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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空运出口提单系统 

1.1 空运出口提单资料汇总 

空运出口提单资料汇总查询条件增加一个 REF NO 抓取货物追踪画面的 REF NO 

 

 

空出 eAWB EDI  

在空出提单资料汇总 Grid 新增字段 [中文 eAWB 传送时间 ] [英文 eAWB Send Date] 

以该提单最后一次传送成功的时间为准,默认是隐藏的 

 

1.2 空运出口提单 

空運出口 Handing Info 可以有建檔功能使用 F1 呼叫建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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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空运出口尺寸信息功能搬到海运出口 

(1)开放 DIM 栏位 

 
空运出口尺寸信息画面里有 4 个选项  

1.6000  2.7000  3.366  4.0.006  

由于前方有选项号码会让客户混淆，故希望修改成  

6000(cm)  7000(cm)  366(inch)  0.00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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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吋信息功能, 类型选项新增 5000 

 

美国客户(空运出口)目前有多组 PO、Inv.、Ref 的问题，目前请他们输入在 GFBL.PO 的附图字段，方便客户于数据聚合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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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该三组字段需要显示在提单上他们希望可以在提单的 Descp. 以及 Dim.字段自行做排版，故提出需求申请于提单画

面增加三组功能钮 

1. Move PO# to Descp. – 点击后将 PO 字段多组的数据带到提单 Descp.  

且前面加上 PO#字样，若 Descp.里已经有值请于下一行插入。 

2. Move INV# to DIM– 点击后将 INV 字段多组的数据带到提单 DIM 

且前面加上 INV#字样，若 DIM 里已经有值请于下一行插入。 

3. Move Ref# to DIM– 点击后将 Ref.字段多组的数据带到提单 DIM 

且前面加上 Dock#字样，若 DIM 里已经有值请于下一行插入。 

并显示中文:操作成功，英文:Success. 

 

If 空運出口運單 get doc 的功能要判斷,該客戶是否走訂艙流程  

如果有走, get doc 後,運費不要新增資料  

如果沒有, get doc 維持現功能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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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空运出口订舱 

开放 文件(英文:DOC) , 操作(OP)字段, 且生成提单后带入提单 

 

数据汇总 GRID 新增显示 此两个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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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单显示重量, 修改后保存会跳回跟毛重一样,若有修改毛重, 目前有同步更新至舱单显示重量,但若手动修改舱单

显示重量, 保存不应再更新回毛重 

 

计费重字段改为自动从 毛重/体积重 取大值(同提单), 单位默认带 K 

 

 

1.4 空运出口并单资料汇总 

新增 下方分单数据, 点击两下跳到空出订舱 该笔数据的画面(打开新页签)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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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空运出口并单 

备注新增弹出窗口功能, 供 USER 输入备注使用(同提单麦头) 

 

 

1.6 费用信息 

 

目前于提单的其他费用区块, 输入费用不管国内外都会带入英文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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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 费用信息中的 复制到其他费用 功能, 带入提单其他费用时, 描述改为带入费用代码建档中的英文描述(目前

是直接复制) 

 

复制到其他费用 带入提单的其他费用后, DUE 预设为 C.Carrier 

或于应付费用 GRID 新增 DUE 字段, 预设为 C.Carrier 

 



第頁 共24 頁 11 

1.7 空运出口本地业务 

1.本地业务保存账单时，账单对象字段是会跳出提示是否修改汇率，想修改成若账单汇率，与汇率建档汇率相同时，则不

须跳出此提示  

 

2.保存时系统会跳出与航班不同日期警示框，想修改成若没有输入航班日期，则不需检查 

 

 

二． 海运出口运单 

 

2．1 提单计费锁 

海运出口提单锁界面加一个勾选框-是否产生 M 单（MAWB/MBL CHECK），当勾选时执行以下逻辑，默认不勾选：  

1.如勾选，则需检查对应的 H 单是否有产生 M 单；且点击锁定时，勾选资料中符合条件的先锁定，留下未产生 M 单的资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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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目前有检查：如是订舱则所有资料都不锁定，需改成跟 1 一样的逻辑 

 

计费锁作业加一个锁定日期（LOCK DATE），可以供 user 选择锁计费的日期，类似提交财务里的审核日期，标红，且预

设当天日期 

 

2.2 海运出口提单 

海运出口订舱以及海运出口提单,希望有磅与公斤代换以及 CBM 与 CUFT 代换的功能,毛重、计费重、体积重下方加两个

字段(1)重量(2)单位, 

当上方选择公斤(K)时，下方自动换算为 L.Pound 

当上方选择磅(L)时，下方自动换算为 K.Kilogram  

当上翻选择 K or L 以外的单位时下方自动清空，并反灰  

CBM 下方增加一个字段显示换算成 CUFT 的数字 



第頁 共24 頁 13 

 

