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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赛须知 

 

1.比赛时间为 180 分钟，答题开始后系统开始倒计时，提前 5分钟屏幕提示，比赛时间到

系统自动交卷。 

2.本赛题利用用友 U872的系统管理、总账、薪资管理、固定资产、采购管理、销售管理、

库存管理、存货核算、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和 ufo 报表模块，完成一项比较完整的企

业会计工作。 

3.本赛题分为系统初始化、业务处理与会计核算、会计报表编制与主要财务指标分析三部

分，请依次作答，即第一部分提交后再启动第二部分、即第二部分提交后再启动第三部分。 

4.请认真阅读操作员及操作分工，操作时严格按照操作权限分工进行。 

5.请认真阅读企业内部会计制度，操作时严格按照企业内部会计制度要求进行。 

6.请认真阅读每部分的总体要求和各项工作任务，根据具体任务描述，按照操作要求进行

业务处理与会计核算。 

7.会计信息系统启用时间为 2012年 4月 1日，业务处理时间为 4月份。 

 

 

 

 
注：本“样题”使用用友 U872院校版，需要安装与本样题同时发布的 4个补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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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背景资料 
一、企业基本情况 

北京锦绣服装有限公司（简称锦绣公司）是专门从事服装批发的商贸企业，公司法人代表

为章宏斌。 

公司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海淀支行（账号：0200001000106653251），公司为一

般纳税人（纳税登记号：110019995461202）。 

公司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光明路 26 号，电话： 010-60228226，电子邮箱：

jinxiufuzhuang@163.com。 

二、操作员及权限 

表 1                    软件应用操作员及操作权限分工表 
编码 人员姓名 隶属部门 职务 操作分工 

001 章宏斌 
总经理 

办公室 
总经理 系统初始化、审核销售订单、审核采购订单 

002 陈志伟 财务部 财务经理 
审核记账凭证、对账（含银行对账）、结账、编制会计报表、

财务指标分析 

003 陈宏 财务部 会计 
审核发票、编制记账凭证、记账、固定资产核算、职工薪酬核

算、存货核算、往来账款管理 

004 王欢 财务部 出纳 审核收付款单、出纳签字 

006 夏雪 销售部 销售员 
录入销售订单、编制发货单、录入销售发票（申请、复核）、

销售现结收款申请、录入收款单 

007 刘越 采购部 采购员 
录入采购订单、编制到货单、录入采购发票、采购现付付款申

请、录入付款单、采购结算 

008 李丽 仓管部 库管员 编制审核出库单和入库单、盘点业务处理 

009 王勇 人力资源部 部门经理 人员增减变动、工资变动处理 

 

三、内部会计制度 

1.科目设置要求：应付账款科目下设暂估应付账款和一般应付账款两个二级科目，其中一

般应付账款设置为受控于应付款系统、暂估应付账款科目设置为不受控于应付款系统。 

2.辅助核算要求： 

日记账：库存现金、银行存款。 

银行账：银行存款。 

客户往来：应收账款、预收账款。 

供应商往来：一般应付账款、预付账款。 

部门核算：对应付职工薪酬和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进行部门核算。 

项目核算：对在途物资、库存商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四个进行项目核算。 

3.记账凭证的基本规定：录入或生成“记账凭证”均由指定的会计人员操作，含有库存现

金和银行存款科目的记账凭证均需出纳签字。采用复式记账凭证，采用单一凭证格式。为

保证财务与业务数据的一致性，能在业务系统生成的记账凭证不得在总账系统直接录入。

根据原始单据生成记账凭证时，除特殊规定外不采用合并制单。出库单与入库单原始凭证

以软件系统生成的为准。 

4.货币资金的核算方法：采用的结算方式包括现金、现金支票、转账支票、银行汇票、银

行承兑汇票、电汇、同城特约委托收款等。收、现付业务分别由销售部门和采购部门先录

入申请信息，再由财务部门进行处理。开具销售发票时，首先由销售部门填制销售发票申

mailto:邮箱：jinxiufuzhuang@163.com
mailto:邮箱：jinxiufuzhuang@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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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单，由财务部门审核后再向用户出具。每月根据银行对账单核对清查银行存款。 

5.职工薪酬的核算方法：由单位承担并缴纳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住房公积金分别按照上年度缴费职工月平均工资的 20%、10%、1%、1%、0.8%、

12%计算；职工个人承担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住房公积金分别按照本人上

月平均工资总额的 8%、2%、0.2%、12%计算。按工资总额的 2%计提工会经费，按工资总额

的 2.5%计提职工教育经费。各类社会保险金当月计提，下月缴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单位代扣个人所得税，其费用扣除标准为 3500 元。工资分摊采用合并制单。 

