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流订单中⼼心操
作说明  



订单操作

1.1.1新增  

订舱类型：包括整箱、拼箱、空运  



订单操作 

•  1.1.2 复制 

•  使用复制功能，可以选择以前信息非常相似的订单进行复制。保存后则 是新增一票订单 



订单操作 

•  1.1.3 修改 

新增订单保存后跳转页面如下，可在此页面进行内容修改，修改后点保存 



订单操作 

•  1.1.4 增值服务 

经过审核后的业务还需要报关 /拖车 /内装 /保险等服务，请点开各自服务页面录入信息后保存，需求以此类推。 



订单操作 

增值服务 

保险界面例图，进行信息填写后提交。 

 



订单操作 

•  1.2 加拼 

如果需要加拼小票，则在订舱页面点击加拼,输入拼票个数,点击确认，则生成小票。 



订单操作 

•  1.2  加拼 

生成后则在小票信息里面可以查看到该票下的小票信息。 

 

 

 

 

 

列表中也能查询此小票信息。 

 



订单审核 

2.1.1 查询  

订单提交后，进入审核订单环节，按照需匹配对应的供应商，审核完毕的订单方可流转操作。 



订单审核 

2.1.2 审核  

商务可以修改应付价格，这里的订舱指示默认显示订舱要求。如果需要变动，可以修改。信息无误后点击审核
按钮。 



订单审核 

2.1.3 拒绝 

如果价格或者舱位无法满足需求，点击拒绝，则需要在订单操作中重新提交。 

 



订单审核 

2.1.4 修改日期 

在审核环节中发现的日期错误，进行修改。 



订单审核 

2.1.4 主业务后的其它增值业务审核 

按照上述步骤，按卡片需求及匹配供应商依次审核。拒绝同理。 



订单操作 

•  1.3  订舱 

审核完订单后，操作可以做订舱动作了。点击订舱按钮，录入预计配舱日期，完成订舱动作。 

 

 

 

 

 



订单操作 

•  1.4  订舱拒绝 

如果客户提供信息有问题或者其他不能进行订舱的订单则可选择订舱拒绝，点击订舱拒绝按钮，输入订舱拒绝
理由。 

 

 

 

 



订单操作 

•  1.5  订舱确认 

已确认的订单返回配舱信息后，输入对应的运输工具信息。 

如船名，航次，提单号，以及接单日期等，直接进行配舱动作。 

 

 

 



订单操作 

•  1.6  订舱拒绝 

如果因为价格舱位原因导致无法配舱，则选择以下红色框拒绝类型，输入具体拒绝理由，点击确定。由于这些
原因导致无法配舱的，订单会流转到商务画面，商务重新选择供应商或者商务拒绝给客户。如果是除此之外原
因，则点配舱失败直接拒绝到客户。 

 

 



订单操作 

•  1.7.1  并单 

订单已订舱后，若有同天 /同目的地 /同收货人的有并成一单的需求，按此下试进行并单。 

 



订单操作 

•  1.7.2  并单 

点击并单后默认最小提单号，该提单号可以自行修改。 

 



订单操作 

•  1.8  退关 

若客户取消业务订舱，请点击退关。 

 

 

 

 

 

退关后列表显示状态如下： 

 



订单操作 

•  1.9  复关 

若客户要求退关的订单如果需要复关，可以选择复关。 



订单操作 

•  1.10  退关有费用 

若退关的订单产生了费用，可以选择退关有费用操作。 

 



订单操作 

•  1.11 修改订单配舱信息 

同承运人，船名，航次，开航日的订单批量修改船名航次等信息 



订单操作 

•  1.12 漏装 

选择要做漏装的订单进行漏装操作，漏装类型分为客户漏装和船公司漏装 



订单操作 

•  1.13 用箱免堆申请 

申请freetime，录入申请信息后保存即可。 



订单操作 

•  1.13 用箱免堆申请 

操作申请后freetime标示如下 



订单操作 

•  1.14 装箱单信息 

装箱单录入如下：录入完毕保存即可。 

装箱单提供转正式功能，转正式后说明信息是准确的。 



订单操作 

•  1.15  文件信息 

提单领入：选择文件类型为提单，选择文件，上传即可 



订单操作 

•  1.15  文件信息 

领入提单后该订单状态为领入。 

 

