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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会核算软件安装方法

一．软件下载

1.省总工会官网 www.lnszgh.com 下载程序。

二．软件安装

1.下载后，将软件存放至系统的除系统盘之外的任意盘符（注意：文件夹名字不

能为中文字符）。

2.解压后关闭杀毒软件，点击预算单位财务服务平台_32.exe（橙色橘子图案），

弹出界面点击【启动】按钮

http://www.lnszg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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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现应用服务启动成功的字样，应用状态：显示绿色，即启动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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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登陆系统】，登入核算系统。推荐谷歌浏览器。

核算系统网址地址为：http://127.0.0.1:8080/#/login

系统登入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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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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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预制信息

1.1 建立组织机构

1.菜单路径

（设置机构、用户信息 用系统管理员账号登陆，账号：admin 密码：123456）

【系统管理】-> 【组织机构】

2.界面展示

图 1.1-1 组织机构界面

3.使用说明

（1）【新增】后弹出界面。

（2）录入界面中的必填项，进行保存。

1.2 建立用户信息

1.菜单路径

【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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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 用户管理界面

3.使用说明

（1）【新增】后弹出界面。

（2）录入界面中的必填项，进行保存。

（3）【所属机构】选择新建的机构。

（4）新建用户的初始化密码为：1234qwer!@#$QWER。如需要修改密码，如

下图：

图 1.2-2 修改密码界面

1.3 注册 License

1.菜单路径

【系统管理】-> 【License 管理】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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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1 License 管理界面

3.使用说明

（1）上传授权许可文件（向软件公司申请）。

1.4 角色授权

1.菜单路径

【系统管理】-> 【用户管理】

2.界面展示

图 1.4-1 角色授权界面

3.使用说明

（1）勾选用户信息，点击【角色授权】后弹出界面。

（2）选择制单、审核、出纳、财务主管 4个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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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创建账套（用新建的用户登入系统）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年初建账】 ->【账套设置】

2.界面展示

图 1.5-1 账套创建界面

3.使用说明

（1）科目体系按照需要进行选择。

（2）点击【下一步】，在待选科目栏中选择需要的科目调整到已选科目栏中，

点击【下一步】，即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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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2 选择科目界面

1.6 基础信息初始化

需要初始化的信息：支出功能分类、资金性质、固定资产类型。

现举一个资金性质例子进行说明。

1.菜单路径

【基础设置】-> 【资金性质】

2.界面展示

图 1.6-1 资金性质界面

3.使用说明

（1）点击【选用】（标注 1）后选择系统中预置的资金性质。

（2）根据需求点击【新增】（标注 2）增加需要的资金性质。

1.7 设置期初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年初建账】 ->【科目期初】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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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1 科目期初界面

3.使用说明

（1）直接根据上年余额表信息录入新年度科目期初，点【保存】（标注 3）

后再【确认】（标注 4），如果不点【确认】按钮，余额表中不显示期初数。

（2）科目期初录入时，也可以通过导入方式（标注 1）。报盘文件只能录入

明细级科目的金额。

（3）每个科目期初余额录入只允许录入一个方向的期初余额。

（4）录入完成后自动试算平衡。

（5）上一年度使用本软件记账并结账，可以点击【从上年结转】（标注 2）

中结转上年度的年结数据到本年度的期初中。

1.8 新旧制度衔接（县级以上工会或者基层工会有固定

资产）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年初建账】 ->【新旧制度衔接】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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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1 新旧制度衔接主界面设计

3.使用说明

（1）下载导入数据的模板，填入数据后，可将文件拖入窗口内或点击导入，

数据导入完成后，需要进行数据手动校验，可点格式设置图 1.7-2（标注 1），确

认无误后点击图 1.7-2【导入】（标注 2）。

图 1.8-2 下载导入主界面设计

（2）点击图 1.7-3 智能对照（标注 1）数据会出现会计科目表中，点击相

应的图 1.7-3 中会计科目（标注 2）对比数据是否正确，在备选区和已选区内进

行调整。发现导入的数据有误，可点击原账余额删除数据，重新导入。

（3）全部确认无误后点击图 1.7-3【下一步】（标注 7）进行其他项对账。

图 1.8-3 科目操作界面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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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4 登记原未入账事项界面设计

