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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本系统是一个 

 简约的员工档案系统。 

 简约的企业内部审批流转系统。 

 简约的社保、公积金计算系统。 

 傻瓜化个税汇算系统。 

薪金通是以上四合一的系统，为中小企业的人资管理提供简便的解决方案。 

1.1. 产生背景 

一、外部背景 

2019 年个税累计计税方式推出后，个税计算的复杂度相对过去大幅度提高

了，个税征缴在企业内部管理的重要性，也大幅度的提升。 

二、内部背景 

人资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需要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如：

合同管理：员工的入职，离职，合同续签时间提醒。如：劳动关系管理：是全职，

兼职，实习，外派，各种类型的员工企业占比。如：人力成本分析，企业支付薪

资成本，社保成本，公积金成本总的支出及各项占比。各种审批流程的流转，如

企业薪资发放、员工薪资调整审批。 

中小企业迫切的需要一套简单，实用，高效的人资个税管理系统，基于这样

的市场需求，管家婆.薪金通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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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系统简介 

 

数据输入：提交月报，输入数据； 

数据处理：【个税汇算】对【月报数据】进行汇总计算； 

数据输出：报表中心，输出计算结果。 

1.3. 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 7/ Windows 8/ Windows 10 中文操作系统； 

网络：能够接入互联网即可； 

浏览器：谷歌，360，搜狗浏览器。 

1.4. 系统安装 

本软件采用 SaaS 模式，无需进行系统安装，登录互联网即可使用。 

登录网址：https://hospay.qiyego.com 

 

 

 

 

https://hospay.qiyeg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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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管鑫所网址注册账号，填写的手机号码用于登录薪金通系统。 

 

 

 

在管鑫所完成注册后，首次使用薪金通系统请以管理员角色进入。点击管理

员进入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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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员角色登录页面：手机号为注册管鑫所时填写的手机号码，登录密码为

注册管鑫所账号时所设置的密码。点击登录，跳出弹框填写公司名称和公司简码，

完善公司信息后，即可使用该软件。 

 

填写公司简码和公司名称不能与系统现有的重复，请确保其唯一性。公司简

码若包含字母，均不区分大小写。 

 

注意：管鑫所和薪金通系统都具有修改密码功能，但系统修改的密码只在各

自系统登录时生效。 例：管鑫所注册时初始密码为 happy123；那么登录薪金通

系统密码即为 happy123。如果在管鑫所修改密码为 123456；那么该密码只在管

鑫所登录时生效，薪金通的登录密码仍为初始密码 happy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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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数据安全 

阿里云聚石塔服务 7*24 小时安全护航。 

员工信息只输入“工号”即可，员工的姓名，身份证，等信息可不输入系统。 

线上系统完成个税计算后，导出 EXCLE。在线下，根据“工号”在 EXCLE 中

匹配员工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从物理上保证数据的绝对安全，打消企业的

数据安全顾虑。 

1.6. 系统亮点 

 一个月多批次薪资发放 

 一个企业员工社保、公积金比例不一致 

 企业人力成本分析 

 实物福利发放个税计算 

 线下企业个税优化咨询 

 个税申报 

 银行薪资发放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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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初始化  

2.1. 修改管理员密码 

完善公司信息后，进入管理员登录界面，管理员默认登录密码为管鑫所注册

时的初始密码，为了保障信息安全，系统初始化的第一步是修改管理员密码。点

击右上角人头图标，出现修改密码界面，按照提示修改管理员密码。如下图： 

 

2.2. 公司信息 

点击公司信息，进行税号，地址，银行账户等信息编辑。公司信息企业可以

填写，也可以不填写。如下图： 

 

点数明细是指在每月确认发放时会根据系统汇算的薪资数据做一个扣点，充

值，月度扣减，年度扣减，可在点数明细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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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部门信息 

 

点击添加子部门，出现如下图界面： 

 

添加“销售部”，“财务部”等部门信息。后面的会计科目可填写，也可不

填写。如上图，销售部后面的会计科目对应是销售费用，则表明把销售部的同事

的薪资统归于销售费用，便于费用归类。 

2.4. 员工档案 

员工档案，录入员工的：工号，姓名，身份证号，性质，底薪，入职时间，

合同到期时间，银行卡信息等。如下图： 

 

【初始导入】用 EXCLE 批量导入（推荐）； 

【初始新增】一个一个的员工信息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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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生效】员工信息导入后，检测无误，点击全部生效。点击全部生效

后，就不能再删除员工信息。点击全部生效后，若要想删除“员工信息”，只有

“系统重建”后才能删除员工信息。系统重建，详细见后。 

 

备注：初始导入：点击“初始导入”导入出现如下界面： 

 

一、模板下载 

点击“模板下载”，导出 EXCLE： 

二、 模板填写 

打开 EXCEL，如下图，把相应的员工信息填写入 EXCLE 中。 

 

红色的列“工号”，“姓名”，“部门”，“性质”必须填写。黑色字体列，

如身份证号，入职时间，手机号等，可填写，也可不填写，根据企业自己的习惯。 

【工号】具有唯一性。一个员工只能有唯一一个工号。一个员工离职后，他

的工号不能被其他员工使用。 

【姓名】需要填写，但不一定填写真实的姓名。如上图所示，可以张三 1，

张三 2，张三 3…..张三 N，来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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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部门信息填写销售部，财务部……，指明员工所属部门。 

