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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300 ERP 2014有何新内容

Sage 300 ERP 2014包括新的特性和改进，其中有：

l 一个新的当前用户屏幕帮助您优化您的LanPak许可证的使用。您现在可以获

取有关谁正登录到Sage 300 ERP的信息，哪怕登录已达到您的LanPak许可证的

最大用户数。

l 清新，现代的外观和感觉。我们重新设计了桌面和某些常用的屏幕，让查找信

息和完成任务更容易。

l 增强的可视工序流程。您现在可以通过链接到程序，报表，宏和其它工序流程

使用工序流程来管理更复杂的工作流。

l 增强的Sage 300 ERP和Sage Inventory Advisor之间的整合。库存控制和

采购订单中帮助您管理您存货的新字段。

这一文章包含了一个Sage 300 ERP中新特性和更改的汇总。

在产品更新3中：

系统管理程序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l 当导出报表到一个Excel文件或一个富文本格式 RTF 文件时，您现在可以指定

导出文件的选项。

l 公司概览屏幕上一个新的商业注册号字段允许您输入您公司的商业注册号。这

个号码在某些司法辖区 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因税务目的是必需的。

应收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客户屏幕上一个新的商业注册号字段允许您输入客户的商业注册号。这个号码在

某些司法辖区 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因税务目的是必需的。

应付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新的字段允许您输入某些司法辖区 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为税务目的所需的号

码：

l 在发票分录屏幕上，一个进口报关号字段允许您输入进口货物的进口报关号。

l 在供应商屏幕上，一个商业注册号字段允许您输入供应商的商业注册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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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订单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发票分录屏幕上一个新的进口报关号字段允许您输入进口货物的进口报关号。这

个号码在某些司法辖区 如马来西亚和新加坡 因税务目的是必需的。

存货控制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一个新的优化存货屏幕帮助您优化您的存货：

l 基于您的销售数据和一个即时存货管理模式计算最优存货数量。

l 自动更新货品再订购数量到最优最小值和最大值。

还有，与优化存货屏幕相关的新选项已被添加到其它屏幕：

l 选项屏幕上一个新的优化器选项卡为优化存货屏幕提供了若干选项。

l 在货品屏幕上，一个新的季节性选项允许您指定一个货品是否为季节性。

在产品更新2中：

清新，现代的外观和感觉

我们更新了经过选择的存货控制中经常使用的屏幕，使得查找信息和完成任务更

容易：

l 重新设计的按钮 例如缩放按钮和查找器 更清晰也更有意义。

l 必需字段现在清楚地用星号指明。

改进的帮助和文档

我们修改了银行服务和税务服务帮助来改进搜索结果，增强帮助主题的可读性，

并让您更容易找到重要信息和指示。

我们已经添加了下列新的用户指南，在Docs\62A\ENG中：

l 银行服务用户指南

l 税务服务用户指南

这一产品更新还包括了法语版本的：

l 应付帐款帮助和应付帐款用户指南。

l 银行服务帮助和银行服务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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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产品更新1中：

l 税务服务帮助和税务服务用户指南。

l 总帐合并帮助和总帐合并用户指南。

系统管理程序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l 在当前用户屏幕上，管理员用户现在可以强行让其他用户退出。

l 当打印到电邮时，您现在可以从Microsoft Outlook地址簿中选择收件人。

应付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在供应商屏幕和供应商群组屏幕上，重新设计了统计选项卡以便提供更多信息。在

这些屏幕上，统计选项卡现在显示如下信息：

l 一个您选择的年度中所有期间的详细统计数据。

l 您为其保留统计的各个年度的统计数据。

存货控制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l 重新设计了销售统计屏幕和交易统计屏幕以便提供更多信息。这些屏幕现在显

示如下信息：

一个您选择的年度中所有期间的详细统计数据。

您为其保留统计的各个年度的统计数据。

l 交易分录屏幕 调整，组装/拆卸，内部使用，进货，发货，和转移 现在包括一个

输入者字段，表明谁输入了该交易。

在产品更新1中：

导入和导出

Sage 300 ERP现在支持包括在Microsoft Excel 2007中的xlsx文件格式。

注释：如果在导入或导出时Excel 2007不是一个可用的文件类型，您必须安装

Microsoft Access Database Engine 2007。更多信息，参见知识库文章35473。

应收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交易录入屏幕 调整分录，发票分录，收款分录，和退款分录 现在包括一个输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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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它表明谁输入了交易。

应付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交易录入屏幕 调整分录，发票分录，和付款分录 现在包括一个输入者字段，它

