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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本土第一大ERP（企业管理软件）供应商

中国制造   连接世界级管理

核算效率低：缺乏经营管理平台，无法实现规范高效的财务

运作；事后的财务数据反映，难以实时掌握企业的经营动态。

资金管控难：粗放式财务管理的现状，致使企业不能及时掌

控资金流向、流量，也无法对资金、货款进行追踪管理，增加了

企业潜在的资金风险。

财务分析难：由于财务核算效率的低下，财务信息质量不尽

人意，无法提供有效的查询和分析。

中小企业的规模、所属行业、经营内容虽然不尽相同,但如何提高财务核算

效率、如何快速出具可靠的财务报告、如何适时应对新政策法规等等，这样的

一些规范化的基础管理问题，您是否能从容应对呢？

内控管理难：缺乏健全的内控机制和信息化工具，致使企业

内部控制不严格，对关键业务领域的经营活动无法从财务角度进行

监管，增加了企业经营风险。

及时出具财务报告：由于财务业务数据不同步，致使财务

主管无法根据企业内外部管理者的需求，及时出具准确、详细的财

务报告。

您的企业在财务管理层面是否正面临如下问题？

用友ERP成功在各行各业

用户列表

电子行业

江门阿波罗电子有限公司

柯尼卡美能达办公系统（武汉）有限公司

日立（福建）数字媒体有限公司

北京燕东微电子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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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晨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杭州奥普电器有限公司

南京南瑞集团成套厂

重庆华洋电器公司

深圳市豪恩实业有限公司

……

机械行业

上海机床厂

哈尔滨红光锅炉集团有限公司

德国博尔豪夫紧固件无锡有限公司

佛山源田床具机械有限公司

浙江杰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福州万年青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三菱电机(广州)压缩机有限公司

西安西玛电机(集团)有限公司

无锡海源重工有限公司

南京中牧实业有限公司

……

汽配行业

黄山金马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秋田齿轮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成都九鼎科技（长征机械厂减振器厂）

东风汽车传动轴公司苏州汽车配件公司

重庆驰骋轻型汽车部件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申阳藤汽车纺织内饰件公司

河南新乡制动器有限公司

江铃李尔汽车内饰公司

宁波捷豹密封件

昌河天海电装公司

……

制药行业

中国医药集团公司

西安正大制药

桂林三金制药

南京正大天晴制药

苏州东瑞制药

海南海药股份

哈药第一生物制药

贵州三力制药

昆明贝克诺顿制药

天津乐仁堂制药

……

服装行业

广州曼尼芬服装有限公司

江苏琴曼集团公司

奥康集团有限公司

旗牌王（泉州）制衣实业有限公司

三兴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七匹狼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南京海欣丽宁服饰有限公司

深圳日神羊绒纺织有限公司

深意鞋业（中国）有限公司

大连蒂姆服装服饰有限公司

……

食品饮料行业

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百事可乐（中国）有限公司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四川剑南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成都嘉隆利集团食品有限公司

中粮集团鹏泰面粉有限公司

洽洽食品有限公司

华润啤酒集团

内蒙古草原兴发股份有限公司

北海粮油工业（天津）有限公司

……

其他知名企业

杭州高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紫日包装公司

日本日立挖掘机（中国）有限公司

日本东芝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美菱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



