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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银行流水账软件 http://www.show588.com
差旅交通费

6、到期还本等等。此软件目前还支持手机端记账。银行流水。

文章搬运工：银行流水账怎么做。芒果金融（）

网贷秘书目前是一款免费软件。相比看流水账软件免费下载。支持的还款方式包括：1、等额本息
，更多的是格局和视野。银行流水账怎么做。——简书《读书的人，和我们受过的学历教育也没有
什么关系，个人不很赞同。

2、网贷秘书

坏账准备

业务招待费

无形资产摊销

技术转让开发费

税金

中介咨询审计诉讼费费

失业保险费

劳动保险费 学会计

职工教育经费

工会经费

公司经费

98 5502 管理费用

其他

工程保修费

业务移交费

广告费

办公费

差旅交通费

经营人员工资

97 5501 营业费用

其他

资产出租支出

材料销售支出

作业销售支出

商品销售支出

96 5405 其他业务支出

95 540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

分包费用

间接费用

其他直接费

机械使用费

材料费

人工费

94 5401 主营业务成本

93 5305 #营业损益

其他

罚款净收益

出售无形资产收益

非货币性交易收益

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固定资产盘盈

92 5301 营业外收入

91 5203 补贴收入 按收入项目设置

90 5201 投资收益 按类别设置

其他

资产出租收入

材料销售收入

作业销售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89 5102 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

计划利润

但正所谓办法总比问题多
税金

分包费用

间接费用

其他直接费

机械使用费

材料费

人工费

88 5101 主营业务收入

五、损益类科目

间接费用

其他直接费

折旧及修理

燃料及动力

人工费

机械作业

间接费用

其他直接费

折旧及修理

燃料及动力

人工费

承包工程

87 4110 *机械作业

86 4107 劳务成本 按提供劳务种类设置

其他

上交间接费

工程保修费

财产保险费

劳动保护费

物料消耗

折旧修理费

办公费

差旅交通费

管理人员工资

85 4106 #间接费用

其他

保险费

劳动保护费

物料消耗

折旧修理费

办公费

差旅交通费

管理人员工资

84 4105 制造费用

合同毛利

分包费用

间接费用

其他直接费

机械使用费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合同成本

83 4104 *工程施工

制造费用

其他直接费

机械使用费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辅助生产成本

制造费用

其他直接费

银行流水账单 银行流水的进项主要表现方式
机械使用费

直接材料费

直接人工费

基本生产成本

82 4101 生产成本

四、成本类科目

81 3142 *上级拨入资金

未分配利润

转作资本（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应付普通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优先股股利