【性质】系统提供了，全职，兼职，实习，外派，四种性质，通过 EXCLE 下

拉框的方式进行选择。 

【底薪】底薪可以在此处填写，也可在后面的“调薪申请”栏填写。 

三、文件导入 

EXCEL 填写好后，点击下图“文件导入”按钮，把员工信息导入系统。 

 

四、全部生效 

 

员工信息导入成功后，如上图，检查无误后，必须点击“全部生效”按钮后，

员工信息就可被引用，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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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权限设置 

点击权限设置，出现如下图： 

1.新建角色：指定某个角色具有什么权限。 

 

2.选人：指定某个人属于什么角色。 

 

  1）第一步：点击角色按钮，如：“HR”按钮； 

  2）第二步：点击“选人”按钮，把某个员工指定到这个“角色”下 

  3）第三步：点击“保存生效”，就表明某个员工拥有了某个角色下面的

全部权限。 

注意事项： 

若涉及多人同时使用本系统，管理员在设置多人之间的权限时请务必谨慎，

以避免因为权限设置不精确，导致工资、薪金的敏感信息被不该看到的人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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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6. 自定义设置 

一、自定义收入 

 

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定义一些收入类型，如：高原补助，高温补助，

加班费、福利-月饼等。 

二、自定义扣款 

 

企业可根据自身的特点设置扣除明细，如损坏公物，造成损失等扣款。 

三、法定其他扣除 

本期商业健康保险、本期税延养老保险、准予扣除的捐赠、地域性法定其他

扣除，比如有的地区费用扣除在 5000 元的基础上，可上浮 4000 元。企业可以根

据自己的情况，对法定其他扣除进行设置。 

2.7. 期初开账 

当把基础信息设置好后，就点击期初开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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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初开账有两种方式，”不导入期初”，”有当年期初”。 

如下图： 

 

【不导入期初】：表明不导入累计数值，从企业当年度的计税的第一个月开

始计税。如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7 月，从 2019 年 7 月开始计税。 

【有当年期初】：如，企业 2019 年 1-6 月是手工计税，2019 年 07 月，迁

移到系统，用软件计税，就要把 1-6 月累计应税收入，累计预扣预缴个税，累计

公积金个人，累计社保个人，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等累计数据导入系统。 

2.8. 系统重建 

一、系统重建产生的背景 

 删除测试数据：使用者做一些测试数据来了解系统功能。当了解完系统的

功能后，使用者想把测试数据清空，就点击系统重建，点击后，系统中的所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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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都被删除了，只有基本的配置信息被保留，比如：公司信息、部门、自定义设

置、以及社保公积金的比例设置。 

删除正式数据：若不想使用本软件，可点击系统重建，清空软件中的相关数

据。 

二、系统重建操作，必须要谨慎 

只有管理员才能拥有系统重建的权限。管理员的密码一定要妥善保管。系

统重建意味着删除所有的数据，且这些被删除的数据不能被恢复。强烈建议，

强烈建议，强烈建议，在做系统重建前，先把【报表中心】，【员工档案】

中的数据导出到 EXCLE 中进行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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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薪资收入 

 

本月收入=底薪收入+绩效收入+补贴收入-考勤扣款+免税收入+自定义收入-自定

义扣款 

项目 特点 举例 

底薪收入 相对固定 比如一个人的底薪是 3000 元/月，只要

不调薪，底薪都是 3000 元/月。无论这

个月是上班 20 天，21 天。 

绩效收入 变动的 根据考核目标设定的激励。 

补贴收入 相对固定 比如：汽车补贴 800 元/月，只要不调

整补贴，汽车补贴都是 800 元/月。无

论这个月是上班 20 天，21 天。 

考勤扣款 变动的 根据员工的出勤情况。 

免税收入 不用交税的收入 如：特殊津贴，误餐费等等 

自定义收入 企业自己定义的一些

收入的名目，变动的。 

如加班工资、各种变动的补助等也可放

到自定义收入中来。 



                                                            管家婆.薪金通 

 第 15 页 

自定义扣款 企业自定义一些扣款

的名目 

如：损坏公物，如离职补偿企业培训费

用等等…… 

 

3.1. 底薪收入 

一、底薪列表 

 

底薪列表显示员工的当前底薪分布。 

有以下两种方式，可调整底薪列表中的底薪数据 

1. 员工档案 

 

在【员工档案】处，导入或修改底薪数值。 

2. 调薪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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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在职管理】模块，调薪申请，通过调薪申请，调薪审批，完成底薪

值录入、调整。 

二、底薪月报 

 

1.点击按钮【月报填报】，从【底薪列表】引入数据。 

2.点击按钮【月报提交】，提交【底薪月报】数据到【汇总发放】模块，等

待个税汇算。 

注意事项： 

先点击【月报填报】，然后再点击【月报提交】；如果直接点击【月报提交】

导致提交的底薪月报数据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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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提交成功，会在“月份”的右上角有一个“小红勾”。一旦该月有了小

红勾后，该月就不能再提交【底薪月报】了。 

3.2. 绩效工资 

绩效工资，在有些企业又叫奖金。本系统对奖金的处理思路是：1.部门助理

提交绩效金额。2.部门负责人对绩效金额进行审批。3.财务同事提交【绩效月报】。 

一、绩效申报 

 

部门助理通过 EXCLE 导入的方式，批量的提交绩效申请。 

1.绩效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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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LE,红色列必须填写，工号、申请金额、审批人工号必须填写。 

2.绩效提交 

 

