元可以积一分，在每周二的会员日消费可获得双倍积分，积满 50 分

即可兑换礼品。林先生办理该卡时在卡内充入 200 元用于以后消费。 

20. 林先生持 1028 会员卡购买双汇鸡肉肠 2 袋，用卡内余额支付。 

21. 总部对一些商品进行促销，具体促销方案如下： 

每周三对所有商品打 8.8 折，持续一个月，限制每人每件商品只能购买 2 个； 

每单购买金额满 100 元立减 3 元； 

购买双汇任何产品 30 袋即赠送鸡肉肠 1 袋，赠品共 50 袋，送完即止。 

22．月末，1 号加盟店对仓库进行盘点，脉动水蜜桃味多出 8 瓶，随即对库存进行调整（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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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分别使用盘点单和报溢两种方式进行处理） 

22. 财务向房东支付总部上半年的房租 6000 元，并摊销 1 月份的房租 1000 元。 

23. 会计人员对本月业务进行轧帐月结存。 

24. 工商局临时检查，要求出具相关经营台账和票证。 

25. 年底对所有账目进行年结存，保留原账套查账，并新建账套开始新年业务记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