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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解用友软件采购业务操作要点

【摘要】采购业务涉及多种情况，如对方代垫运费、用商业汇票付款、对方提供现金折扣、合理损耗

与非合理损耗、对方免赠物品、受托代销、票货不同行、采购退货等等，通过归纳其各自操作要点，可以为

初学者熟练应用用友财务软件的供应链模块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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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采购业务单据传递及凭证形成过程（如图

所示）为：①采购管理系统填制采购订单、到货单并

审核；②库存管理系统生成采购入库单并审核；③采

购管理系统生成采购发票并进行采购结算；④存货

核算系统单据记账并制单；⑤应付款系统发票审核

并制单；⑥应付款系统填制付款单并审核、核销处理

并制单。在下文各种业务类型中，这些基本（相同）的

步骤不再重复，只归纳各自不同的操作要点。

一、对方代垫运费

例 1：某公司采购橙汁 500箱，原定单价 100元，

协商后收到专用发票单价 108元（本文所有例中均

为不含税价，税率为17%），对方代垫运费1000元。

1. 填制运费发票。表体存货名称选择“运输

费”，属性为“应税劳务”，税率7%。

2. 采购结算。

（1）运费发票和采购发票同时与入库单结算。点

击“采购结算/手工结算”，选择运费发票、采购发票

和入库单，在结算界面点击“分摊”按钮，将运费摊入

存货成本，点击“结算”按钮，结算完毕。查看入库单，

系统自动将结算成本 54930元（500×108+930）写入

入库单。

（2）运费发票单独结算。如果先前已经将采购发

票与入库单采购结算完毕，运费发票才来，此时可以

将先前结算生成的结算单在结算单列表中删除，然

后用上述（1）的方法手工结算。也可以单独结算运费

发票：点击“采购结算/费用折扣结算”，选择该入库

单与运费发票进行结算。但用这种方式结算后，运费

不会加入到入库单的成本中。

在存货核算系统进行单据记账后，还必须通过

“业务核算/结算成本处理”，选择运费结算单据，点

击“暂估”按钮，分三种情况：其一，如果该入库单对

应的存货未出库，系统自动生成一张入库调整单，全

部运费为930元；其二，如果该张入库单上的一部分

存货已出库，则系统分别生成入库调整单及出库调

整单，按库存与出库数量的比例分摊 930元；其三，

如果该张入库单上的存货全部出库，则系统生成一

张出库调整单，全部运费为930元。系统是按生成入

库或出库调整单的办法来调整入库或出库成本。

在“财务核算/生成凭证”时，选择“采购入库单

和入库调整单”，选择合并制单，生成的入库凭证上

记录的成本也是54930元。

3. 应付款系统对传递过来的采购发票与运费

发票审核并合并制单（分录略）。

二、部分预付款，其余款项银行（或商业）承兑汇

票补付

例 2：某公司采购牛奶 500箱，单价 48元。预付

5000元，后又开出银行承兑汇票补付余款23080元，

汇票到期结算票款。

应付款系统：

存货核算
系统

库存管理
系统

借：库存商品
贷：在途物资

采购管理
系统 应付款管理系统

②入库单

④制单 ②入库单 ①订单
到货单

③发票
⑤制单

借：在途物资
应交税费
贷：应付账款

借：应付账款
贷：银行存款

业务单据传递及凭证形成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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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制付款单，款项类型选择“预付款”，审核

并制单：

借：预付账款 5000
贷：银行存款 5000

2. 对传过来的采购发票审核并制单：

借：在途物资 240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4080
贷：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28080

3. 点击“票据管理”，方向为“付款”，填制银行

承兑汇票（在选项设置里勾选“应付票据直接生成付

款单”）。付款单审核。

4. 核销处理并制单。

（1）点击“核销处理／手工核销”，用两张付款单

（预付 5000、汇票付款单 23080）核销应付发票款

28080，输入“本次结算金额”，核销完毕。

（2）点击“制单处理”，选择“收付款单制单和核

销制单”，在制单列表中将两张付款单和一张发票

行前面的“选择标志栏”均输入 1，即将付款单制单

与核销制单合并生成一张凭证（否则分别生成两张

凭证）：

借：预付账款 -5000
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28080
贷：应付票据 23080