绩效导入成功后，系统中出现了数据，点击【提交审批】按钮，数据进

入【绩效审批】环节。 

二、绩效审批 



                                                            管家婆.薪金通 

 第 19 页 

 

审批人可以【批量同意】，或者按行操作，一一同意或拒绝。  

三、绩效月报 

 

财务人员查看绩效月报，确保绩效月报数据后，提交绩效月报。 

备注： 

提交人只能看到自己提交的数据，审批人只能看到提交给自己的审批的数

据。 

3.3. 补贴金额 

本系统中的【补贴金额】的处理方式，与【底薪工资】类似。设置【补贴列

表】，【补贴月报】从补贴列表中采集数据。 

一、补贴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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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列表】，可以通过初始导入，新增补贴的方式进行修改。 

二、补贴月报 

 

 

1.点击【月报填报】，从【补贴列表】中引入本月补贴数据。 

2.点击【月报提交】，把本月的补贴数据提交给【汇总发放】模块，等

待个税汇算。 

注意事项： 

如果不点击【月报填报】，那么提交的月报的数据将是空数据。 

3.4. 考勤扣款 

考勤扣款，分为【考勤数据】导入（如：缺勤次数，事假/病假天数）；【考



                                                            管家婆.薪金通 

 第 21 页 

勤金额】导入（如：迟到扣款 100 元，事假扣款 200 元）来进行处理的。 

一、考勤数据 

 

1.通过【EXCEL 导入】或【逐个新增】的方式导入考勤数据。 

2.确认考勤数据后，点击【确认提交】，把考勤数据提交给考勤月报。 

注意事项： 

 

在 EXCEL 中填写考勤数据的时候，可以填写扣款金额，也可以不填写。 

二、 考勤月报 

 

1. 选择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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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导入修改】，修改考勤数据中对应的扣款金额。 

3. 点击【月报提交】，把本月的考勤扣款数据提交给汇算中心，计算个税。 

3.5. 免税收入 

特殊津贴，独生子女费；按规定报销的差旅费津贴、误餐补助；都是员工的

免税收入，即这部分收费不计算个税。对于这部分收入，通过免税收入的方式发

放给员工。不是每个企业，每个员工都有免税收入，没有免税收入的企业，此部

分可以忽略不看。 

一、 免税收入制表 

 

先通过 EXCEL 导入，或逐个新增的方式，导入免税收入明细；然后再点击【确

认提交】，提交免税收入制表。 

二、 免税收入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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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月份； 

2.点击【月报提交】，把本月的免税收入数据提交给汇算中心，计算个税。 

3.6. 自定义收入 

每个企业员工的收入都有不同的称谓，系统不可能一一枚举，所以系统设置

了自定义收入模块，方便企业自定义收入类型。在进行填报之前，请先在自定义

设置中配置好项目名称。 

一、自定义收入填报 

 

先通过 EXCEL 导入，或逐个新增的方式，导入自定义收入明细；然后在点击

【确认提交】，提交自定义收入审批。 

二、 自定义收入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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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人，点击【批量同意】，或【否决】按钮，对自定义收入进行审批。 

三、 自定义收入月报 

 

1.选择月份； 

2.点击【月报提交】，把本月的自定义收入数据提交给汇算中心，计算个税。 

注意事项： 

为什么要【收入填报】，【收入审批】，【收入月报】三个环节？为什么不

【收入填报】，【收入月报】两个环节来处理呢？因为如果涉及多个部门填报自

定义收入，有【审批环节】，可以避免部门之间彼此看到对方的数据。解决数据

跨部门保密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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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自定义扣款 

自定义扣款与自定义收入是互为逆运算。可以理解为自定收入做收入增加，

自定义扣款做收入减少。所以，自定义扣款，就不在本文再做详细的介绍了，其

填报的流程与自定义收入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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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社保 

社保是企业薪资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保的缴纳金额由社保比例，社保基

数，社保基数上下限等几个因素决定。 

4.1. 社保比例 

 

录入社保的企业、个人缴费比例； 

录入社保基数的上下限比例。如果员工的社保基数低于下限，自动取下限；

如果员工的社保基数高于上限自动取上限值。 

注意事项： 

本系统是假设公司的员工社保都在一个区域缴纳，所以社保比例只设定了唯

一的一组值。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在不同区域缴纳社保，社保比例不一样怎

么办？本系统的解决方案是，【数据调整】中社保调整月报来处理，详细请

见后面章节。 

4.2. 社保基数 

 



                                                            管家婆.薪金通 

 第 27 页 

员工的社保基数，可以通过 EXCLE，导入修改的方式进行修改。 

注意事项： 

 

如果社保参保状态是“否”，即使社保基数填写的数字，但是该员工的社

保金额缴纳依然为零。 

4.3. 社保月报 

 

1.选择月份； 

2.点击【月报填报】按钮，系统根据社保比例，社保基数，计算出社保缴纳

金额。 

3.【月报提交】，把本月的社保月报数据提交给汇算中心，计算个税。 

注意事项： 

如果社保比例，社保基数，社保上下限发生了调整，请及时在软件中做修改，

以确保社保的缴纳金额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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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积金 

公积金是企业薪资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积金的缴纳金额由公积金比例，

公积金基数，公积金基数上下限等几个因素决定。 

5.1. 公积金比例 

 