6.固定资产的核算方法：固定资产包括房屋及建筑物、机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和电子设

备，均为在用状态；采用平均年限法按月计提折旧；同期增加多个固定资产时，不采用合

并制单。 

7.存货的核算方法：存货包括各种服装、包装材料等。各类存货按照实际成本核算，采用

永续盘存制；对库存商品采用“数量进价金额核算”法，发出存货成本计算采用“先进先

出”法按仓库进行核算，存货对方科目均使用“在途物资”科目。 

8.税费的会计处理：公司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税率为 17%，按月缴纳，运费按 7%

作进项税额抵扣；按当期应交增值税的 7%、3%、2%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

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所得税采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除应收账款外，假设资产、负债的

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一致，未产生暂时性差异，企业所得税的计税依据为应纳税所得额，

税率为 25%，按月预计，按季预缴，全年汇算清缴。交纳税款和各类社会保险按银行开具

的原始凭证分别编制记账凭证。 

9.财产清查的要求：公司每月月末对存货进行清查，年末对固定资产进行清查，根据盘点

结果编制“盘点表”，并与账面数据进行比较，报经主管领导审批后进行处理。 

10.坏账损失的核算方法：除应收账款外，其他的应收款项不计提坏账准备。每年年末，

按应收账款余额百分比法计提坏账准备，提取比例为 0.5%。 

11.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税后利润按以下顺序及规定分配：A弥补亏损；B按 10%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C提取任意盈余公积；D向投资者分配利润。 

12.每月末将各损益类账户余额转入本年利润账户，结转时按收入和支出分别生成记账凭

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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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系统初始化 

总体要求 

在系统管理、总账、薪资管理、固定资产、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存货核

算、应收款管理、应付款管理系统完成下列初始化工作。（满分 20分）。 

 

工作任务 

【任务 1.1】根据企业当前账套设置的会计科目体系，将“在途物资”、“库存商品”、“主

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4 个科目定义为项目核算科目。并根据表 1-1，完成项目

目录定义。 

表 1-1                            项目目录 

项目大类 商品项目管理 

项目分类 1 高档服装 2 一般服装 

项目目录 101 女式套装 201 男式上衣、202 男式裤子、203 女式毛衣 

核算科目 在途物资、库存商品、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 

 

【任务 1.2】根据表 1-2，进行开户银行设置。 

表 1-2                        企业开户银行 

编码 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 所属银行编码 签约标志 

01 0200001000106653251 
中国工商银行 

北京市海淀支行 
01 中国工商银行 检查收付账号 

 

【任务 1.3】根据表 1-3，进行付款条件设置。 

表 1-3                          付款条件 

付款条 

件编码 

付款条件名称 信用 

天数 

优惠天数 1 优惠率 1 优惠天数 2 优惠率

2 

优惠天数

3 

优惠率

3 

01 2/10,n/30 30 10 2 30 0   

 

【任务 1.4】将存货计价方式调整为“先进先出法”。 

【任务 1.5】在应付系统中定义基本科目：应付科目、预付科目、税金科目、采购科目。 

【任务 1.6】根据表 1-4，在薪资管理模块中进行职工工资分摊设置。 

 

表 1-4                          职工工资分摊 

工资分摊 

部门 

工资总额 100% 

借方科目 贷方科目 

总经理办公室 
企管人员 660201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221101 应付职工薪酬-工资 

人力资源部 

财务部 财务人员 660201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销售部 销售人员 660104 销售费用-职工薪酬 

采购部 采购人员 660201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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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管部 库管人员 660201 管理费用-职工薪酬 

【任务 1.7】根据表 1-5要求，进行应收款账龄区间设置。 

表 1-5                   应收款账期内账龄区间 

序号 起止天数 总天数 

01 0-30 30 

02 31-60 60 

03 61-90 90 

04 91-120 120 

05 121 以上  

 

【任务 1.8】销售管理系统设置能够处理“委托代销业务”并要求“委托代销必有订单”；

在存货管理系统规定“结算单价与暂估单价不一致时可以调整出库成本”。 

【任务 1.9】根据下面给定的资料在销售管理系统中输入期初数据。 

2012 年 3 月 20 日，根据订单，销售部向华联商场出售一批女式毛衣，数量为 75 件，无

税单价为 200 元，增值税为 17%，价税合计 17,550 元。货已发出，发票尚未开出，款项

均未收。 

【任务 1.10】在存货系统中定义收发类别为：采购入库、销售出库、盘盈入库、盘亏出

库的“存货对方科目”。 

【任务 1.11】根据下面给定的资料，录入存货期初余额并记账。 

期初库存数量：男装仓库男式裤子 2000 条，无税单价 100元；女装仓库女式套装 100 套，

暂估单价 750元。 

【任务 1.12】在固定资产核算系统中定义“部门对应折旧科目”。 

【任务 1.13】在采购管理系统中设置以下参数： 

将“订单/到货单/发票单价录入方式”设置为“取自供应商存货价格表价格”。 

【任务 1.14】在薪资管理系统中，设置“住房公积金”的计算公式。 

住房公积金＝（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工资＋交通补助）×0.12  

【任务 1.15】根据企业的会计科目体系，在总账系统中设置计算“城市维护建设税、教

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的自动转账分录（采用自定义结转方式，定义一张转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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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业务处理与会计核算 