5. 汇票到期，结算票款。点击“票据管理”，打开

那张票据，点击“结算”按钮。制单处理时选择“票据

处理制单”：

借：应付票据 23080
贷：银行存款 23080

三、对方提供现金折扣条件

例 3：某公司采购喜乐 500箱，采购专用发票上

注明价款 49000 元、税款 8330 元，价税合计 57330
元。对方提供的不含税价现金折扣条件为“2/10，1/
20，N/30”。

1. 填制采购发票时，选择表头付款条件为“2/
10，1/20，N/30”。

2. 若10天内付款，填制付款单，款项类型为“应

付款”，金额为56350元（49000×98%+8330），审核。

3. 核销处理并制单。在手工核销界面，在“本次

结算”栏输入56350元，系统自动计算本次实际折扣

为980元，点击“保存”，核销完毕。核销制单：

借：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57330
财务费用 980
贷：银行存款 56350

四、合理损耗与非合理损耗

例4：采购苹果汁500箱，收到采购专用发票，单

价120元，价款总计60000元，税额10200元。入库时

发现短缺1箱。

1. 采购结算。因发票数量与入库（结算）数量不

等，只能手工结算，且必须遵循“发票数量＝结算数

量+合理损耗数量+非合理损耗数量”的结算规则，

因此，在结算界面，在“合理损耗”栏或“非合理损耗”

栏及“金额”栏输入相关数据，输入非合理损耗时系

统自动计算进项税额转出。完成采购结算。

2. 入库成本。

（1）合理损耗。结算完成后，入库单数量为 499
箱，成本为60000元，即合理损耗使入库存货单位成

本上升，按税法规定，其进项税额不用转出，可抵扣。

在存货核算系统进行单据记账并制单：

借：库存商品 60000
贷：在途物资 60000

（2）非合理损耗。结算完成后，入库单数量为

499箱，成本为59880元（499×120），即非合理损耗不

改变实际入库存货单位成本，非合理损耗金额及进

项税额转出一并由责任单位赔偿。存货核算系统进

行单据记账并制单：

借：库存商品 59880
贷：在途物资 59880

3. 非合理损耗由责任单位赔偿，总账系统录入

凭证：

借：其他应收款 140.4
贷：在途物资 12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转

出） 20.4
五、免赠物品并汇票背书付款

例 5：某公司向汇源公司采购橙汁 500箱，单价

为 108元，对方免费赠送汇源冰糖葫芦 100箱，单价

42元。背书应收欧尚公司汇票（54000元）付款给汇

源公司。

1. 免赠物品。

（1）库存管理系统填制“其他入库单（冰糖葫

芦）”并审核。

（2）在存货核算系统进行单据记账并制单：

如果收到的专用发票中不含赠品：

借：库存商品——橙汁 54000
贷：在途物资 54000

借：库存商品——冰糖葫芦 4200
贷：营业外收入 4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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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到的专用发票中含赠品（对方以折扣的

方式将赠品开在发票中）：

将总价款 54000 元按两种商品的公允价值

（54000元与4200元）进行分摊入账：

借：库存商品——橙汁 50103
——冰糖葫芦 3897

贷：在途物资 54000
2. 应收款系统汇票背书付款。点击“票据管

理”，打开那张票据，点击“背书”按钮，背书方式选择

“冲销应付款”，选择被背书人“汇源”，背书金额为

54000元。立即制单：

借：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54000
贷：应收票据——欧尚 54000

六、受托代销商品

例6：某公司与农夫山泉签订代销合同，受托代

销其番茄汁 500箱，约定单价为 108元，按不含税价

款的 10%收取手续费。月底某公司按约定单价销售

300箱给大润发超市。同时收到进账34668元。

1. 收取手续费方式。

（1）填制采购订单、到货单、入库单等单据时，业

务类型选择“受托代销”，采购类型为“受托采购”，仓

库为“受托代销库”等。

（2）收到代销商品时，存货核算系统单据记账并

制单：

借：受托代销商品 54000
贷：受托代销商品款 54000

（3）销售商品。销售系统填制销售专用发票并复

核（某公司开具发票给大润发超市），库存管理系统

生成销售出库单并审核。

（4）应收款系统对传过来的销售发票进行审核

并制单：

借：银行存款 37908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32400（某公司不确认销售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5508
（5）在存货核算系统进行单据记账并制单（结转

代销成本）：

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32400（某公司不确认销售成本）

贷：受托代销商品 32400
（6）某公司给委托方开代销清单，委托方为其开

具专用发票。

在采购管理系统中点击“采购结算/受托代销结

算”，输入结算数量，结算完成后，可查看系统自动生

成的采购专用发票。

（7）在应付款系统对传过来的采购发票进行审

核并制单：

借：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32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508
贷：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37908