录入公积金的企业、个人缴费比例； 

录入公积金基数的上下限比例。如果员工的公积金基数低于下限，自动取下

限；如果员工的公积金基数高于上限自动取上限值。 

注意事项： 

本系统是假设公司的员工公积金都在一个区域缴纳，所以公积金比例只设定

了唯一的一组值。如果一个企业的员工在不同区域缴纳公积金，公积金比例

不一样怎么办？本系统的解决方案是，在【数据调整】公积金调整月报来处

理，详情请见后面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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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积金基数 

 

员工的公积金基数，可以通过 EXCLE，导入修改的方式进行修改。 

注意事项： 

如果公积金参保选择否，即使填写了公积金基数。公积金计算依然为零。 

5.3. 公积金月报 

 

1.选择月份； 

2.点击【月报填报】按钮，系统根据公积金比例，公积金基数，计算出公积

金缴纳金额。 

3.【月报提交】，把本月的公积金月报数据提交给汇算中心，计算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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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专项附加扣除 

专项附加扣除是指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住房贷款，住房租金，赡养老人

等附加扣除。员工可通过个人填报，点击编辑按钮，填写自己的专项附加扣除金

额。 

 

6.1. 专项附加扣除列表 

 

通过“导入修改”的方式，可以批量的修改专项附加扣除明细。 

也可通过修改按钮来单行修改该员工专项附加扣除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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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专项附加扣除月报 

 

1.选择月份； 

2.点击【月报填报】按钮，系统根据专项附加列表提取出本月的专项附加扣

除数据。 

3.【月报提交】，把本月的专项附加扣除数据，累计专项附加扣除数据提交

给汇算中心，计算个税。 

注意事项： 

目前【本系统】的专项附加抵扣暂不能直接调取【个人所得税 APP】上的数

据。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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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需要在【本系统】、【个人所得税 APP】分别申报的专项附加抵扣保持

同步。如果两者申报不同步，会导致【本系统】汇算出的个税与个税申报时不一

致。 

举例： 

企业是 1 月 1 日发的工资，企业是在 2 月 10 号向税务局申报为员工代扣代

缴个税。如果员工在 1 月 1 日后，修改【个人所得税】上申报的专项附加扣除，

将会导致【本系统】个税计算与向税务局申报的个税不一致。因为【本系统】的

专项附加抵扣取值是 1 月 1 日修改前的数值，而个税申报时的专项附加抵扣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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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1 月 1 日修改后数值。出现上面举例的情况，可在【数据调整】专项附加扣除

调整月报中处理，详细请见后面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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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法定其他扣除 

有的地区除了 5000 元免征税起点外，还有区域性的优惠政策，企业的免征

税额在 5000 元的基础上，再增加 3000 元。这增加的 3000 元，在本系统中，以

法定其他扣除的方式来处理。每个企业的规定有所不同，所以系统设置了自定义

法定其他扣除模块，方便企业处理。注意此处在填报之前，需要先在自定义设置

菜单里配置好法定其他项目名称。 

7.1. 扣除制表 

 

1. 选择月份。 

2. 通过【EXCLE导入】或【逐个新增】的方式导入。 

3. 点击【提交审批】，把数据提交给相关审批人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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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扣除审批 

 

扣除审批可以点击【批量同意】，或者逐个【否决】。 

7.3. 扣除月报 

 

1. 选择月份。 

2. 点击【月报提交】按钮，把法定其他扣除数据提交给汇算中心，等待个

税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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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减免税额 

比如地方有减免税额的措施；或者某些特殊人才有减免税额的政策。都可以

通过减免税额来处理。比如某员工 2019 年应缴纳个税 10 万，减免税额 3 万，那

么该员工 2019 年实际应缴纳个税是 7 万。 

减免税额与专项扣除（社保个人缴纳、公积个人缴纳）、专项附加扣除、5000

元的免征起点，法定其他扣除、免税收入，有着本质的不同，区别见下表。 

减少交税基数 减少交税金额 

5000免征起点 减免税额 

专项抵扣   

专项附加抵扣   

法定其他扣除   

免税收入   

8.1. 减免税额制表 

 

1. 选择月份； 

2. 点击【EXCLE 导入】或【逐个新增】的方式导入减免税额金额。 

3. 点击【确认提交】按钮确认减免税额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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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减免税额月报 

 

1. 选择月份。 

2. 点击【月报提交】按钮，把减免税额数据提交给月薪汇算，进行个税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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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调整 

9.1. 社保调整月报 

应用场景：因为社会平均工资的调整，企业会出现 6 月份补交 1-5 月社保的

情况。1-5 月社保的补交会导致社保个人缴纳，社保企业缴纳的累计数发生变化，

从而影响 6 月个税金额。 

 

1. 选择社保调整月报。 

2. 【导入数据】，通过 EXCLE 的方式导入数据。 

3. 点击【月报提交】，把数据提交到汇总发放，等待个税汇算。 

 

注意事项： 

如：企业补交 1-5 月的社保，在系统中 6 月填报数据调整，数据调整不会对

1-5 月的数据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在 6 月增加了 1-5 月补缴值，从而影响了

6 月的个税汇算。本系统社保调整值，只能输入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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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公积金调整月报 

 

1.选择公积金调整月报。 

2.【导入数据】，通过 EXCLE 的方式导入数据。 

3.点击【月报提交】，把数据提交到汇总发放。 

 

注意事项： 

如：企业补交 1-5 月的公积金，在系统中 6 月填报数据调整，数据调整不会

对 1-5 月的数据产生任何影响，只是在 6 月增加了 1-5 月补缴值，从而影响

了 6 月的个税汇算。本系统公积金调整值，只能输入正数。 

9.3. 专项附加调整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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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择专项附加调整月报。 