利润归还投资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其他转入

80 3141 利润分配

所属上交

所得税

含量工资包干节余

营业外支出

营业外收入

补贴收入

投资收益

财务费用

管理费用

营业费用

其他业务支出

其他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收入

79 3131 本年利润

利润归还投资

企业发展基金

储备基金

法定公益金

任意盈余公积

法定盈余公积

78 3121 盈余公积

其他资本公积

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拨款转入

股权投资准备

接受现金捐赠

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

资本（股本）溢价

77 3111 资本公积

76 3103 已归还投资 按已归还投资的投资者设置

外商资本

个人资本

法人资本

集体资本

国家资本

75 3101 实收资本（或股本）

三、所有者权益类科目

74 2341 递延税款

http://www.show588.com/plus/view-4176-1.html
73 2331 专项应付款 按种类设置

72 2321 长期应付款 按种类设置

应及利息

债券折价

债券溢价

债券面值

71 2311 应付债券

70 2301 长期借款 按借款单位设置

69 2211 预计负债 按预计项目设置

68 2201 待转资产价值

固定资产修理费

借款利息

保险费

租金

67 2191 预提费用

66 2181 其他应付款 按类别或单位和个人设置

房屋修缮费

住房公积金

矿产资源补偿费

教育费附加

65 2176 其他应交款

应交个人所得税

应交车船使用税

应交土地使用税

应交房产税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

应交土地增值税

应交所得税

应交资源税

应交消费税

应交营业税

未交增值税

转出多交增值税

出口抵内销应纳税额

进项税额转出

出口退税

销项税额

减免税款

转出未交增值税

已交税金

进项税额

应交增值税

64 2171 应交税金

63 2161 应付股利

其他

工伤医疗费

困难补助费

医疗保险费

提取福利费

62 2153 应付福利费

其他

含量工资包干节余

赶工节点奖

民工工资

职工工资

61 2151 应付工资

60 2141 代销商品款 按委托单位设置

59 2139 *内部单位贷款

预收销货款

预收备料款

银行流水账怎么做
预收工程款

58 2131 预收账款

57 2123 *工程结算 按工程施工合同或对象设置

应付购货款

应付分包款

56 2121 应付账款

55 2111 应付票据

54 2105 #内部银行借款

53 2101 短期借款 按债权人设置

二、负债类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52 1911 待处理财产损益

51 长期待摊费用 按类别设置

50 1815 未确认融资费用

49 1805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按类别设置

48 1801 无形资产 按类别设置

47 1702 *临时设施清理 按类别设置

46 1701 固定资产清理 按类别设置

按被清理的临设名称设置

按被清理的固定资产设置

45 1605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按项目设置

其他直接费

机械使用费

材料费

人工费

44 1603 在建工程

其他

为生产准备的工具及器具

预付大型设备款

专用设备

专用物资

43 1601 工程物资

42 1507 *临时设施摊销

41 1506 *临时设施 按种类或使用部门设置

40 150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按类别设置

39 1502 累计折旧

土地

非生产用固定资产

其他固定资产

试验设备及仪器

生产设备

运输设备

施工机械

房屋及建筑物

38 1501 固定资产

37 1451 *拨付所属资金 按所属单位设置

减值准备

利息

本金

36 1431 委托贷款

债权投资

股权投资

35 1421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其他债权投资

债券投资

34 1402 长期债权投资

其他股权投资

股票投资

33 1401 长期股权投资

32 1301 待摊费用 按费用项目设置

31 1291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按销售对象设置

合同预计损失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30 1281 存货跌价准备

29 1271 受托代销商品 按委托单位设置

28 1261 委托代销商品 按受托单位设置

27 1251 委托加工物资 按加工合同和受托单位设置

26 1244 商品进销差价 按类别实物负责人设置

25 1243 库存商品 按类别或品种设置

24 1241 自制半成品 按类别或品种设置

周转材料摊销

在用周转材料

在库周转材料

23 1233 *周转材料

低值易耗品

周转材料

其他材料

外购半成品

辅助材料

主要材料

22 1232 材料成本差异

低值易耗品摊销

在用低值易耗品

在库低值易耗品

21 1231 低值易耗品

20 1221 包装物

其他材料

外购半成品

辅助材料

主要材料

19 1211 原材料

其他

税金

挑选整理费

运杂费

买价

18 1201 物资采购

17 1161 应收补贴款

其他

采购借款

预付供货单位款

16 1151 预付账款

其他应收款

应收账款

15 1141 坏账准备

每一个生活中的决定做的好不好和眼下的困难无关，还有一些看纸书的时间。电脑上的网页收藏夹
里才是重点。学习代做银行流水账。很多人的这个依赖手机的习惯，用电脑的时间更多，一天中的
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必须的上班，不是吗？所以啊，再说电脑也更强大，学习差旅交通费。再加上习
惯上更多的还是用电脑，因为手机毕竟不是我的，也就是焦点是放在教育成长这方面了。银行流水
账单。不过，我对吸收新知更感兴趣，还在教她使用。这说明，还有就是给我家老太太用的几个她
的软件，对于银行流水账怎么做。另外就是常用的支付宝、微信，想知道。我装的更多的是简书、
豆瓣、知乎、勺子、单读、学堂在线等阅读、吸收新知、学习类，结果我就发了这个表情呵呵！拿
我自己来说，想知道。就装了一kindle阅读。我说从手机上的APP上很能看出一个人了。看着交通费
。他问他是什么样子的，因为他有小K，你知道代做银行流水账。就是新闻，他发过来的不是社交
，问他手机上都刷什么APP，代做银行流水账。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学习plus/view-2211-1.html。

刚才与哥们聊天的时候，差旅。所以回到家后吃完饭就花了点时间做了点笔记，补充一下最基本的
常识。因为是在路上看的，需要多学习，银行流水软件。还得再细细想想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规划
。显然，银行流水账怎么做。还是不大适合，银行流水账单。对个人的情况来说，流水账软件免费
下载。配置个人资产比例什么的，你知道流水账软件免费下载。这块短板还是很需要补充的。收获
就是对未来有了大致的思路。至于每个人都推崇的那些方法，现在知道了总比一辈子都不知道要好
的多吧。于是，乐观地看，银行流水软件。然后再一次被劫走。哎，只是一味的节俭，差旅交通费
。以前真没在意过，真惭愧，银行流水账单。1W这么不起眼的数字居然还能有这么多的玩法，。才
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原来，你知道。直到看完小K免费书里的几本关于理财方面的书后，这
也是因为自己以前并没有太在意钱生钱的问题，还是决定一次性还清信用卡。所以又重新开始了。
不过，这是漏财手劫财格。好吧。现在的情况就是经过仔细研究后，但是家底依旧为0。说多了都是

泪啊。有人说，尽管我从来不是什么月光族，就一定会出现一些不得已的原因让我花掉其中的7成甚
至全部。所以说，每当手中的资金攒到1W时，打个比方吧，最大的理由是因为现在又循环走到了一
个破产的阶段。这些年很有特点，没到需要全盘总结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选择看理财方面的书和
信息，还在进行中，这也算是做的第二个主题阅读了。第一个当然是读书方法论、名人谈读书了
，就派上了用场。在亚马逊官网上找的免费书一下看了好几本关于理财方面的，反而带了装有小
K同步阅读软件的那部手机。于是，还是没有带小K，很流行很火的碎片化时间就利用上了。走前犹
豫了一下，又多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坐车、候诊的时间占全了这件事情的八成时间。呃，于是，自
己找吃的。再做壶水。然后例行去医院。去医院的公交车改了线路，然后就是给她弄吃的，老太太
回来了，

差旅交通费
嗯，继续从流水账写起。,昨天晚上刷豆瓣的时候，学到一个新词，挺有收获。虽然理由是因为自己
落后了。现在虽然刚知道，但这也是进步啊。,零点以后。打开手机热点，想摆弄一下小K。结果发
现小K可以连上，但是无法进入互联网，因为手机打开热点后，原本无线就自动掉线了。于是，关
掉了手机原本的无线，连入移动网（这个手机号是移动的），再开热点，这样小K连入互联网成功
。嗯，就是这样。电脑上也打开亚马逊官网的主页，又选了几本免费书。手机上同时下载了小K的
安卓软件。这就不得不说亚马逊的强大了，可以做到设备间的同步。还有一点个人很喜欢就是亚马
逊上的免费书蛮多的，够我看很久很久的了，再加上电子书免费下的地方太多了。很长时间内都不
用为此花费，还可以做到同步。很喜欢这两点。至于E-INK屏，其他的电纸书都是，而且其他电纸
书有的支持的格式还多，有的还有安卓系统（虽然更费电，但这点对于很多人也没什么，毕竟手机
也要经常充的）这点倒没什么特别的。小K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亚马逊本身。不过，小K本身的记笔
记、导出分享什么的也是不错的优点，对很多人来说。字典、换字体什么的功能，很多电纸书都有
。其实很多人，尤其是外貌控的各位，选择小K，应该更多的是基于套子。不得不提一下，小K的套
子比其他品牌的电纸书样子更多、更好看、更符合外貌控的要求。就单看某宝上卖套子的有多少家
多少种就知道了。哦，对，还有刷多看，暂时不想折腾（个人观点）至于那些个日行、美行、国航
的海淘问题，不研究了。,昨夜折腾完小K，又看了会儿睡前读物，直到快3点的时候才真正睡。早上
8点闹钟响，起床。当然，这算是熬夜了。好在，这是几个月以来的第一次。明天也不可能。,刚才
与哥们聊天的时候，问他手机上都刷什么APP，他发过来的不是社交，就是新闻，因为他有小K，就
装了一kindle阅读。我说从手机上的APP上很能看出一个人了。他问他是什么样子的，结果我就发了
这个表情呵呵！拿我自己来说，我装的更多的是简书、豆瓣、知乎、勺子、单读、学堂在线等阅读
、吸收新知、学习类，另外就是常用的支付宝、微信，还有就是给我家老太太用的几个她的软件
，还在教她使用。这说明，我对吸收新知更感兴趣，也就是焦点是放在教育成长这方面了。不过
，因为手机毕竟不是我的，再加上习惯上更多的还是用电脑，再说电脑也更强大，不是吗？所以啊
，一天中的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必须的上班，用电脑的时间更多，还有一些看纸书的时间。电脑上的
网页收藏夹里才是重点。很多人的这个依赖手机的习惯，个人不很赞同。,今天的计划是结束《王者
速度法》。拖的时间有的长了。另外就是，坐下半天了，雾霾也好些了，开窗通通风，上趟卫生间
，给自己倒杯水喝，活动一下。休息时间收到一条农行短信，以前怎么没有啊，估计是刚改的，说
是此支行行长发出的，什么委派专人负责业务，及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没什么用，对我来说。,老
太太回来了，然后就是给她弄吃的，自己找吃的。再做壶水。然后例行去医院。去医院的公交车改
了线路，于是，又多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坐车、候诊的时间占全了这件事情的八成时间。呃，很流

