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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300 2016有何新内容

Sage 300 2016包括新的特性和改进，其中有：

l 新的网页屏幕，允许您在一个网页浏览器中使用Sage 300。

l 对总帐日志分录和相关报表的增强提供了有关交易的更多详情。

这一指南包含了一个Sage 300中新特性和更改的汇总。

这里描述的某些特性可能在您的3Sage 300系统中不可用。

Sage 300的新的基于浏览器的主页和网页屏幕

这一发行包括了安装Sage 300网络屏幕的选项：您可以在Web浏览器中使用的

Sage 300屏幕的现代化版本。

无论您是使用桌面电脑，笔记本电脑，还是平板电脑，现在您都可以输入交易，生

成报表，管理公司财务，以及更多——随时，随地。

网页屏幕与经典的Sage 300桌面屏幕平行运行，因此没有必要在桌面或网页之间

做出选择。您机构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在无缝工作于一个单一共享的公司数据集的

同时使用最适合他们需求的界面。

重要！ 当通过一个外部网络或互联网使用Sage 300网页屏幕时，数据必须经过

安全措施诸如安全套接层(SSL)或虚拟专用网(VPN)的保护。要确定适当的安全

措施，咨询您的信息技术(IT)专业人员或Sage业务合作伙伴。

这里是一个Sage 300网页屏幕可以向您提供什么的简要概述：

l 新的基于浏览器的主页。使用主页查找和打开程序特性和报表，审核关键业务

信息，并寻求帮助和资源。

添加和自定义挂件来查看对您最重要的信息。

使用导航菜单找到并打开程序特性(“窗口”)和报表。

使用窗口管理器在打开的窗口之间切换，或关闭窗口。

点击顶部的帮助菜单查看根据您当前的任务建议的文章和资源。

l 财务管理网页屏幕。使用财务模块设置您的总帐，维护银行和税务信息，并管

理应付帐款和应收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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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从下列Sage 300财务模块中选出的经常使用的屏幕也以网页屏幕的形式

出现：

总帐

应付帐款

应收帐款

银行服务

税务服务

l 管理服务网页屏幕。管理员可以使用网页屏幕来更新公司信息并维护数据。

一些从下列Sage 300行政模块中选出的经常使用的屏幕也以网页屏幕的形式

出现：

管理服务

公共服务

l 报表。从您的网页浏览器中打印财务报表，交易报表，和其它关键业务信息。

网页屏幕提供英文，法文，和中文(简体和繁体)。网页屏幕的帮助和文档提供英

文和法文。

注释：用户可能需要调整他们的网页浏览器设置以确保网页屏幕以正确的语言

出现。用于查看网页的首选语言(在网页浏览器设置中指定)必须匹配为用户在

其Sage 300用户记录中指定的语言。

更多信息，参阅Sage 300网页屏幕使用入门指南。

系统管理程序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系统管理程序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一个新的，更详细的用户权限报表。这个新报表允许您指定包括在报表中的一

个用户范围，并显示有关授予这些用户的所有安全权限的详细信息。这个新的

报表还显示在分派给用户的用户界面概览中定义的屏幕自定义的详细信息。

注释：您仍然可以打印先前提供的不太详细的用户权限报表。

l 非管理员用户可以使用Sage 300以外的数据库工具。有转储，载入，和复制数

据库安全权限的用户现在可以在Sage 300之外通过从Windows开始菜单中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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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来使用DBDump，DBLoad和DBCopy等工具。在此之前，无论安全权限是什

么，只有管理员用户可以这么做。

银行服务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银行服务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在调节对帐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银行调节。之前，您仅可以

从过帐调节屏幕中过帐调节。

l 在回转交易屏幕中，支票/付款编号，支票/收款编号，和银行分录编号字段的查

找器现在打开的速度更快。

l 在快速清算屏幕中，清算存款和提款现在快速很多。

税务服务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税务服务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一个新的清除历史屏幕让您更好地控制何时清除税务追踪信息以及清除哪些记

录。

注释：当您打印税务追踪报表时您不再可以清除税务追踪信息。

l 在按财务期间打印税务追踪报表时，您现在可以指定要包括在报表中的一个财

务年度/期间范围。以往，您不能指定一个不同于您系统中首个财务年度/期间的

起始年度/期间。

应收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应付帐款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您可以用下列新方式过帐发票，收款，调整，和退款：

在发票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发票批次。

在收款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收款批次。

在调整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调整批次。

在退款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打印一个退款批次的支票，然

后立即过帐该批次。

在发票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帐

的未过帐发票批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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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款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

帐的未过帐收款批次。

在调整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

帐的未过帐调整批次。

在退款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

帐的未过帐退款批次。

应付帐款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应收帐款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您可以用下列新方式过帐发票，付款，和调整：

在发票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发票批次。

在付款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打印一个批次的支票，然后立

即过帐该批次。

在调整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调整批次。

在发票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

帐的未过帐发票批次。

在付款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

帐的未过帐付款批次。

在调整批次清单屏幕上，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设为待过

帐的未过帐调整批次。

总帐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总帐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日志分录屏幕上的新字段提供了有关交易的更多详细信息：

凭证日期和过帐日期。这些字段取代先前可用的单一日期字段，并允许您为

一个日志分录输入凭证日期和过帐日期。

输入者。这一字段表明谁最初输入了一个交易(不管它最初是在总帐还是一

个子分类帐中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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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在下列报表中的一个新的日期字段允许您指定报表是否包括凭证日期或过帐日

期：

交易列表。

过帐日志。

批次列表。

l 您可以用下列新方式过帐交易批次：

在日志分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按钮允许您过帐批次。

在批次清单屏幕中，一个新的过帐所有按钮允许您过帐所有未过帐的批次。

销售订单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销售订单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您现在可以指定当您过帐一个预期发货日期晚于交付日期的订单时是否出现一

条讯息。要这样做，您编辑OE.INI文件中的

[ValidateREQUESTEDEXPSHIPDate]设置。更多信息，参见知识库文章

21367。

项目成本管理中的更改和新特性

项目成本管理2016包括下列新特性和改进：

l 现在实施下列操作时快捷很多：

删除一个项目。

清除已完结合约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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