2.【导入数据】，通过 EXCLE 的方式导入数据。 

3.点击【月报提交】，把数据提交到汇总发放。 

 

注意事项： 

  专项附加扣除调整主要是解决本系统中专项附加扣除与税务局申报中的专

项附加扣除不一致的情况。专项附加调整月报的调整值，可以输入正值，也

可输入负值。专项附加调整只改变专项附加的累计值，对专项附加的当月值

没有影响。若要改变专项附加扣除的当月值，请在专项附加扣除列表中进行

修改。 

9.4. 实发调整月报 

 

1.选择实发调整月报。 

2.【导入数据】，通过 EXCLE 的方式导入数据。 

3.点击【月报提交】，把数据提交到汇总发放。 

 

注意事项： 

  实发调整月报的调整值，可以输入正值，也可输入负值。实发调整的应用场

景比如企业在 1 月 1 日发工资的时候给员工多计算了 100 元的税额。2 月 1

日发工资的时候，企业把上月多向员工扣税的 100 元退回员工，就可通过实

发调整把这 100 元退回给员工。实发不影响个税计算，只是对薪资实发做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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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汇总发放 

汇总发放，就是把各项【月报数据】汇总后，根据公式计算本月应预扣预缴

个人所得税额。个税计算公式如下图： 

 

累计应纳税所得额 

 

 

 

本月应交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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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发薪资 

 

10.1. 个税汇算 

 

 

1. 选择月份 

2. 点击【本月汇算】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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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下图： 

 

打√的表明提交了数据的月报。 

未打√或[0]红框的表示，该项月报提交数据为零。 

点击上图【确定】按钮，出现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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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本月汇算】按钮后，【个税汇算】、【报表中心】模块，都会出现汇

算的草稿数据。如下图： 

 

3.对汇算数据进行校验，点击【提交汇算】按钮，流程进入【汇算审批】环

节。 

4.对汇算数据进行校验，如果发现数据需要调整点击【反向汇算】按钮。 

【反向汇算】按钮的作用，1）清空【个税汇算】、【报表中心】试算的个

税数据；2）把某一项有问题的月报数据给退回，允许其重新提交月报数据。 

10.2. 汇算审批 

 

 

1. 点击【确认汇算】，本月的汇算数据就确认了，就不能再修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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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退回汇算】，把数据打回【个税汇算】环节，【个税汇算】对汇

算数据做调整。 

注意事项： 

为什么设计成【个税汇算】、【汇算审批】两个环节？ 

软件的设计场景是这样的，财务员工做【个税汇算】，财务主管做【汇算审

批】，像汇算这样的重要数据，一定要有两个岗位的审批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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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报表中心 

11.1. 个税汇算表 

 

此表略做修改即可用于个税申报表的填报。。本报表的公式值如下： 

1.【本月收入】=【本月底薪】+【本月绩效】+【本月补贴】 

+【本月免税收入】+【本月自定义收入】 

-【本月考勤扣款】-【本月自定义扣款】 

 

2.【本月养老个人实缴】=【本月养老个人】+【本月养老个人调整】 

 

3.【本月医疗个人实缴】=【本月医疗个人】+【本月医疗个人调整】 

 

4.【本月失业个人实缴】=【本月失业个人】+【本月失业个人调整】 

 

5.【本月公积金个人实缴】=【本月公积金个人】+【本月公积金个人调整】 

蓝色字体的【本月养老个人】、【本月医疗个人】、【本月失业个人】、【本

月公积金个人】的数据来源，由社保模块下的【社保月报】，公积金模块下【公

积金月报】提供。 

红色字体的【本月养老个人调整】、【本月医疗个人调整】、【本月失业个人

调整】、【本月公积金个人调整】的数据来源，由数据调整模块下的【社保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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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报】，【公积金调整月报】提供。 

6.【累计专项扣除】=【累计养老个人实缴】+【累计医疗个人实缴】 

+【累计失业个人实缴】+【累计公积金个人实缴】 

 

7.【累计应纳税所得额】=【本月累计收入】-【本月累计免税收入】 

-【本月累计减除费用】-【本月累计专项扣除】 

-【本月累计子女教育】-【本月累计赡养老人】 

-【本月累计继续教育】-【本月累计住房贷款】 

-【本月累计住房租金】-【本月累计法定其他扣除】 

 

8.【累计应纳税额】=【本月累计应纳税所得额】*【税率】-【速算扣除数】 

 

9.【累计减免税额】=【上月累计减免税额】+【本月减免税额】 

 

10.【累计应扣缴税额】=【累计应纳税额】-【累计减免税额】 

 

11.【本月应交个税】=【本月累计应扣缴税额】-【累计已交个税】  

 

11.2. 社保汇算总表 

 

社保汇算总表，汇集了职员截止到当月的累计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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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月养老企业实缴】=【本月养老企业】+【本月养老企业调整】 

 

2.【本月养老个人实缴】=【本月养老个人】+【本月养老个人调整】 

 

3.【本月医疗企业实缴】=【本月医疗企业】+【本月医疗企业调整】 

 

4.【本月医疗个人实缴】=【本月医疗个人】+【本月医疗个人调整】 

 

5.【本月失业企业实缴】=【本月失业企业】+【本月失业企业调整】 

 

6.【本月失业个人实缴】=【本月失业个人】+【本月失业个人调整】 

 