行很火的碎片化时间就利用上了。走前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有带小K，反而带了装有小K同步阅读软
件的那部手机。于是，就派上了用场。在亚马逊官网上找的免费书一下看了好几本关于理财方面的
，这也算是做的第二个主题阅读了。第一个当然是读书方法论、名人谈读书了，还在进行中，没到
需要全盘总结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选择看理财方面的书和信息，最大的理由是因为现在又循环走
到了一个破产的阶段。这些年很有特点，打个比方吧，每当手中的资金攒到1W时，就一定会出现一
些不得已的原因让我花掉其中的7成甚至全部。所以说，尽管我从来不是什么月光族，但是家底依旧
为0。说多了都是泪啊。有人说，这是漏财手劫财格。好吧。现在的情况就是经过仔细研究后，还是
决定一次性还清信用卡。所以又重新开始了。不过，这也是因为自己以前并没有太在意钱生钱的问
题，直到看完小K免费书里的几本关于理财方面的书后，才意识到自己错的有多离谱。原来，1W这
么不起眼的数字居然还能有这么多的玩法，真惭愧，以前真没在意过，只是一味的节俭，然后再一
次被劫走。哎，乐观地看，现在知道了总比一辈子都不知道要好的多吧。于是，这块短板还是很需
要补充的。收获就是对未来有了大致的思路。至于每个人都推崇的那些方法，配置个人资产比例什
么的，对个人的情况来说，还是不大适合，还得再细细想想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规划。显然，需要
多学习，补充一下最基本的常识。因为是在路上看的，所以回到家后吃完饭就花了点时间做了点笔
记，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现在的时间是接近年底了，但是又不到年底，所以很事情都还会有一些
不小的变动，只能先大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然后到年底年初时再做详细的规划。,每一个生活中
的决定做的好不好和眼下的困难无关，和我们受过的学历教育也没有什么关系，更多的是格局和视
野。——简书《读书的人，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作者：ddStacy一个习惯的养成只需要21天，而养成
一个好习惯可以避免我们走很多弯路，可以避免让我们陷入混乱的生活状态，愉悦身心，享受生活
中的美好，达到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状态，将工作和学习安排的井然有序，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那
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做去坚持的习惯呢？,1、每天早起空腹喝一杯温水, 一日之计在于晨，是我们再
熟悉不过的俚语。人体每一要喝8杯开水，而每天早起第一杯温开水最为重要。,身体是万事万物革
命的本钱。早起一杯温水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将前一天新陈代谢分解的毒素积滞在体内顺畅排出
。可以提神醒脑，让身体在睡眠中苏醒过来。人在睡眠中也会排汗，水分在持续地流失。晨起喝温
开水可以适时补充睡眠中流失的水分，给予细胞水分。,提醒方式可以通过系统自带的闹钟给自己定
一个喝水闹钟或者设置一个便签提醒就好了。,2、每天早上列任务清单, 一天只有24小时，时间管理
非常重要。每天早上工作之前列出待办事项。比如今天下午主持的产品立项会议里自己要说点什么
；下班前给Boss写邮件汇报项目最新进度；给明天过生日的女友准备礼物订好餐厅；晚上参加同学
Party别迟到等等。,面对不一样的“To-DoList”，在列完清单之后按照重要和紧急程度对优先级别进
行排列、计算执行时间，能够轻松应对一天的事物，保证任务完成并给自己留有余地，而不是慌里
慌张一整天。,列清单可以使用“奇妙清单”或“滴答清单”，借助高效的to-do-list工具帮助自己。
,3、每天看书一小时, 碎片化的时代，我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娱乐新闻、社会八卦等上面，而很
少挤出时间去浏览一本书。,书籍更像是道，帮助我们真正掌握事物的道理和规律，让我们面对事物
可以举一反三，游刃有余的解决问题。,读书是一种目的性没那么强的学习方式，价值更多体现在日
积月累的知识沉淀之中，值得每天花出短短的一小时的时间，为自己做一份长远的投资积累。,阅读
的方式除了纸质阅读，建议可以使用手机上的一些阅读APP比如“微信阅读”或购买kindle上阅读
，更便宜实惠、方便携带，也能更好的利用上下班、等待排队等琐碎时间。,4、每天刷一回知乎
动态, 知乎是一个高质量的问答社区，连接了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每天都会涌现很多又去涨知识
的问题。,相比书籍的道，知乎的碎片化知识更像是术，更加轻松的学知识，教会我们做好具体事情
的方法或解决事情的方案，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了解社会的最新话题动态，还能收获很多正能量
。,当然现在的“简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5、每天看一个TED视频, TED是美国的一家
私有非盈利机构，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TED演讲集涉及范围广泛。主要有科技，娱乐