（4）需要补记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未入账的资产操作如图 1.7-4 界面，如

果不需要补记资产，就不需要操作此步骤。如果需要，录入完固定资产、无形资

产后，在此补录新增期初凭证。

（5）下载模板进行图 1.7-5 固定资产补提（标注 1）、图 1.7-5 无形资产补

提（标注 2），录入数据，导入资产信息后，点击图 1.7-5 新增期初凭证（标注 3），

生成补提凭证。

图 1.8-5 固定资产补提界面设计

（6）出现图 1.7-6 界面显示为原账转新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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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6 成功界面设计

（7）如果固定资产不需要补提折旧，请参照 2.4 资产卡片中【导入期初资产】

处理。

2. 账务管理

2.1 凭证编制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凭证处理】-> 【凭证编制】

2.界面展示

图 2.1-1 凭证编制界面

3.使用说明

（1）【拨缴经费】（标注 1）有拨缴经费时可以点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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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标注 2），新增凭证时点此按钮。

（3）【保存】（标注 3）凭证录入完，保存信息。

（4）【保存并新增】（标注 4）凭证录入完后，需要再录入凭证时，可以点

此按钮。

（5）【暂存】（标注 5）凭证录入完不想保存，可以点此按钮。下次新增凭

证后，会有提示信息：有暂存的凭证，可以选择。选择后，会把暂存的凭证显示

出来。

（6）【保存为模板】（标注 7），点击此按钮后，凭证保存为模板，下次录入

该类型模板可以直接【选择模板】（标注 6）或在凭证中输入“#”号。

（7）打印凭证需要先启动打印助手，如下图。

图 2.1-2 打印助手界面

首次安装会提示图 2.1-3 信息【下载财务云助手】（标注 1），下载安装即可。

图 2.1-3 打印助手下载界面

启动打印助手后，点击【打印预览】按钮，可以打印凭证。

2.2 余额表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账簿查询】 ->【余额表】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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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 余额表显示界面

图 2.2-2 余额表设置界面

3.使用说明

（1）点击【齿轮】（标注 3）进行查询条件设置。

（2）点击【眼睛】（标注 4）进行查询结果设置。

（3）点击【查询】（标注 2）进行查询信息。

（4）点击【打印预览】（标注 1）打印明细表，打印前需要把【打印助手】

启动。

2.3 明细表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账簿查询】 ->【明细表】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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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1 明细表设置界面

图 2.3-2 明细表查询条件设置界面

3.使用说明

（1）点击【齿轮】（标注 3）进行查询条件设置。

（2）点击【眼睛】（标注 4）进行查询结果设置。

（3）点击【查询】（标注 2）进行查询信息。

（4）点击【打印预览】（标注 1）打印明细表，打印前需要把【打印助手】

启动。

2.4 资产卡片（有固定资产进行卡片管理，没有不需要

操作）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资产管理备查簿】 ->【资产卡片】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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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资产卡片界面

3.使用说明

（1）新增当前年度固定资产点击【新增】（标注 4），新增往年固定资产点

击【新增期初资产】（标注 3），弹出界面后按照界面中的必填项进行录入。

（2）批量新增当年固定资产点击【导入资产】（标注 7），批量新增往年固

定资产点击【导入期初资产】（标注 8）。

（3）【导入期初资产】下载模板后，按照下图 2.4-2 模板中的必填项*，录

入信息。模板样式见下图：

图 2.4-2 导入期初资产凭证模板界面

（4）资产划拨时需要点【处置】（标注 10），选择处置原因后进行处置。

（5）单独删除固定资产，点击【删除】（标注 2），批量删除固定资产，点

击【全部删除】（标注 1）。

（6）点击【查询】按入账时间、关键字查询。

（7）点击【打印预览】打印固定资产信息。

（8）需要增加固定资产类型的明细科目，需要在【基础设置】->【固定资

产类型】中，在主科目下增加明细固定资产类型。增加类型需要配置固定资产科

目、固定资产折旧科目，如下图图 2.4-2、图 2.4-3 说明。如在通用设备下增加

类型，需要按照如下信息进行相应维护后，点击图 2.4-3【保存】（标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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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资产卡片新增信息录入界面