7.【本月工伤企业实缴】=【本月工伤企业】+【本月工伤企业调整】 

 

8.【本月生育企业实缴】=【本月生育企业】+【本月生育企业调整】 

蓝色字体的【本月养老企业】、【本月养老个人】、【本月医疗企业】、【本

月医疗个人】、【本月失业企业】、【本月失业个人】、【本月工伤企业】、【本

月生育企业】的数据来源，由社保模块下的【社保月报】提供。 

红色字体的【本月养老企业调整】、【本月养老个人调整】、【本月医疗企业

调整】、【本月医疗个人调整】、【本月失业企业调整】、【本月失业个人调整】、

【本月工伤企业调整】、【本月生育企业调整】的数据来源，由数据调整模块下

的【社保调整月报】。 

9.【本月累计养老企业实缴】=【上月累计养老企业实缴】+【本月养老企业

实缴】 

 

10.【本月累计养老个人实缴】=【上月累计养老个人实缴】+【本月养老个人

实缴】 

……. 

11.【本月累计生育企业实缴】=【上月累计生育企业实缴】+【本月生育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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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 

11.3. 公积金汇算总表 

 

公积金汇算总表，汇集了职员公积金截止到当月的累计金额，便于统一的管

理公积金缴纳金额。 

1.【本月公积金个人实缴】=【本月公积金个人】+【本月公积个人调整】 

 

2.【本月公积金企业实缴】=【本月公积金企业】+【本月公积企业调整】 

蓝色字体的【本月公积金个人】、【本月公积金企业】的数据来源，由公

积金模块下的【公积金月报】提供。 

红色字体的【本月公积个人调整】、【本月公积企业调整】由数据调整模

块下【公积金调整月报】提供。 

 

3.【本月累计公积金企业实缴】=【上月累计公积金企业实缴】+【本月公积

金企业实缴】 

 

4.【本月累计公积金个人实缴】=【上月累计公积金个人实缴】+【本月公积

金个人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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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薪资实发汇算总表 

 

显示出职员的薪金各项收支明细。 

1. 【本月收入】=【本月底薪】+【本月绩效】+【本月补贴】 

+【本月免税收入】+【本月自定义收入】 

-【本月考勤扣款】-【本月自定义扣款】 

 

2.【实发薪资】=【本月收入】-【本月社保个人实缴】 

-【本月公积金个人实缴】-【本月应交个税】 

+【实发调整】 

【实发调整】的值，可以是正数，也可以是负数。 

 

  3.【本月社保个人实缴】=【本月养老个人实缴】+【本月医疗个人实缴】 

+【本月失业个人实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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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人力成本总表 

 

人力成本总表显示企业支付的总的人力成本，包含：薪资支出，社保企业支

出，公积金企业支出。 

1. 【本月收入】=【本月底薪】+【本月绩效】+【本月补贴】 

+【本月免税收入】+【本月自定义收入】 

-【本月考勤扣款】-【本月自定义扣款】 

 

2.【企业总支付】=【本月收入】+【本月社保企业实缴】 

+【本月公金企业实缴】 

 

   3.【本月社保企业实缴】=【本月养老企业实缴】+【本月医疗企业实缴】 

+【本月失业金企业实缴】+【本月工伤企业实缴】

+【本月生育企业实缴】 

    

4.【本月养老企业实缴】=【本月养老企业】+【本月养老企业调整】 

 

5.【本月医疗企业实缴】=【本月医疗企业】+【本月医疗企业调整】 

 

6.【本月失业企业实缴】=【本月失业企业】+【本月失业企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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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本月工伤企业实缴】=【本月工伤企业】+【本月工伤企业调整】 

 

8.【本月生育企业实缴】=【本月生育企业】+【本月生育企业调整】 

    蓝色字体的【本月养老企业】、【本月医疗企业】、【本月失业企业】、

【本月工伤企业】、【本月生育企业】的数据来源，由社保模块下的【社保月报】

提供。 

红色字体的【本月养老企业调整】、【本月医疗企业调整】、【本月失业

企业调整】、【本月工伤企业调整】、【本月生育企业调整】的数据来源，由数

据调整模块下的【社保调整月报】提供。 

11.6. 月度提醒 

 

提醒本月合同到期有哪些同事，避免因未及时续签合同导致的用工风险； 

提醒本月退休到期有哪些同事，男士60岁，女士50岁在月度提醒中出现。 

本月入职、本月离职的同事也会在本月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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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员工工龄表 

 

显示员工的入职时间，工龄时间。 

11.8. 人力成本环比表 

 
人力成本环比表是把企业每月支付给员工的总的成本以月的方式给显示出

来。 

【企业总支付】=【本月收入】+【本月社保企业实缴】 

+【本月公金企业实缴】 

上表中【月数值】=每月【企业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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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员工收入环比表 

 

1. 【本月收入】=【本月底薪】+【本月绩效】+【本月补贴】 

+【本月免税收入】+【本月自定义收入】 

-【本月考勤扣款】-【本月自定义扣款】 

2.员工收入环比表，就是把员工，1月的本月收入，2月的本月收入，…… 

12月的本月收入给罗列出来。 

3.员工收入环比表，可用于员工收入增长分析，也可在离职补偿核算时帮

助人力资源同事减少大量的统计工作。 

 

11.10. 月度批次发放表 

应用场景：月度批次发放表应用于在一个月内，存在多次薪资发放的情景。

举例：比如企业1号发底薪，15号发放补贴。 

一、1 号底薪汇算 

1.点击【汇总发放】模块下的，【个税汇算】的【本月汇算】。显示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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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1 号的时候，汇算数据是对【底薪月报】、【社保月报】、【公