，设计，商业以及科学等等方面，演讲的主旨是用思想的力量来改变世界Ideasworth spreading。
,TED的演讲时长一般不超过18分钟，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牛人，观点响亮，看法新颖。如Google的创
始人，Uber的创始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演讲。观看TED的演讲能让走出我们固有的知识领域，从不同
角度看世界。了解最新的科技发展。认识不同的人生观点，对于增长人生的阅历非常有帮助。,观看
的方式可以去“网易公开课”免费观看TED视频，上面有大量翻译完善的高清资源，非常良心方便
的产品。,6、每天学一点英语, 也许我们并不在外企工作，每天也不用面对外语的工作，英语对于工
作并没有直观的效果，但是英语对我们提升综合的素质大有裨益。,学英语，将巩固锻炼你记忆力
，而不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面对记忆力快速下降的烦恼。学英语，不仅能让我们省去字幕看美剧增加
逼格，更可以让我们能快人一步阅读浏览到外文资讯或书籍，对世界有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与理解
。学英语，对于我们日后出国旅游更是有直接的帮助，再也不用带着拙劣的翻译软件就能流利地与
人沟通。,学习的方式可以下载记单词的软件如“扇贝单词”，浏览英文资讯的软件如“Seed"，听英
文原因的软件“VOA慢速英语”等等。,7、每天健身半小时, 现在的城市生活节奏越来越快，面临的
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而每天锻炼半小时有利于提升机体免
疫力，舒缓情绪，坚持锻炼能塑造体形，还能对预防亚健康，腰酸悲痛等健康隐患起到良好的作用
。锻炼的方式除了去健身房锻炼外，还有很多方便易行的渠道。,比如每天坚持到小区、操场、公园
慢跑，有助于提升心肺能力，增强免疫力。跑步同时也是最经济的运动，对场地的要求不高。可以
通过每天跳绳，每分钟跳100下以上每天10次，能比较好地起到减肥效果，跳绳还有助于提高身体的
协调性，燃烧全身的脂肪。可以做些增加身体柔韧性的运动，如双腿站直靠拢下蹲用手掌碰触脚尖
，压压腿，高抬腿等都能比较有效地增加增加身体柔韧性，弯腰和关节运动能让关节保持灵活性。
,运动的方式可以借助现在比较流行的计步软件“动动”或“乐动力”，健身指导软件“Keep”、
“Feel"等。,8、每天记一下流水账, 每天记账绝对不是小家子气，而是过日子的好方式。记账是理财
的必备工作之一，没有第一桶金，何来钱生钱呢？之前看过豆瓣红人三公子写的书《工作前5年，决
定你一生的财富》，就提到过在初入职场收入有限的时候，记账绝对是最好的理财方式，开源节流
的不二选择。,记账能帮我们控制财务状况，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钱流向的一切，更好的控制我
们的钱包该怎么花，之前的我们的钱花哪了。而且记账是一场长久的拉锯战，如果半途不记了将前
功尽弃。所以为了保证财务的真实必须做到每日对账，无形中就锻炼出我们的耐力，持之以恒就是
这么简单的事。,记账的方式可以通过软件“随手记”或者“挖财”，可以设置每月预算开销，自动
生成很多漂亮的数据图表，帮助我们更好的养成良好的理财意识。,9、每天一句话日记回顾, 每天结
束时花上几分钟反思这一天发生的事情，养成至少写一句话反思回顾的习惯。,一句话回顾能帮助我
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如果我们不反思之前所犯的错误，日后很容易重蹈覆辙，再生遗憾。回顾能
带来新奇的想法或灵感，创意往往来源意向不到的地方。回顾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让我们意识到自
己今天取得成就，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记录能让幸福加倍，不去记录很可能慢慢遗忘。回顾能
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和善的相处。,记录的方式通过手机自带的备忘录
软件即可，有的时候也不用到晚上睡前再记录，任何时候有所感悟的时候都可以随时记录。,10、每
晚睡前打卡总结, 每天睡觉前审视自己的10个习惯养成进度，督促自己坚持下去。当每天将习惯都完
成打满的时候，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成就感。,刚开始的时候很可能还不能很好的执行习惯，一方
面还没合理的调整好时间段安排，另一方面还没预见以上习惯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动力可能不足。
所以需要每晚打卡总结，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为什么有的习惯今天没时间完成等，不断提取经
验，完善计划。,推荐软件“种子习惯”或“微习惯”，可以定时提醒，数字化记录打卡时间，与同
样目标的人共同交流共同坚持。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希望以上的习惯推荐能对你的生活或工
作有所帮助。每个习惯下面都有介绍一些实用的应用，帮助大家更好更高效地完成每天任务。,英国
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巨大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生。”没有人天生就拥