2.3 海运出口订舱 

海出订舱的 SO 常会有重复号码，可否在基本信息的查询条件增加委托人、委托人名称、发货人、发货人名称、收货人名

称、海外代理名称，查询条件的 GRIFD 也一并显示 

 

2.4 海运出口并柜作业 

并柜的时候并不知道哪些单子并在一起是最佳适配，需要在并柜查询界面上方加一个件毛体加总，勾几笔资料就显示这

几笔的加总，格式为 件数/毛重/体积：PKG/GW/CBM  

只需显示加总的数字，单位不需显示，单位不同也只加总数字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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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账务系统 

3.1 对账作业 

对帐作业若在国内/外下拉 BAR 选择[国外]，统计类型为[本币]。  

点击查询 BUTTON 时，要询问是否变更为[外币]。

 

3.2 管理费作业 

增加票支票号码 自动取号功能  

与现有销账作业参数 ISOPEN_CHEQUEBOOK 共享，当参数=Y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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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费作业-依据 付款=支票、付款银行有输入，则自动抓取支票号码(与销账作业 同步) 

 

3.3 账单本地业务 

目的:在各部门本地业务 账单 加一功能键 「UPDATE 提单号」 

原因: 因尚未确认提单时  FEDEX 就会来请款，因此会计必需先行产生账单 付款后，再将账单回写  

      到对应的提单成本上 

作法: 1 先在各部门的本地业务 账单中输入账单(此时还不会知道是那一个提单项下的成本) 

     2 账单过 AR、销完帐后 ，可能过了一、二个月才会知道归属的提单号 

     3 利用 UPDATE 提单 功能键，输入 提单号码(可输入主单或分单号)，将该账单资料关连回写 

       至正确的提单(主单)项下，账单费用明细中提单号码也要一并 UPDATE , 使账单回归至各部门的账单中 

     4 在关帐后即不得 UPDATE 回提单数据  

     5 账单 LOG 文件要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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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地作业中,修改账单日期之后跳提示  

修改了账单日期,改提单下未审核的账单将一起修改,请确定是否要修改  

逻辑同提单跳提示时的逻辑. 

 

3.4 销账作业 

由于销账作业-资料汇总画面上的部分查询栏位无法显示完整的信息  

请把销账作业-资料汇总画面的查询条件做 layout 处理,收/付款对象不带出来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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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销账时 外币的销账 ,会选到本币的银行,导致转入 GL 中凭证科目不正确  

申请:  

1.在银行建档中加一栏 币别  

2.销账时,输入币别之后,只有当 销账主档币别 与 银行建档 中的币别匹配时,才允许被查询到 

 

 

3.5 对账作业 

在对账作业加上提单日期(GFBL.BL_DATE)的查询条件，可以查询一段时间的账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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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报关进出口 

查询条件增加报关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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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运营分析 

新增 海外业务员 查询条件 

 

六. 客户建档 

在提单画面的业务员会检查客户建档及员工建档,如果没有建文件的话会出现数据不存在  

可是在客户建档的公司业务员却不会检查,这样如果客户建档是乱打的带出来的资料就很奇怪,请在客户建档的公司业务

员也挂上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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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不共享基本建档 

7.1 区域建文件 

新增复制功能, 复制此区域下所有的城市, 费用区块 

 

八.  空运进口提单 

8.1 提单资料汇总 

资料汇总的 grip 加一个提单画面的 IT NO 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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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统计报表 

9.1  利润分析报表 

grip 加一个空运进口提单画面的 IT NO 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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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营运分析 

a.营运分析报表 Grid 加上客户简称  

b.Grid 加上 Save layout 功能 

9.3 业务比较表 

1. 针对同一客户建档代码，无法辨认站别。 

2. Revenue(错字)及 Profit 币别目前分别为各站别设置之本币，无法进行加总。 

3. 若部门全选，TEU 中包含空运相关数据，造成判读困难。 

 
解决方案： 

1. DB grid 新增字段：”站别”以增加辨识度。 

2. DB grid 新增字段：”币别”带出各站集团公司建文件所配置之币别。 

3. DB grid TEU，请协助过滤空运部门。 

 

十. 航空公司合约 

1.航空公司合约 报价, 给航空公司的区域费用 主要是应付 费用, 是否可以改成预设在应付,  

当主档的买卖价是  C 应付时, 下方的区域费用默认在应付,  

                  D 应收时, 则预设在应收 

2. 在右下方的区域费用 dbgri 建议增加可完整显示区域费的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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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bgrid 可以 save layout 

 
 

 

十一. 开票作业 

目前发票作业画面中的购方信息是手动填写，所以申请直接带出购方信息客户建档的主档以及发票信息中的相关数据，

并加参数来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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