 

总体要求 

在总账、薪资管理、固定资产、采购管理、销售管理、库存管理、存货核算、应收款管理、

应付款管理系统完成下列业务处理工作。（满分 70分） 

（1）根据给定的经济业务，进行相应的业务处理。 

（2）进行正确的业务判断，编制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记账。 

（3）进行期末账项调整、对账与结账。 

工作任务 

【任务 2.1】1 日，为增加企业流通资金，决定从银行借入短期借款，到期时一次性还本

付息。要求完成记账凭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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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2】2 日，以网上电子缴税方式交纳第一季度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城市维护建

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代缴个人所得税。要求完成记账凭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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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3】2日，销售部夏雪与华联商场签订销售合同（编号：XS0701），出售一批女式

毛衣。合同签订同日预收部分货款并已存入银行，同日我方方开具全款增值税发票。要求

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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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4】2日，销售部夏雪与嘉兴公司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S0702）。当日开具

全额增值税发票，并收合同的首付款，当日已经按合同规定发出第一批货。进行业务单据

处理(销售订单已经录入系统)，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合同首付款采用现

结处理方式）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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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5】3日，刘越与大悦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编号：CG0701）。进行业务单据处理。 

 

 

【任务 2.6】3日，以同城特约委托收款方式支付社会保险；以转账支票支付住房公积金。

完成记账凭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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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7】3日，销售部报销业务招待费。完成记账凭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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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8】3日，刘越与正祥公司签订采购合同（编号：CG0702）。同日，已经用电汇方

式支付给对方定金。进行业务单据处理(采购订单已经录入)，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

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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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9】5日，收到上月 18日购买大悦公司暂估入库的女式套装的专用发票。同日，

财务部门电汇支付全部价税款。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

（采用现结处理方式）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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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0】5日，销售部李飞报销差旅费，现金付讫。完成记账凭证处理。 

 

 
 

注：所附原始单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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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1】6 日，采购合同 CG0701，订购的女式套装全部到货，已入女装仓库。收到

对方开出的增值税发票和运费发票。以电汇方式支付全部货款及运费。进行采购结算及相

应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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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2】9日，对订购合同（编号：CG0701）的 200 件女式套装进行验收，检验后发

现 10 套有残次。经与对方协商后决定即日办理退货，并收到以电汇方式退还的货款和税

额，取得红字发票。进行业务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

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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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3】10 日，采购合同（编号：CG0702）的 400 件男式上衣和 500 件女式毛衣到

货，验收合格分别入库。并取得采购发票。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

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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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4】10 日，收到上月 20 日向华联商场出售 75 件女式毛衣的全部价款，其转账

支票已送交银行。开具销售专用发票。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

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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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5】12 日，销售部夏雪与华联商场签订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S0703，付款条

件为：2/10，n/30，销售订单部分数据已输入系统），现金折扣按货物的价税合计计算。

同时货物已经交付，并开出销售专用发票。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

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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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6】16日，销售员夏雪与华联商场签订委托代销合同（合同编号：WT0701），采

用视同买断的方式委托华联商场代销，每月底结算一次并开具增值税发票。即日已将全部

货物发给华联商场。进行业务单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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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7】16 日，按照销售合同（编号：XS0701）约定，向华联商场发送 400 件女式

毛衣，办理销售出库手续，以现金代垫运输费。收到华联商场开出为期 2个月的商业承兑

汇票，向本公司支付用预收冲抵后的剩余货款。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

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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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18】16 日，按销售合同（合同编号：XS0702）规定，向嘉兴公司发送第二批发

货，同日收到对方用转账支票交给的合同剩余款。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

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19】17 日，用电汇方式支付采购合同（编号：CG0702）的剩余尾款。进行业务

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30 

 

 

【任务 2.20】20日，销售合同（编号：XS0703），华联商场以转账支票（票号 13156004）

向本公司支付全部货款，给予对方 2%的现金折扣。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

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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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21】25 日，公司从北京南方汽车有限责任公司购置一辆中型货车 ABS 到货，收

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票号 00756952），以转账支票支付（支票号 12100565）。进行业务单

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本题发票与付款单

不录入系统，关于交增值税业务的记账凭证，在总账系统中录入）。 

 