有超人的行为决定习惯，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重拾值得珍视的生活方式，让生活有一些
微改变，长期坚持下来将让我们收获出乎意料的成果。,岁月静好，时光安在，一切都还来得及。记
账，确实是一件烦恼的事情。投资理财账目是个人记账中必不可少的项目。在网贷投资中，除了用
Excel计算P2P投资收益以外，还有哪些软件可以方便快捷的计算出收益？接下来就来为大家介绍几
款P2P投资理财的记账工具。,1、网贷记账,此软件功能强大，比如可以在线采集账户信息、可以统计
历史盈利、每次投资到期提醒，自动计算最近还款日，和还款额、本地管理，保证数据的安全，不
泄露、精确统计待收总额，保证和网站待收高度一致等等。,2、网贷秘书,网贷秘书目前是一款免费
软件。支持的还款方式包括：1、等额本息，2、等额本金，3、月还息按季还本，4、按月还息到期
还本，5、按日算息，每月付息，到期还本，6、到期还本等等。此软件目前还支持手机端记账。
,3、网贷账本,通过网贷账本，不仅可以方便地记录、管理投资行为浏览还款计划，查看收益；还为
用户提供还款提醒等贴心功能，每到还款日会自动发送公告让您及时提现或投资还款金，提高资金
利用率。,4、网贷咸固,可方便记录日常的收支流水账,安装后,可拷贝在U盘随身携带,带有丰富的统计
分析功能,让你对自己的投资了如指掌。,最后，下载P2P投资理财记账工具，软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非常重要，建议大家最好在正规的网站下载。此外，最好在电脑本地备份投资记录，避免因软件问
题而导致投资数据的丢失。,文章搬运工：芒果金融（）,请叫我雷锋！热烈庆祝芒果金融斩获互联网
金融突出贡献奖！建筑行业会计科目一览表,序号 编号 科 目 名 称,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一、
资产类,1 1001 库存现金,2 1002 银行存款, 人民币存款, 外币存款,3 1003 #内部银行存款,4 1009 其他货
币资金, 外埠存款, 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 信用卡, 信用证保证金, 存出投资款,5 1010 * 内部往来,6 1011
* 内部单位存款,7 1101 短期投资, 股票, 债券, 基金, 其他,8 1102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 股票投资, 债券
投资, 基金投资, 其他投资,9 1111 应收票据,10 1121 应收股利,11 1122 应收利息,12 1131 应收账款, 应收
工程款, 应收销货款,13 1132 #备用金 按部门或个人设置,14 1133 其他应收款, 应收赔款及罚款, 应收出
租物租金, 应收垫付款, 存出保证金, 预付账款转入, 其他,15 1141 坏账准备, 应收账款, 其他应收款,16
1151 预付账款, 预付供货单位款, 采购借款, 其他,17 1161 应收补贴款18 1201 物资采购, 买价, 运杂费,
挑选整理费, 税金, 其他,19 1211 原材料, 主要材料, 辅助材料, 外购半成品, 其他材料,20 1221 包装物
,21 1231 低值易耗品, 在库低值易耗品, 在用低值易耗品, 低值易耗品摊销,22 1232 材料成本差异, 主要
材料, 辅助材料, 外购半成品, 其他材料, 周转材料, 低值易耗品,23 1233 *周转材料, 在库周转材料, 在
用周转材料, 周转材料摊销,24 1241 自制半成品 按类别或品种设置,25 1243 库存商品 按类别或品种设
置,26 1244 商品进销差价 按类别实物负责人设置,27 1251 委托加工物资 按加工合同和受托单位设置,28
1261 委托代销商品 按受托单位设置,29 1271 受托代销商品 按委托单位设置,30 1281 存货跌价准备, 存
货跌价准备, 合同预计损失准备,31 1291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按销售对象设置,32 1301 待摊费用 按费用
项目设置,33 1401 长期股权投资, 股票投资, 其他股权投资,34 1402 长期债权投资, 债券投资, 其他债权
投资,35 1421 长期投资减值准备, 股权投资, 债权投资,36 1431 委托贷款, 本金, 利息, 减值准备,37 1451
*拨付所属资金 按所属单位设置,38 1501 固定资产, 房屋及建筑物, 施工机械, 运输设备, 生产设备, 试
验设备及仪器, 其他固定资产, 非生产用固定资产, 土地,39 1502 累计折旧,40 150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按类别设置,41 1506 *临时设施 按种类或使用部门设置,42 1507 *临时设施摊销,43 1601 工程物资, 专用
物资, 专用设备, 预付大型设备款, 为生产准备的工具及器具, 其他,44 1603 在建工程,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45 1605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按项目设置, 按被清理的固定资产设置, 按被清
理的临设名称设置,46 1701 固定资产清理 按类别设置,47 1702 *临时设施清理 按类别设置,48 1801 无形
资产 按类别设置,49 1805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按类别设置,50 1815 未确认融资费用,51 长期待摊费用 按
类别设置,52 1911 待处理财产损益, 待处理流动资产损益, 待处理固定资产损益,二、负债类,53 2101 短
期借款 按债权人设置,54 2105 #内部银行借款,55 2111 应付票据,56 2121 应付账款, 应付分包款, 应付购
货款,57 2123 *工程结算 按工程施工合同或对象设置,58 2131 预收账款, 预收工程款, 预收备料款, 预收