表明谁输入了交易。

采购订单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您现在可以创建有零合计的发票和贷项通知单。

在2014发行中

安装中的更改

Sage 300 ERP薪资管理2014 7.1A 与Sage 300 ERP 2014兼容。不过，它必须单

独安装。

清新，现代的外观和感觉

我们用一个清新，现代的外观和感觉更新了Sage 300 ERP 2014，使得查找信息

和完成任务更容易：

l 在桌面上：

重新设计的图标改进了巡航到程序和屏幕的体验。

一个带状样式的工具栏可以帮助您快速和轻松地找到工具和指令。

l 在经常使用的屏幕的一个选择上：

重新设计的按钮 例如缩放按钮和查找器 更清晰也更有意义。

必需字段现在清楚地用星号指明。

Sage Advisor产品强化程序的更改和新特性

当您登录到[[[Undefined variable Print.CompanyProductName]]] 2014时，您可

能会被要求更新您的用户个人资料包括您的工作职责和电子邮件地址。这一信息

帮助我们：

l 为Sage 300 ERP设计新的特性和改进来帮助您更有效地工作。

l 向您提供与您工作职责相关的有用信息，例如让您的工作更快速更容易的提

示和建议，或有关促销活动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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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可以在管理服务的用户屏幕中查看并更改您个人资料中的信息 包括工作职责

和电子邮件 。

要更多了解有关信息如何为Sage Advisor Product Enhancement Program收集和

使用，参见Sage隐私权政策，点击na.sage.com/Sage-NA/privacy-policy。

系统管理程序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系统管理程序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改进的LanPak和IAP许可证用户管理。LanPak用户和IAP用户屏幕合并到一

个新的当前用户屏幕，它提供有关当前登录用户的信息，帮助您决定要求谁退

出。

除了显示在LanPak用户和IAP用户屏幕，当前用户屏幕显示：

用户的联系信息。

关于用户活动的信息，如每个用户正在使用的屏幕。

关于未使用一个许可证而登录的用户，如时间卡用户的信息。

此外，您可以随时访问当前用户屏幕，即使您LanPak或IAP许可证规定的最大数

目的用户已经登录。

l 用户屏幕上新的工作职责和联系人信息字段。四个新字段—工作职责，电话，电

子邮件1，和电子邮件2—允许您指定一个用户的工作职责和联系人信息。此外，

一个新的用户接收来自Sage的与工作职责相关的电子邮件选项，指明一个用户

是否同意接收来自Sage的电子邮件。

l Sage 300 ERP 2014现在支持Microsoft Office 2013 32-bit。

可视工序流程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Sage 300 ERP2014包括下列可视工序流程的新特性和改进：

l 三个新的可视工序流程。我们添加了加拿大薪资管理，美国薪资流程，和项目成

本管理的工序流程。

l 强化的链接特性。在自定义工序流程时，您现在可以链接元素到程序，报表，

宏，和其它工序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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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收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应付帐款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改进的帮助和文档。我们修改了应收帐款帮助来改进搜索结果，增强帮助主题

的可读性，并让您更容易找到重要信息和指示。

我们已经添加了一个新的应收帐款用户指南，可以在Docs\62A\ENG中找到。

l 为Sage Billing and Payment客户提供的新选项。

在应收帐款客户屏幕上，Sage Billing and Payment客户选项允许您指

定一个客户是Sage Billing and Payment客户。

在应收帐款发票屏幕上，包括Sage Billing and Payment发票选项允许

您指定是否打印在Sage Billing and Payment中创建的发票。

在应收帐款对帐单/信函/标签屏幕上，包括Sage Billing and Payment客
户选项允许您指定是否打印Sage Billing and Payment客户的对帐单。

应付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应付帐款2014包括下列显著更改：

l 美国税表已更新。1099和1096表格已更新，符合下列更改后的国税局2013年
规格：

某些信息的对齐和定位已更改，以便在这些表格上的正确位置打印。

1099-MISC选择包括下列对话框：

11已付境外税

12外国或美国所有物

总帐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总帐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当打印总帐交易列表时，您现在可以打印一个跨越多个财务年度和期间的报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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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货控制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存货控制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选项屏幕上一个新的“允许重复的系列编号”选项。这一选项允许您指定是否分

派相同的系列编号到多个货品。

注释：清除这一选项不更改已经分派的系列编号，因此任何现有的重复系列编

号仍然保留。

l 批别编号查询屏幕上一个新的单位成本字段。这一字段显示一个批别中的货品

的单位成本，基于批别中货品的数量和批别的合计成本而计算。

l 用料单屏幕上一个新的使用作为默认选项。这一选项允许您在存货控制组装/拆
卸屏幕上输入一个用料单时指定一个要为其使用的默认编号。这一信息也显示

在用料单报表上。

l 四个新的字段增强了Sage 300 ERP和Sage Inventory Advisor之间的整

合。

在地点明细屏幕上：

存货最小数量(SIA)。这一字段允许您指定一个货品必须存在于某一地点

存货中的最小数量。

前置时间 SIA 。这一字段允许您在订购货物时指定要允许的前置时间。

在供应商明细屏幕上：

订单最小数量 SIA 。这一字段允许您指定一个您必须从一个供应商订购

一个货品的最小数量。

首选供应商 SIA 。如果您从多个供应商购买一个货品，这一字段允许您

为货品指定一个首选供应商。

注释：这些字段中的信息仅由Sage Inventory Advisor (SIA)使用。

l 在批别编号屏幕和序列编号屏幕上，您现在可以更改库存日期。

注释：如果您更改库存日期，失效日期被自动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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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订单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销售订单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您不再需要编辑OERPT.INI文件在数据流和非数据流发票表格之间转换。

l 您现在可以指定杂费收费是否可默认折扣。要这样做，您编辑OE.INI文件中的

[ApplyInvoiceTermsDiscountToMiscCharge]设置。更多信息，参见知识

库文章21367。

采购订单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采购订单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交易分录屏幕 申购单分录，订购单分录，进货分录，发票分录，退货分录，和