积金月报】三项数据进行汇算。 

2.点击上图【确认】按钮，出现下图： 

 

 

上图显示由【底薪月报】、【社保月报】、【公积金月报】三项数据汇

算出的个税。点击【提交汇算】进入【汇算审批】环节，如下图。 

3. 汇算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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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月度分批发放】按钮，出现下图： 

 

点击【确认】按钮，本次发放的数据进入报表中心的【月度批次发放表】，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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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对数据无误后，点击上图【发放】按钮，表明 1 号的底薪发放完毕。 

确认发放后的数据就无法进行修改和逆转了。如发现月度批次发放表有员工数

据不准确，可点击【删除】按钮，进行重新汇算。 

二、15 号补贴发放 

1.点击【汇算审批】菜单，点击【退回汇算】按钮，如下图： 

 

 

2.点击【个税汇算】菜单，点击【反向汇算】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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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下图： 

 

注意事项： 

此处的【反向汇算】，只勾选【补贴月报】，其他月报数据不勾选。因为第一

次是底薪发放，个税汇算时【补贴月报】的数据是 0；第二次是补贴发放，【补

贴月报】需要提交数据，所以此时反向汇算的是【补贴月报】。 

3.提交【补贴月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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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个税汇算】菜单的【本月汇算】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此图表明，【底薪月报】、【补贴月报】纳入了统一的汇算。 

点击【确认】按钮后，再点击【提交汇算】按钮，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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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汇算审批】菜单，点击【月薪分批次发放】 

 

 

6. 点击报表中心【月度分批发放】报表，点击【发放】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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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点击【汇算审批】菜单，点击【汇算确认】按钮，如下图： 

 

 

至此分批次发放完毕。 

注意事项： 

分批次发放的操作相对复杂，可登陆官网，查看操作视频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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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在职管理  

12.1. 新招入职 

 

录入员工工号，姓名，部门，性质等基本信息。 

注意事项： 

1. 红色*号项，必须填写。 

2. 身份证号可填写，也可不填写。 

3. 【工号】是唯一的，不能重复，一个工号对应一个员工；但是姓名可以

同名重复。 

4. 员工信息录完后，要点击最右列的【生效归档】按钮，该员工信息才能

被其他应用所引用。 

12.2. 调薪申请 

 

调薪申请，调整后底薪列表的数值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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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调薪审批 

 

调薪审批是调薪申请，进行审核。可选择左上角【全部同意】批量操作。也

可点击最右列对应按钮，对申请进行逐个的审批。 



                                                            管家婆.薪金通 

 第 64 页 

13. 离职管理 

13.1. 离职办理 

 

【离职办理】主要是填写员工的离职时间，把员工的状态由“在职”改变为

“离职”。点击【离职撤销】按钮，员工的状态再次的转为在职状态。 

13.2. 离职月报 

员工一旦做了【离职办理】，就归类为离职员工。离职员工的工资薪资汇算

通过【离职月报】的方式来提交个税汇算数据。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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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离职员工的底薪默认是按照全额发放，如需扣除，可在【考勤扣款】栏

填写考勤扣款金额，冲抵对应的底薪发放。比如员工的底薪是 5000

元，员工离职底薪只发 1000 元，在【考勤扣款】处输入 4000。那么

员工本月的底薪发放为 1000 元。 

2. 员工做了【离职办理】，员工的状态就由“在职”状态，转为了离职状

态。“离职员工”的薪资汇算与“在职员工”是两条不同路径，离职

员工的薪资汇算，只能在【离职月报】中来处理，见下图。 

 

 

3、离职员工的薪资为什么要通过单独的月报进行提交？ 

 有的企业离职当天就结算薪资，而不是等到月底和在职员工统一结算。 

 有的企业员工离职后会继续购买一段时间的社保，甚至是发放一段时间

的工资。 

基于离职员工的薪资核算灵活多样，所以本系统通过【离职月报】的方式来

进行离职员工的薪资汇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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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年终奖 

年终奖用于年终奖申报、审批、汇算。年终奖汇算是一个单独模块，与薪资

汇算关联度不大，年终奖的汇算也不进入报表中心，如企业人力成本环比表

中的就没有纳入年终奖数据。 

14.1. 年终奖制表 

 

通过 EXCLE 导入，新增年终的方式，导入年终奖的相关信息。 

14.2. 年终奖审批 

 

公司主管对年终奖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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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年终奖汇算 

 

系统自动汇算出年终奖应缴纳的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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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应用案例 

15.1. 数据录入方式 

本系统中数据有三种录入方式 

一.列表录入 

 

列表录入：把数据存储在一个表格中，定期从列表中提取数据，如上图所示。 

底薪月报，补贴月报，专项附加扣除月报的数据录入方式都是列表录入方式，要

改变它们的月报值，首先需要改变列表值。 

二.公式录入 

 

公式录入：通过预制公式的方式录入数据，如上图所示。社保月报，公积金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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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通过公式录入的的方式录入数据，要想改变它们的月报值，通过改变公式比

例，公式基数的方式进行修改。 

三.软件录入 

 
如上图所示，通过 EXCEL 导入，逐个新增的方式录入数据，都是直接在软件

中录入数据。绩效收入，考勤扣款，免税收入，法定其他扣除的月报数据录入都

通过在软件中直接录入的方式进行录入。 

 