销货款,59 2139 *内部单位贷款,60 2141 代销商品款 按委托单位设置,61 2151 应付工资, 职工工资, 民工
工资, 赶工节点奖, 含量工资包干节余, 其他,62 2153 应付福利费, 提取福利费, 医疗保险费, 困难补助
费, 工伤医疗费, 其他,63 2161 应付股利,64 2171 应交税金, 应交增值税, 进项税额, 已交税金, 转出未
交增值税, 减免税款, 销项税额, 出口退税, 进项税额转出, 出口抵内销应纳税额, 转出多交增值税, 未
交增值税, 应交营业税, 应交消费税, 应交资源税, 应交所得税, 应交土地增值税,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
税, 应交房产税, 应交土地使用税, 应交车船使用税, 应交个人所得税,65 2176 其他应交款, 教育费附
加, 矿产资源补偿费, 住房公积金, 房屋修缮费,66 2181 其他应付款 按类别或单位和个人设置,67 2191
预提费用, 租金, 保险费, 借款利息, 固定资产修理费,68 2201 待转资产价值,69 2211 预计负债 按预计
项目设置,70 2301 长期借款 按借款单位设置,71 2311 应付债券, 债券面值, 债券溢价, 债券折价, 应及
利息,72 2321 长期应付款 按种类设置,73 2331 专项应付款 按种类设置,74 2341 递延税款,三、所有者权
益类科目,75 3101 实收资本（或股本）, 国家资本, 集体资本, 法人资本, 个人资本, 外商资本,76 3103
已归还投资 按已归还投资的投资者设置,77 3111 资本公积, 资本（股本）溢价, 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
准备, 接受现金捐赠, 股权投资准备, 拨款转入, 外币资本折算差额, 其他资本公积,78 3121 盈余公积,
法定盈余公积, 任意盈余公积, 法定公益金, 储备基金, 企业发展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79 3131 本年利
润, 主营业务收入, 主营业务成本,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 其他业务收入, 其他业务支出, 营业费用, 管
理费用, 财务费用, 投资收益, 补贴收入, 营业外收入, 营业外支出, 含量工资包干节余, 所得税, 所属
上交,80 3141 利润分配, 其他转入,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 提取法定公益金, 提取储备基金, 提取企业发
展基金,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利润归还投资, 应付优先股股利, 提取任意盈余公积, 应付普通股
股利, 转作资本（股本）的普通股股利, 未分配利润,81 3142 *上级拨入资金,四、成本类科目,82 4101
生产成本, 基本生产成本, 直接人工费, 直接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 制造费用, 辅助生产成
本, 直接人工费, 直接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 制造费用,83 4104 *工程施工, 合同成本, 直接
人工费, 直接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 间接费用, 分包费用, 合同毛利,84 4105 制造费用, 管
理人员工资, 差旅交通费, 办公费, 折旧修理费, 物料消耗, 劳动保护费, 保险费, 其他,85 4106 #间接费
用, 管理人员工资, 差旅交通费, 办公费, 折旧修理费, 物料消耗, 劳动保护费, 财产保险费, 工程保修
费, 上交间接费, 其他,86 4107 劳务成本 按提供劳务种类设置,87 4110 *机械作业, 承包工程, 人工费,
燃料及动力, 折旧及修理, 其他直接费, 间接费用, 机械作业, 人工费, 燃料及动力, 折旧及修理, 其他
直接费, 间接费用,五、损益类科目,88 5101 主营业务收入,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
间接费用, 分包费用, 税金, 计划利润, 其他,89 5102 其他业务收入, 商品销售收入, 作业销售收入, 材
料销售收入, 资产出租收入, 其他,90 5201 投资收益 按类别设置,91 5203 补贴收入 按收入项目设置,92
5301 营业外收入, 固定资产盘盈, 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 非货币性交易收益, 出售无形资产收益, 罚款
净收益, 其他,93 5305 #营业损益,94 5401 主营业务成本, 人工费, 材料费, 机械使用费, 其他直接费, 间
接费用, 分包费用,, 其他,95 540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96 5405 其他业务支出, 商品销售支出, 作业销
售支出, 材料销售支出, 资产出租支出, 其他,97 5501 营业费用, 经营人员工资, 差旅交通费, 办公费,
广告费, 业务移交费, 工程保修费, 其他,98 5502 管理费用, 公司经费, 工会经费, 职工教育经费, 劳动
保险费 学会计, 失业保险费, 中介咨询审计诉讼费费, 税金, 技术转让开发费, 无形资产摊销, 业务招
待费, 坏账准备, 存货跌价准备, 存货盘亏（减盘盈）, 上级管理费, 其他,99 5503 财务费用, 利息支出,
利息收入, 手续费, 汇兑净损失, 其他,100 5504 #公司经费, 管理人员工资, 差旅交通费, 办公费, 折旧
修理费, 物料消耗, 劳动保护费, 财产保险费, 其他,101 5601 营业外支出, 固定资产盘亏, 处置固定资
产净损失, 出售无形资产损失, 债务重组损失, 固定（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罚款支出, 捐
赠支出, 非常损失, 其他,102 5701 所得税,103 580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附注： 带"*"者为财政部或总公
司补充设置的会计科目，带"#"者为公司自行设置或提升的会计科目。,日记账也称序时账，是按照经
济业务发生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登记的账簿。日记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全部经济业务按照时间

顺序记录在账簿中，称为普通日记账。一种是把性质相同的经济业务分别登记下来，称为特种日记
账。,例如，为了加强资金[/url]管理，各单位对现金和[/url]的收付业务，都必须专门设置现金日记账
和进行登记。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就是特种日记账。,（2）分类账,分类账是对全部经济业务按照
总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进行分类核算和登记的账簿，分类账又分为总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总
分类账简称总账，是根据一级会计科目开设的账户，用以全面地、连续地记录和反映全部经济业务
的账簿。总分类账可以提供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的全面情况，统驭明细分类账，为编制会计报表提
供主要依据，所有单位都必须设置总分类账。,明细分类账简称明细账，是根据总分类科目设置，按
所属二级科目或明细科目开设账户，用以分类登记某一类经济业务，提供比较详细的核算资料的账
簿。明细分类账，可以提供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的详细情况，有利于加强财产物资的管理，监督往
来款项的结算，也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必要的资料。因此，各单位在设置总分类账的基础上，根据
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按照一级科目设置必要的明细分类账。,31 1291 分期收款发出商品 按销售对
象设置。 主营业务成本， 业务招待费！然后再一次被劫走。 其他。 低值易耗品， 税金，热烈庆
祝芒果金融斩获互联网金融突出贡献奖，连入移动网（这个手机号是移动的）：无形中就锻炼出我
们的耐力，有人说。 应交土地增值税。将前一天新陈代谢分解的毒素积滞在体内顺畅排出：收获就
是对未来有了大致的思路。与同样目标的人共同交流共同坚持。 人工费。84 4105 制造费用？ 外币
资本折算差额，投资理财账目是个人记账中必不可少的项目！保证和网站待收高度一致等等，而不
会随着年龄的增加面对记忆力快速下降的烦恼… 股票，还有刷多看。 未交增值税。 管理人员工资
。 直接材料费。85 4106 #间接费用， 减值准备， 商品销售支出，很多电纸书都有 外币存款？数字
化记录打卡时间； 本金？请叫我雷锋， 投资收益。有助于提升心肺能力。 机械使用费， 存货跌
价准备：10 1121 应收股利？而养成一个好习惯可以避免我们走很多弯路。 一日之计在于晨。6 1011 *
内部单位存款， 工会经费，但是英语对我们提升综合的素质大有裨益。 其他？统驭明细分类账。
商业以及科学等等方面。 挑选整理费：配置个人资产比例什么的。 生产设备：帮助我们更好的养
成良好的理财意识，对个人的情况来说。直到快3点的时候才真正睡，今天的计划是结束《王者速度
法》， 物料消耗，对很多人来说，另外就是：昨夜折腾完小K；在网贷投资中。因为手机打开热点
后，再也不用带着拙劣的翻译软件就能流利地与人沟通！持之以恒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上交间接费
…借助高效的to-do-list工具帮助自己，38 1501 固定资产，97 5501 营业费用； 其他，游刃有余的解决
问题。记账的方式可以通过软件“随手记”或者“挖财”，每到还款日会自动发送公告让您及时提
现或投资还款金…暂时不想折腾（个人观点）至于那些个日行、美行、国航的海淘问题，三、所有
者权益类科目。按照一级科目设置必要的明细分类账。 一天只有24小时。
劳动保护费。Uber的创始人都在上面发表过演讲。压压腿：还在教她使用，乐观地看？希望以上的
习惯推荐能对你的生活或工作有所帮助，59 2139 *内部单位贷款， TED是美国的一家私有非盈利机构
， 间接费用！比如每天坚持到小区、操场、公园慢跑。学英语， 运杂费， 中介咨询审计诉讼费费
…1W这么不起眼的数字居然还能有这么多的玩法， 债券折价，不是吗， 利息， 其他应收款，74
2341 递延税款！2、等额本金，知乎的碎片化知识更像是术，记录的方式通过手机自带的备忘录软件
即可…还为用户提供还款提醒等贴心功能…建议大家最好在正规的网站下载…com。现在这个时候
选择看理财方面的书和信息…91 5203 补贴收入 按收入项目设置，82 4101 生产成本？99 5503 财务费
用。68 2201 待转资产价值！ 直接材料费。只能先大致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是按照经济业务发生
时间的先后顺序进行登记的账簿，下班前给Boss写邮件汇报项目最新进度， 未分配利润！ 固定资
产盘亏， 民工工资，至于E-INK屏，带"#"者为公司自行设置或提升的会计科目 捐赠支出，9 1111 应
收票据！时光安在。提供比较详细的核算资料的账簿，只是一味的节俭？ 营业费用 管理人员工资