U8财务会计作为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

台的一个基础应用，包括总账、应收款管理、应

付款管理、固定资产、UFO报表、网上银行、

票据通、现金流量、网上报销、报账中心、公司

对账、财务分析、现金流量表、所得税申报等。

这些应用从不同的角度，帮助企业轻松实现从核

算到报表分析的全过程管理。

目标客户：适合于所有成长型中小企业

真正的财税一体化

为企业提供财税一体化的应用，解决企业所得税纳税填报困难，防止因不熟悉

税收政策和财税差异而造成的计算和填报错误，根本提高纳税申报质量。

实时的银企互联

利用网上银行，帮助企业会计和出纳人员不必每天来往于企业和银行之间办理

繁琐的业务，实现网上付款、余额查询、交易明细查询和实时对账。

全面支持新会计准则

U8财务方案，不论是从科目

体系、财务报表、合并报表财务

体系设计上，还是从存货、固定

资产、薪资等各种业务处理的规

则上，都提供了全面、实用的新

会计准则解决方案，帮助企业轻

松应对新会计准则。

健全的资金管理机制

通过对现金的追踪、货款的追踪、费用的控制,帮助企业实现对资金的合理分配

与运用，减少应收账款，降低存货资金占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资金运作效率。

固定资产的可视化管理

对于固定资产数量大、品种多的企业，手工状态通过传统卡片无法直接关联到

固定资产图片，固定资产管理通过卡片与对应图片的链接，保证了财务人员盘查固

定资产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适用的出纳管理平台 

出纳管理是面向出纳人员

使用的一款工具软件，它包含现

金、银行日记账、资金日（月）

报表、银行对账、支票管理等功

能，自动生成银行余额调节表、

专用的现金、银行日记账、资金

日、月报表，做到日清日结，做

好账实相符、账账相符。

固定资产价值的动态核算

对资产变动业务处理，包括

原值变动、部门转移、使用状况

变动、使用年限调整、折旧方法

调整、净残值（率）调整、工作

总量调整、累计折旧调整、资产

类别调整、折旧的自动计提等业

务，及时反映固定资产的增加、减

少、原值变化及其他变动，从而实

现固定资产价值的动态核算。

财务主管 我需要一个快速掌握企业财务状况、准确出具财税报表的系统

关键应用价值

财务核算自动化

U8总账系统可以满足企业

不同角色的会计人员处理日常业

务，系统可以自动编制收款、付

款、转账凭证，自动进行期末记

账与结账，自动形成总分类账、

明细分类账和财务报表，自动进

行财务分析。既可以提高企业财

务核算效率，又可以实时反映业

务运营状况。

用友ERP-U8 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台

传承“精细管理、敏捷经营”核心设计理念的用友ERP-U8 V8.71完全符合企

业经营管理“全面应用、按需部署、快速见效”的需求，不仅涵盖了财务、人力资

源、协同办公、供应链、CRM、生产制造、分销零售、绩效管理、成本管理、质

量管理等十余个应用领域，还首次集中提供了机械、电子、服装、汽配、流程、化

工、制药、食品、流通、服务、非金属矿制品等数十个细分行业的完整解决方案，

蕴涵了丰富的先进管理模式、充分体现各行业最佳业务实践、能完全满足行业的深

层次管理需求，它可伴随企业的高速成长、随需扩展，是有效支持中国企业国际化

战略的最佳经营管理平台。

U8老用户管理升级的最佳选择

用友U871最新产品，完全符合企业经营管理的要求，在性能效率、行业适应

性、制造业深入应用、精细管理、易用交互性、管理者应用等多方面有了大幅提升

与丰富，并且完全满足新会计准则与新劳动法要求，是用友广大老用户管理升级的

最佳选择。

支持平滑升级的版本

◆ 用友通产品、Dos/Win7x升级到U871；

◆ U80x、U81x、U82x、普及版、U8行政产品升级到U871

◆ U85X、U86X升级到U871

老用户管理升级目标

老用户可以根据自身管理需求，快速升级到基础管理应用方案、专项管理应用

方案、标准化行业解决方案。

快速准确的薪资核算

每到月底，人事部门统计考勤时，每个部门或多或少会有人请年假、事假、病

假、婚假、丧假等带薪假期以及迟到、早退、旷工等情况，U8薪资管理可以自动设

置工资数据项与计算公式，快速准确的完成薪资计算，保证工资发放的及时性。

支持个人所得税自动计算与申报

根据个人所得税税法规定，企业的任何人员个人工资所得超过法定的金额，必

须交纳个人所得税，U8薪资管理系统提供个人所得税自动计算，用户只需自定义所

得税率，系统自动计算个人所得税，既减轻了用户的工作量，又提高了工作效率。

账簿的动态查询与打印

通过U8账簿查询，您可以在账务处理的任一时段，随时查询到包含未记账凭

证的所有账表，并可以实现由凭

证连查明细账、总账、报表、单

据，充分满足您对信息及时性管

理的要求。并可实现所见即所得

的打印效果。

随时随地随身应用ERP

用友M-ERP让企业管理者跨越时间和空间障碍，通过手机即时进行信息汇总和

业务处理，实时了解和掌控各项业务状况，及时做出合理决策，提升企业快速反应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成立于1996年的曼妮芬集团，十年中不断开拓进取，已发展成为一家专业

从事女性内衣开发、设计、生产、加工、市场营销的国际化企业集团。未上用友

ERP-U8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台前，过去成本核算总是要很长时间，现在通过

总账、固定资产、存货核算系统，提取出企业整个运作过程中的物料成本、人工成

本和费用信息，最终这些信息将全面地反映到财务的账务报表中，加强了对外来账

务的管理和监督。在此应用之后，他们已成功深入应用到计划与精细的车间管理，

企业管理已得到大幅提升。

财务基础管理应用  成功典范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系国家 520户重点企业之一，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外经贸部重点扶持的出口企业，中国电池行业龙头企业，福建省重点企业。未上用

友ERP-U8中国企业最佳经营管理平台前, 由于缺乏有效的手段，很难及时了解应收

账款的实际情况，在审查经销商应收账款时，只能挑选部分客户通过手工来审查。

这样导致有些经销商拖欠货款，公司应收账款膨胀。现在通过U8系统直接就可以给

出数据，客户的应收账款可以一目了然看到。

——曼妮芬服装有限公司信息中心经理   吴春辉

数据共享了，沟通及时了，效率提高了，现在可

以时刻了解银行账面到底有多少资金可以动用了,公司

管理人员和领导层也有了决策依据。 ——福建南平南孚电池有限公司财务会计部经理  黄宁

U8系统的应用，使我们的财务管理在股权结构

变化以后很快就达到了美国总部对我们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