图 2.4-4 资产卡片新增累计折旧录入界面

2.5 计提折旧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资产管理备查簿】 ->【资产计提折旧】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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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计提折旧界面

3.使用说明

（1）按月生成【计提折旧】（标注 1）并在每个月生成计提折旧凭证，【计

提折旧无凭证】（标注 2）计提折旧固定资产不生成计提折旧凭证。

（2）点击【取消折旧】（标注 3）需要先删除计提折旧凭证，再点取消折旧。

（3）点击【打印预览】（标注 5）打印固定资产折旧信息。

（4）点击【导出】（标注 6）导出折旧信息 excel 表。

（5）点击【折旧明细】（标注 4）显示固定资产折旧明细表。

2.6 待摊费用备查簿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资产管理备查簿】 ->【待摊费用备查簿】

2.界面展示

图 2.6-1 待摊费用界面

3.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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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增加待摊费用信息，按照分摊信息进行录入必填项。

（2）摊销费用需要凭证审核、记账后才能在【期末处理】模块中进行摊销

费用。

（3）在【期末处理】功能模块中，每个月进行费用摊销。按照图 2.6-2 先

【设置】（标注 1）后【生成分摊凭证】（标注 2）。

图 2.6-2 待摊费用界面

（4）如下图 2.6-2，设置必填项并保存。

图 2.6-3 待摊费用界面

（5）点击【生成分摊凭证】可以自动按照要求生成分摊凭证。

3. 拨缴经费管理

3.1 拨缴经费设置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拨缴经费管理】 ->【拨缴经费设置】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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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 拨缴经费设置界面

3.使用说明

（1）该设置为默认设置（标注 1），具体方式和比例可在【基础设置】-【下

级工会】功能中针对具体工会单独设置。

（2）本级留成比例 + 应付上级比例 1 + 应付上级比例 2 + 下级分成比例 =

100%（标注 2）。

（3）设置比例为 0时表示不参与分成（标注 3），将不会生成对应分录。

（4）点击保存（标注 4）对设置进行保存。

（5）在基础设置的下级工会中已设置下级工会时，优先按照下级工会设置

条件分成比例，未设置下级工会时按照拨款经费设置条件分成比例，下级工

会增加在【基础设置】-【下级工会】。

（6）比例即使为 0，后面对应科目也需要配置，生成凭证将不会生成对应分

录。

3.2 拨款经费台账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拨缴经费管理】 ->【拨缴经费台账】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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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1 拨缴经费台账界面设计

3.使用说明

（1）状态（标注 1）根据状态对结果进行过滤。

（2）输入编码或摘要（标注 2）可以对查询的结果进行过滤。

（3）新增（标注 3）可以对拨缴经费进行登记入账。

（4）根据条件（标注 4）对登记后的经费信息进行展示。

（5）点击操作列的查看（标注 5）可以对信息进行详情查看。

（6）勾选数据后可以对未入账的拨缴经费（标注 6）进行入账生成凭证。

（7）点击删除（标注 7）可以对列表中的信息进行删除。

（8）点击导出（标注 8）可以对信息进行导出。

3.3 拨缴经费收缴情况统计表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拨缴经费管理】 ->【拨缴经费收缴情况统计表】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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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拨缴经费收缴情况统计表界面设计

3.使用说明

（1）选择单位、费用款截止日期（标注 1）过滤条件可以对查询的结果进

行过滤。

（2）点击打印、导出（标注 2）可以对信息进行打印、导出。

3.4 拨缴经费上缴明细表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拨缴经费管理】 ->【拨缴经费上缴明细表】