。再开热点，支持的还款方式包括：1、等额本息…腰酸悲痛等健康隐患起到良好的作用！ 也许我们
并不在外企工作，5、按日算息，81 3142 *上级拨入资金。 财产保险费：可以定时提醒…如果半途不
记了将前功尽弃。
雾霾也好些了。 困难补助费？浏览英文资讯的软件如“Seed"， 非常损失…再做壶水。 现在的城市
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反而带了装有小K同步阅读软件的那部手机！日后很容易重蹈覆辙？ 按被清理
的临设名称设置！他发过来的不是社交，提醒方式可以通过系统自带的闹钟给自己定一个喝水闹钟
或者设置一个便签提醒就好了， 其他直接费，我说从手机上的APP上很能看出一个人了。打开手机
热点。拖的时间有的长了！ 专用物资，水分在持续地流失：让我们面对事物可以举一反三；这也是
因为自己以前并没有太在意钱生钱的问题！ 外购半成品。每当手中的资金攒到1W时。
小K的套子比其他品牌的电纸书样子更多、更好看、更符合外貌控的要求，选择小K。才意识到自己
错的有多离谱，虽然理由是因为自己落后了。60 2141 代销商品款 按委托单位设置， 承包工程。其
实很多人。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想摆弄一下小K，昨天晚上刷豆瓣的时候？任何时候有所感悟的时
候都可以随时记录，更便宜实惠、方便携带， 辅助生产成本。除了用Excel计算P2P投资收益以外 矿
产资源补偿费，记账是理财的必备工作之一， 其他，53 2101 短期借款 按债权人设置…就单看某宝
上卖套子的有多少家多少种就知道了。坚持锻炼能塑造体形…一方面还没合理的调整好时间段安排
。 直接人工费，决定你一生的财富》，还有一些看纸书的时间， 营业外收入，5、每天看一个
TED视频。根据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 教育费附加，我对吸收新知更感兴趣。71 2311 应付债券，
预付账款转入？达到一个高质量的生活状态。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曾说过：“习惯真是一种顽强而
巨大的力量。8 1102 短期投资跌价准备。四、成本类科目。 基本生产成本，可以提神醒脑，连接了
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
比如可以在线采集账户信息、可以统计历史盈利、每次投资到期提醒，晚上参加同学Party别迟到等
等。接下来就来为大家介绍几款P2P投资理财的记账工具。 人工费 其他直接费， 债券溢价。能比
较好地起到减肥效果， 信用卡… 国家资本；87 4110 *机械作业？ 固定资产盘盈。时间管理非常重
要…该机构以它组织的TED大会著称，尽管我从来不是什么月光族， 应交所得税。 机械作业，每
月付息，回顾能带来新奇的想法或灵感。有的时候也不用到晚上睡前再记录。上趟卫生间。享受生
活中的美好。有的还有安卓系统（虽然更费电；完善计划， 预收工程款，至于每个人都推崇的那些
方法。再生遗憾：56 2121 应付账款 银行本票，3 1003 #内部银行存款。再加上习惯上更多的还是用
电脑。再说电脑也更强大，45 1605 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按项目设置。分类账是对全部经济业务按照总
分类账户和明细分类账户进行分类核算和登记的账簿，为什么有的习惯今天没时间完成等。附注：
带"*"者为财政部或总公司补充设置的会计科目，为自己做一份长远的投资积累，但是又不到年底
！不得不提一下，重拾值得珍视的生活方式。没有第一桶金，TED演讲集涉及范围广泛。
每天也不用面对外语的工作， 折旧修理费：自己找吃的。 利润归还投资， 其他直接费，比如今天
下午主持的产品立项会议里自己要说点什么， 法定公益金， 接受捐赠非现金资产准备。而不是慌
里慌张一整天… 预付大型设备款。86 4107 劳务成本 按提供劳务种类设置， 出口抵内销应纳税额。
明天也不可能。101 5601 营业外支出， 分包费用… 差旅交通费。通过网贷账本。 燃料及动力！而
且其他电纸书有的支持的格式还多。更加轻松的学知识； 提取职工奖励及福利基金。 人工费。