某公司给大润发超市开具的专用发票和农夫山

泉给某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价税其实是一样的。这

是收取手续费方式受托代销的特点。

（8）某公司扣收手续费 3240 元（300 × 108 ×
10%），支付代销余款。

应付款系统的操作如下：

点击“应付单据处理／应付单据录入”，单据名

称为“应付单”，单据类型为“其他应付单”，方向为

“负向”，表体方向为“贷方”，科目为“其他业务收

入”，审核并制单：

借：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3240（或贷方红字）

贷：其他业务收入 3240
点击“转账／红票对冲”，即红的应付单据金

额-3240元与蓝的应付发票金额37908元对冲，使红

的应付单无余额，蓝的应付发票余额为34668元。

填制付款单支付代销余款34668元，然后审核。

核销处理并制单：

借：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34668
贷：银行存款 34668

2. 买断方式。假设某公司采用代销方式以单价

108元买断番茄汁销售权，月底某公司按单价120元
销售300箱给大润发超市。

（1）（2）（3）（6）步骤同例 6，其中第（3）步发票单

价改为120元。

（4）在应收款系统对传过来的销售发票进行审

核并制单：

借：应收账款（或银行存款） 42120
贷：主营业务收入

36000（确认某公司的销售收入）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销项税额）

6120
（5）存货核算系统进行单据记账并制单：

借：主营业务成本

32400（确认某公司的销售成本）

贷：受托代销商品 3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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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在应付款系统对传递过来的采购发票进行

审核并制单：

借：受托代销商品款 3240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5508
贷：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37908

某公司给大润发超市开具的专用发票和农夫山

泉给某公司开具的专用发票价税是不一样的，这是

买断方式受托代销的特点。

（7）应付款系统填制付款单（37908元）并审核。

核销处理并制单（分录略）。

七、票货不同行——暂估业务

例 7：本月到货牛奶 200箱，暂估单价 36元。下

月发票到，发票单价40元。

1. 货先到，下月发票到。

（1）本月填制采购订单、到货单及入库单，单据

记账并制单：

借：库存商品 72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7200

（2）下月收到发票时，填制采购专用发票，手工

结算。

（3）应付款系统对传递过来的发票审核并制单

（分录略）。

（4）存货核算系统点击“业务核算／结算成本处

理”，对上月暂估入库单按发票价结算入库成本。此

时，按设置的“暂估方式”又分以下三种情况。

①如果“选项”设置项下的“暂估方式”选择“单

到回冲”，结算成本处理后，系统自动生成红字回冲

单（冲销上月暂估的蓝字入库单）和蓝字回冲单（根

据发票生成的报销单），据此制单：

借：库存商品 72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7200

借：库存商品 8000
贷：在途物资 8000

②如果“选项”设置里“暂估方式”选择“单到补

差”，结算成本处理后，系统自动生成入库调整单（补

差），据此制单：

借：库存商品 800（原来暂估7200，补充8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800

③如果“选项”设置里“暂估方式”选择“月初回

冲”，本月期末结账后，系统自动生成红字回冲单，下

月月初据此制单：

借：库存商品 7200

贷：应付账款——暂估应付款 7200
下月收到发票，进行成本结算处理，系统生成蓝

字回冲单（报销），据此制单：

借：库存商品 8000
贷：在途物资 8000

如果明细账中有暂估业务未报销或本期未进行

期末处理时，暂估方式将不允许修改。

2. 票先到，下月货到。作压票处理，等货到了一

并处理。

八、采购退货

例 8：采购业务完成后发现质量问题退回喜乐

10箱，单价 98元。经申请收到对方开具的红字专用

发票，收到退回货款价税合计1146.6元。

1. 若未填制采购专用发票时发生退货，可填制

采购退回单、红字入库单等修正实际入库数量。

2. 若已经填制采购专用发票而发生退货，可填

制采购退货单、红字入库单、红字发票等（现实中销

售方开具红字专用发票要提出申请，税务局审批。此

处的红字发票仅指软件系统中的红字发票），冲销原

单据。

（1）填制红字退货单、红字入库单、红字采购专

用发票并进行采购结算。

（2）在存货核算系统进行红字入库单记账并制单：

借：库存商品 980
贷：在途物资 980

（3）在应付款系统进行红字发票审核并制单：

借：在途物资 980
应交税费——应交增值税（进项税额）

166.6
贷：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1146.6

（4）在应付款系统录入付款单时点击“切换”，换

成收款单，录入退回款1146.6元，审核。

（5）手工核销并制单：

借：应付账款——一般应付款 1146.6
贷：银行存款 11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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