2.界面展示

图 3.4-1 拨缴经费上缴明细表界面设计

3.使用说明

（1）选择单位、费用款截止日期（标注 1）过滤条件可以对查询的结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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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过滤。

（2）点击打印、导出（标注 2）可以对信息进行打印、导出。

3.5 拨缴经费统计台账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拨缴经费管理】 ->【拨缴经费统计台账】

2.界面展示

图 3.5-1 拨缴经费统计台账界面设计

3.使用说明

（1）选择单位、日期（标注 1）过滤条件可以对查询的结果进行过滤。

（2）根据月份（标注 2）对信息进行展示。

4. 年终处理

4.1 期末处理（月结处理）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期末业务】 ->【期末处理】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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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1 期末处理界面

3.使用说明

（1）根据会计制度按月生成月结凭证。

（2）选择月份（标注 3），点击【收入费用结转】（标注 1），点击【处理】

（标注 2），生成凭证。

（3）需要待摊的费用也可以在此功能中进行处理。

（4）已经结转的月份标志显示小红点。

（5）当月没有收入费用结转，当月不需要做月结。

4.2 年末处理（不进行月结可以直接进行年末处理）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期末业务】 ->【年末处理】

2.界面展示

图 4.2-1 年末处理界面

3.使用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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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照工会资金、财务资金两个资金结转规则生成结转凭证，系统预置

好，可以修改。

（2）点击【齿轮】（标注 1），可以查看系统预置的结转规则，如需要修改

会计科目的，修改后点【报存】按钮，重新生成结转公式，点【预览生成凭证】

就可以。

（3）需要新建结转规则，点击【新建结转规则】，按照需求配置科目进行结

转。

（4）已做月结，年末处理中工会专项资金、非专项资金收支，财政拨款收

支不需要再结转，直接做相应后续结转就可以。

4.3 账簿打印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账务查询】 ->【账簿打印】

2.界面展示

图 4.3-1 账簿打印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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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2 新增打印方案界面

3.使用说明

（1）点击【新增打印方案】，显示如图 4.3-2，按照图 4.3-2（标注 2）选

择打印的账簿类型。

（2）打印模板如图 4.3-2（标注 3）、图 4.3-2 期间（标注 4）、图 4.3-2 其

他（标注 5）等信息按照需求设定。

（3）录入必填项，图 4.3-2 中打印方案名称（标注 1）。

（4）打印报表模板设置，点击图 4.3-2 中【设置】（标注 6），选择打印格

式。

（5）点击图 4.3-2 中【下一步】（标注 7），选择需要打印的科目，需要打

印辅助核算项的，把辅助核算选上，一直【下一步】后完成。

（6）需要修改打印账簿设置信息，点击图 4.3-1 中【修改打印方案】（标注

2）。

（7）根据打印方案，点击图 4.3-1 中【账簿打印】（标注 3），打印相应的

账务信息。

4.4 审计数据导出

1.菜单路径

【账务处理】-> 【审计数据】 ->【审计数据导出】

2.界面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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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1 审计数据导出界面

图 4.4-2 查看导出任务界面

3.使用说明

（1）输入界面中的必填项，点击【创建导出任务】（标注 1），创建审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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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2）点击【查看导出任务】（标注 2），查看创建的任务。点击【下载】（标

注 3），下载到本地为压缩包形式。

（3）审计数据创建错误，点击【删除】（标注 4），删除创建任务。

4.5 新年度初始化

1.菜单路径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 ->【新年度初始化】

2.界面展示

图 4.5-1 新年度初始化界面

3.使用说明

（1）来源年度、目标年度默认（标注 1），不需要修改。

（2）勾选需要结转的数据电子报表、会计平台、基础数据、系统管理、核

算、出纳，点击【批量结转】（标注 2）或者单独【结转】（标注 4）。

（3）点击【刷新】查看结转状态（标注 3），显示完成即为结转成功（标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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