固定资产卡片 

卡片编号 00006 

固定资产编号  

固定资产名称 中型货车 ABS 

类别编号 03 

类别名称 运输工具 

部门名称 销售部 

增加方式 直接购入 

使用状况 在用 

使用年限 8 年 

折旧方法 平均年限法（一） 

开始使用日期 2012年 4月 25日 

币种 人民币 

原值 60,000 

净残值率 5% 

净残值  

累计折旧  

月折旧率  

月折旧额  

净值  

对应折旧科目 销售费用-折旧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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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22】26 日，有确切消息表明华润公司经营出现问题，上一年发货给华润公司货

款和运费无法收回，因此，公司对该笔应收账款进行了坏账注销。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

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23】27 日，公司统一调配资源，将销售部的丰田小汽车转给采购部使用，公司

领导章宏斌已经批复。进行固定资产变动处理。 

【任务 2.24】30 号，公司对存货进行了清查，结果盘亏 5 条男式裤子，单位成本为 100

元。盘盈 2套女式套装，单位成本为 700元。进行业务单据处理。 

【任务 2.25】30 日，收到华联商场开具的商品代销清单和转账支票一张。我方已开具了

增值税发票。已开具增值税发票。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

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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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26】30日，在存货核算模块进行正常单据记账。 

【任务 2.27】30 日，对存货核算结果进行制单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

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28】30 日，固定资产会计对各部门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进行相关业务处理，

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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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29】30日，公司对固定资产进行清理，账实相符。总经理办公室一台华硕 A8 电

脑申请报废，主管领导章宏斌已批准。进行业务单据处理，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

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30】30 日，人力资源部经绩效考核，4 月对销售部每人增加绩效工资 500 元，

其他人按上月标准发放，自 4 月开始给每位职工发放交通补助，交通补助标准：“企管人

员”和“销售人员”补助 100 元/月，其他人员补助 50 元/月。进行工资数据变动处理和

工资计算。 

【任务 2.31】30日，分配本月职工工资。完成费用分摊，生成记账凭证并记账 

【任务 2.32】30日，结转代扣的职工个人负担的社会保险、住房公积金和个人所得税(原

始凭证略)，并开出转账支票（支票号 12100566）委托银行代发工资。完成银行代发工资

处理，并编制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33】30 日，计提单位承担的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上年度缴费职工月平均工

资与本月应发工资数相同）。进行工资分摊计提，在相关业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

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34】30 日，计提本月工会经费、职工教育经费。进行工资分摊计提，在相关业

务系统中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核手续。 

【任务 2.35】30日，查看薪资发放条、部门工资汇总表，输出“xzfft.xls”、“bmgzhzb.xls”

文件，保存在选手文件夹%testdir%下。 

【任务 2.36】30 日，根据主管领导章宏斌批示，盘亏的男式裤子作为非常损失 585 元，

转入营业外支出，盘盈的女式套装 1400 元，转入营业外收入。记账凭证并按规定办理审

核手续。 

【任务 2.37】30日，利用总账系统的自动转账方式，按下列要求进行期末结转。 

（1）计算本月短期借款利息； 

（2）计算本月应交增值税并结转本月未交增值税； 

（3）计算本月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 

（4）结转损益类账户余额； 

（5）计算并结转本月应（预）交企业所得税。 

【任务 2.38】30日，查询“商品项目管理”中“一般服装”项目 4月份的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的科目余额，分别输出“spxm1.xls”和“spxm2.xls”文件，并保存在选手

文件夹%testdir%目录下。 

【任务 2.39】30日，本公司银行账的启用日期为 2012年 4月 1日。完成银行对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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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 2.40】30日，进行往来账款核对，进行对账、对各系统进行 2012年 4 月份的期末

结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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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会计报表编制与主要财务指标分析 

 

总体要求 

根据第二部分完成的企业会计账簿数据和会计报表文件，利用 UFO报表管理系统完成下列

操作。（满分 10分） 

工作任务 

【任务 3.1】打开选手文件夹%testdir%下名为“资产负债表.rep”，其中有 3 个计算公式

未填写，进行计算公式定义，重新生成 2012 年 4月资产负债表并保存。 

【任务 3.2】打开选手文件夹%testdir%下名为“利润表.rep”，请仔细阅读计算公式，将

3个错误公式修改正确，重新生成 2012年 4月利润表并保存。 

【任务 3.3】打开选手文件夹%testdir%下名为“企业偿债能力环比分析表.rep”的 UFO

报表，定义 4月份数值的计算公式，计算后保存此表，并生成同名的 Excel格式报表。 

企业偿债能力环比分析表 

2012 年 4月 

指标 3 月份数值 4 月份数值 增长率（%）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