 

 

 

重签:如果提单上次错了，可以做重签动作。 

 

 



订单操作 

•  1.16 提单确认完成 

点击提单确认完成，代表该订单已做完提单确认。 

 



订单操作 

•  1.17 锁定 

提单确认完成后，锁定订单，该订单不能再任意修改内容。 



订单操作 

•  1.18 解锁 

如果已锁定的订单，还有需要修改内容的。那么需要先解锁才可以修改。 



订单操作 

•  1.19 完成 

该票订单已完结，接下来生成费用。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该票订单已完结，接下来生成费用。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应付添加：进行添加费用。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应付删除：未对账前都可以删除，修改<双击可以修改>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应付锁定:费用做完后可以锁定费用。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应付锁定:费用做完后可以锁定费用。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对账：跟供应商对账后点击对账。 

注意：对账后则不可再删除或修改费用了。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生成增值税：应付是按照设置税率生成增值税。（增值税税率可自行修改） 

选中需要生成增值税的费用条，进行自动生成。 



订单操作 

•  1.20  费用-应付 

取消增值税：生成过的增值税，还可以撤销。 

 



订单操作 

•  1.21  费用-应收 

针对应付添加应收，如图所示： 

 



订单操作 

•  1.21  费用-应收 

添加应收，如图所示： 

 



订单操作 

•  1.21  费用-应收 

应收删除，如图所示： 

 



订单操作 

•  1.21  费用-应收 

完成应收的锁定和对账，如图所示： 

以上为操作环节中应收 /应付环节展示。 



订单操作 

•  1.22 备用金 

•  申请现金可以使用备用金功能。添加备用金的时候应收应付一起添加，当财务发放完备用金，备用金应收费
用将自动添加到应收费用里面。当备用金核销的时候应付费用也会自动添加的应付费用里，这样方便利润统
计。 



订单操作 

•  1.22 备用金 

•  添加 



订单操作 

•  1.22 备用金 

•  删除：发放前都可以删除备用金。 



订单操作 

•  1.23 贸易订单和订单操作关联 

•  跳出此票进行手动关联匹配，点击关联弹出此窗口。如图所示： 



订单操作 

•  1.23 贸易订单和订单操作关联 

•  选择要关联的贸易合同，点击“确定”即可。如图所示： 



订单操作 

•  1.23 贸易订单和订单操作关联 

•  关联成功后，合同编号将显示在列表中。如图所示： 



更正审核 

•  有修改项跟价格有关的，需跟单确认更正项目，审核后会扭转到操作的修改项里面 



更正审核 

•  3.1 同意 



更正审核 

•  3.2  拒绝 

•  需填写拒绝理由后拒绝 



审核费用 

•  4.1  查询 

•  查询默认主票，并且订单已锁定状态。 

•  列表有应收费用状态：该票费用应收总状态 

•  应付状态：该票费用应付总状态 

•  应付CNY：该票应付总CNY金额 

•  应付 USD：该票应付总USD金额 

•  应付对账：可以批量对账应付费用 



审核费用 

•  4.2  应付 /应收的费用添加 

•  添加，删除，锁定，对账，生成增值税，取消增值税和订单操作一样操作。 

•  这里多了一个应付锁定并同步应收费用功能，此功能为做完应付费用，锁应付并且向把应付费用同步到应收
可以用此费用。同步到应收后，应收费用修改为最终值后进行锁定。 



审核费用 

•  4.2  应付 /应收的费用添加 

•  添加完毕——锁定——对账。 



谢谢观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