贷项/借项通知单分录 上一个新的输入者字段指明谁输入了交易。

注释：在订购单分录和申购单分录屏幕上，输入者字段代替了来源字段。

l 您不再需要编辑PORPT.INI文件在数据流和非数据流订购单表格之间转换。

l 供应商明细屏幕上的两个新字段增强了Sage 300 ERP与Sage Inventory
Advisor:之间的整合：

订单最小数量 SIA 。这一字段允许您指定一个您必须从一个供应商订购一

个货品的最小数量。

首选供应商 SIA 。如果您从多个供应商购买一个货品，这一字段允许您为

货品指定一个首选供应商。

注释：这些字段中的信息仅由Sage Inventory Advisor (SIA)使用。

l 如果您不允许负数存货，您现在可以指定是否严格执行这一设置。要这样做，

您编辑PO.INI文件中的[NegativeInventory]设置。更多信息，参见知识库

文章21367。

Sage 300 ERP智能报表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Sage 300 ERP智能报表2014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改进了报表设计器，带有新的任务窗格。报表设计器现在包括了任务窗格，它

以前是作为一个加载项提供的。您使用任务窗格来创建您可以组装来创建一

个报表的可重新使用部件 Excel函数 。这些部分与一个强大的显着提高报表

速度和性能的内存处理引擎沟通。还有，任务窗格现在支持数字字母科目编号

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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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局生成器现在使用与任务窗格相同的内存中处理引擎，导致报告的速度和性

能得到同样的改善。

l 报表设计器中的新行组。通过定义可用于任何报表的自定义的行来减少在报表

中编辑行所花费的时间。

l 新的财务报表。四个新的报表—损益表，资产负债表，财务比例，和财务预期—
现在可用。这些报表类似于那些在财务报表器中可用的。

l 清新，现代的外观和感觉。报表管理器和连接器现在有一个彩带样式的菜单，让

查找特性变得更快和更容易。我们重新设计了报表设计器，锁定报表屏幕，和演

示报表，让查找信息和完成任务更容易。我们标准化了所有图标并用一个更有

具信息感的进度条替换了旧的“进程”图像。

l 改进的报表管理器。报表管理器包括下列改进：

报表属性列现在可以自动伸缩以便显示所有文字。

报表树在视觉上进行了简化，更容易调整尺寸。

语境菜单更简单并包括更相关的选项。

l 改进的报表查看器。报表查看器现在打开时与上次关闭时的大小相同，而且在

运行报表时保持打开。

l 改进的屏幕密码安全性。在安全管理器上输入密码时，密码现在显示为星号，而

不是实际的密码字符。

l 改进的容器导入。您现在可以在导入过程中给一个容器改名 例如，如果它有一

个与现有容器相同的名称 。

l 并集报表的新报表标识 .新的报表标识让识别要包括在一个并集报表中的报表

更容易。

l 对Microsoft Excel 2010 64-bit版的支持。

l 对Microsoft .NET Framework 4.0的支持。好处包括更快的安装和使用

Excel时改进的稳定性和体验。

l 禁用直接查询工具的能力。

l 基于安全管理器的角色限制访问报表的能力。

Sage CRM整合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Sage 300 ERP 2014与Sage CRM 7.2的整合包括下列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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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不再支持Windows Server 2003。Sage CRM 7.2仅支持Windows Server
2008 R2和更高。

l 不再支持Sage CRM Solo。

有关Sage CRM 7.2中的新特性，参见Sage CRM社区网站。

https://community.sagecrm.com/user_community/m/72_
documentation/default.aspx

有关Sage CRM与Sage 300 ERP整合的更改和更新信息的完整清单，参见Sage
CRM 整合升级指南。

如需设置Sage CRM与Sage 300 ERP整合的系统要求和指示，参见Sage CRM 整
合指南。

改进的帮助和文档

我们修改了下列Sage 300 ERP程序的帮助来改进搜索结果，增强帮助主题的可读

性，并让您更容易找到重要信息和指示。

l 应收帐款

l 应付帐款

l 总帐合并

l 公司间交易

我们已经添加了下列新的用户指南，在Docs\62A\ENG中：

l 应收帐款用户指南

l 应付帐款用户指南

l 总帐合并用户指南

l 公司间交易用户指南

这一发行还包括法文和中文版本的存货控制帮助和存货控制用户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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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community.sagecrm.com/user_community/m/72_documentation/default.aspx
https://community.sagecrm.com/user_community/m/72_documentation/default.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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