15.2. 导出 EXCEL 运算 

 

1.背景：报表中心的报表，都有 EXCEL 导出。EXCEL 导出后，有些朋友希望

在 EXCLE 上做一些公式运算操作，但发现导出的 EXCLE 无法进行公式操作。 

2.解决方案：把 EXCEL 的操作列格式设置，为【数值】格式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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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为数值格式后，就可方便的进行列运算了。 

 

15.3. 期初导入 

应用背景：企业 1-5 月是 EXCLE 计算员工个税。企业 6 月份采用本系统开始

核算个税。企业不希望把 1-5 月的 EXCLE 数据，1 月，2 月，3 月，4 月，5 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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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月的导入系统？企业希望把 1-5 月的累计值做为期初值，整体的导入系统。那

该怎么处理？在做期初开账的时候，选择【有当年期初】开账，按提示，导入

1-5 月的累计数值，开账月份选择 6 月即可。如下图所示。 

 

系统要求分项累计值导入：需要导入 1-5 月，养老个人，医疗个人，失业个

人，公积金个人缴纳分项累计值； 

但是企业只有 1-5 月的专项扣除合计累计值。 

以上情况怎么处理？企业当年可变通处理，把专项扣除累计导入养老个人累

计值。这样可保证后续的计税正确，但是期初累计值无法做到一一对应。 

15.4. 同一个公司，多个社保比例，多个公金比例 

应用场景：比如一个公司总部在成都，但是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也开设

办事处，部分员工的社保、公积金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缴纳。这就出现了同

一个公司有多个社保、公积金缴纳比例。遇到这样的情况，在本系统中通过【社

保调整月报】、【公积金调整月报】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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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保数据在本系统中可以通过【社保月报】、【社保月报调整】两处来录入，

同一个数据只能选择一种月报来录入，同一个数据不能又在社保月报录入，又在

社保月报调整进行录入。 

区别：【社保月报】是由“社保基数*社保比例”计算得出。【社保月报调

整】是直接输入社保缴纳的金额。【社保月报调整】更为灵活，但是数据每次都

需要通过 EXCEL 导入，数据输入较为麻烦。【社保月报】灵活性低一些，但是数

据输入较为简单。 

社保录入方式举例： 

 比如有的企业习惯通过社保比例，社保基数的方式来录入社保数据。通过【社

保月报】录入社保数据即可。 

 比如有的企业习惯直接录入社保缴纳金额的方式录入社保数据。通过【社保

月报调整】录入数据即可 

 比如有的企业大部分的员工采用【社保月报】的方式录入总部员工社保数据，

少部分的异地员工通过【社保月报调整】录入，采用两种方式混合的录入

社保数据。 

以上这些方式灵活采用根据企业自身的习惯。 

 

公积金的多地缴纳与月社保多地缴纳类似，就不赘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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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月报提交后修改 

应用场景：比如绩效月报提交后，发现需要修改，修改后，再重新提交月报，

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点击个税汇算菜单，再点击【反向汇算】按钮，如下图 

 

 

出现如下界面： 

 

勾选要打回月报，该项月报被退出到对应月报提交模块，可修改月报后，再

次提交。 

注意事项： 

月报修改，只修改点击【反向汇算】按钮后，勾选了的月报。没有被勾选的

月报，不受【反向汇算】操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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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撤销个税汇算 

 

 

点击【个税汇算】按钮相关的数据就会在报表中心出现。如果发现数据需要

调整，点击【反向汇算】按钮，勾选撤回月报后会产生两个效果，1）相应的月

报提交数据被打回，2）【个税汇算】的数据也就撤销了。 

注意事项： 

本月没有点击【汇算审批】菜单下的【确认汇算】按钮，才能撤销【本月汇

算】，我们可以理解，【本月汇算】是一个草稿试算，如果试算结果不满意，可

以点击【反向汇算】按钮，做逆向操作。但是点击【确认汇算】就意味着把试算

的草稿，转化为本月的最终汇算数据，且最终数据一旦确定，当月就不能再修改

了。如果要修改，可在次月通过【数据调整】菜单，进行数据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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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系统重建 

 
 

点击上图【管理员进入】，进入如下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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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系统重建】按钮的影响是，所有的【月报数据】，【报表】，【员工档案】

都清空，系统回到第一次的登录状态。系统重建的价值，试用时会做很多的演示

数据，正式使用软件的时候会把演示数据给删除了，便于正式数据的录入。 

系统重建一定要谨慎使用，一定要谨慎使用，一定要谨慎使用。 

注意事项： 

管理员账号一定要妥善保存，因为管理员账号未妥善保存导致的数据丢失，其责

任由管理员自行承担。 

管理员要定期的修改管理员密码，确保密码的安全性。 

15.8. 福利发放 

应用场景：比如企业要给员工发放月饼，粽子等福利，但是这些福利是需要缴纳

个人所得税，这样的情形，在软件中该是如何来处理呢？ 

第一步：在【自定义收入】处，录入月饼金额 200 元，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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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在【实发调整月报】处录入，录入实发减少 200，如下图所示。 

 

做完以上两步后，在【个税汇算】时，会自动计算个税，同时实发现金不会增加。 

15.9. 数据备份 

本系统是 saas 模式，所以在软件菜单中没有软件备份的按钮。但为了增加

数据的安全系数感受，强烈建议管理员每月把报表中心的报表，通过 EXCLE 的方

式导入管理员的自己使用硬盘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