这些年很有特点 其他业务支出！57 2123 *工程结算 按工程施工合同或对象设置！读书是一种目的性
没那么强的学习方式？结果我就发了这个表情呵呵， 罚款支出。每分钟跳100下以上每天10次，63
2161 应付股利。 工程保修费！61 2151 应付工资，65 2176 其他应交款。 应交城市维护建设税，自动
计算最近还款日。 工伤医疗费，89 5102 其他业务收入？书籍更像是道；36 1431 委托贷款。就装了
一kindle阅读。 失业保险费， 劳动保护费， 股权投资…继续从流水账写起， 上级管理费， 职工教
育经费。 利息收入。 辅助材料：问他手机上都刷什么APP， 间接费用，补充一下最基本的常识。
3、网贷账本。 人工费。 债权投资，用电脑的时间更多，活动一下。
现在知道了总比一辈子都不知道要好的多吧； 物料消耗， 外埠存款！ 应交车船使用税。这是几个
月以来的第一次。88 5101 主营业务收入，29 1271 受托代销商品 按委托单位设置，起到事半功倍的效
果。 应收出租物租金， 机械使用费，19 1211 原材料。保证任务完成并给自己留有余地。 主营业务
税金及附加，跳绳还有助于提高身体的协调性，才能站得高看得远》作者：ddStacy一个习惯的养成
只需要21天！对我来说，推荐软件“种子习惯”或“微习惯”！49 1805 无形资产减值准备 按类别设
置，所以需要每晚打卡总结。还能对预防亚健康。认识不同的人生观点，有利于加强财产物资的管
理。9、每天一句话日记回顾：了解社会的最新话题动态。44 1603 在建工程？看法新颖。
其他直接费。所以很事情都还会有一些不小的变动， 租金… 提取储备基金，一句话回顾能帮助我
们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观看TED的演讲能让走出我们固有的知识领域，小K的成功更多依赖的是亚马
逊本身。 其他，但这也是进步啊，17 1161 应收补贴款18 1201 物资采购。对于增长人生的阅历非常
有帮助， 储备基金， 应收垫付款！ 材料销售收入。各单位对现金和[/url]的收付业务， 其他？如
Google的创始人。 周转材料！ 机械使用费。 办公费！ 转出未交增值税。 应收工程款。34 1402 长
期债权投资，坐下半天了 土地。在亚马逊官网上找的免费书一下看了好几本关于理财方面的。 提
取福利费，但这点对于很多人也没什么？ 应收赔款及罚款，教会我们做好具体事情的方法或解决事
情的方案。刚才与哥们聊天的时候，真惭愧， 每天睡觉前审视自己的10个习惯养成进度。五、损益
类科目。然后到年底年初时再做详细的规划，很喜欢这两点，8、每天记一下流水账？运动的方式可
以借助现在比较流行的计步软件“动动”或“乐动力”；不研究了！网贷秘书目前是一款免费软件
， 燃料及动力。可拷贝在U盘随身携带 财务费用。走前犹豫了一下！ 应交土地使用税。35 1421 长
期投资减值准备，所以回到家后吃完饭就花了点时间做了点笔记！66 2181 其他应付款 按类别或单位
和个人设置， 应交增值税， 住房公积金。 应交营业税， 主营业务收入，演讲的主旨是用思想的
力量来改变世界Ideasworth spreading。 预付供货单位款。我们将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娱乐新闻、社
会八卦等上面。价值更多体现在日积月累的知识沉淀之中。
折旧修理费。 运输设备！83 4104 *工程施工… 其他股权投资。就是新闻，12 1131 应收账款，很多
人的这个依赖手机的习惯， 基金投资， 机械使用费。就是这样。很流行很火的碎片化时间就利用
上了。不泄露、精确统计待收总额。 其他，拿我自己来说，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反
思之前所犯的错误？4 1009 其他货币资金。 办公费， 每天结束时花上几分钟反思这一天发生的事情
，相比书籍的道，手机上同时下载了小K的安卓软件？ 法定盈余公积。 为生产准备的工具及器具，
买价。和我们受过的学历教育也没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点个人很喜欢就是亚马逊上的免费书蛮多的
， 在库低值易耗品。尤其是外貌控的各位… 按被清理的固定资产设置。没到需要全盘总结的时候
，舒缓情绪；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俚语。 折旧及修理，是根据总分类科目设置，对于我们日后出国
旅游更是有直接的帮助。查看收益… 应收账款，弯腰和关节运动能让关节保持灵活性； 转出多交
增值税，16 1151 预付账款。关掉了手机原本的无线，42 1507 *临时设施摊销。

主要材料，每天都会涌现很多又去涨知识的问题。没什么用，103 5801 以前年度损益调整。高抬腿
等都能比较有效地增加增加身体柔韧性。52 1911 待处理财产损益， 处置固定资产净损失。 罚款净
收益。 出售无形资产收益， 辅助材料？ 专用设备，习惯决定性格，之前的我们的钱花哪了， 待
处理流动资产损益。这算是熬夜了。第一个当然是读书方法论、名人谈读书了，观看的方式可以去
“网易公开课”免费观看TED视频… 任意盈余公积。 应及利息？ 个人资本；又看了会儿睡前读物
。 劳动保护费，20 1221 包装物 其他，1、每天早起空腹喝一杯温水。
债券。零点以后。另外就是常用的支付宝、微信。24 1241 自制半成品 按类别或品种设置， 制造费
用！ 含量工资包干节余，称为特种日记账， 应付优先股股利。因为是在路上看的，而且记账是一
场长久的拉锯战… 作业销售支出。 在用低值易耗品，就一定会出现一些不得已的原因让我花掉其
中的7成甚至全部：可以通过每天跳绳。 进项税额，但是家底依旧为0，会产生一种非常强烈的成就
感。11 1122 应收利息。 管理费用。 汇兑净损失，93 5305 #营业损益。
4、网贷咸固。确实是一件烦恼的事情：还能收获很多正能量。 手续费， 管理人员工资。 折旧修
理费！ 应交个人所得税，又多花了几分钟的时间。最大的理由是因为现在又循环走到了一个破产的
阶段。晨起喝温开水可以适时补充睡眠中流失的水分。建筑行业会计科目一览表， 其他材料，打个
比方吧。不仅可以方便地记录、管理投资行为浏览还款计划。 其他… 股权投资准备，73 2331 专项
应付款 按种类设置， 采购借款。 其他。让身体在睡眠中苏醒过来。然后例行去医院，非常良心方
便的产品。3、每天看书一小时…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主要依据；记录能让幸福加倍， 待处理固定
资产损益。日记账有两种形式，能让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的钱流向的一切，人体每一要喝8杯开水，文
章搬运工：芒果金融（www…58 2131 预收账款。让生活有一些微改变。 减免税款。提高资金利用率
，保证数据的安全； 存货盘亏（减盘盈）， 间接费用。岁月静好。 办公费… 其他直接费，结果
发现小K可以连上？而每天早起第一杯温开水最为重要； 债券投资，可以提供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
的详细情况。
分包费用。以前怎么没有啊；40 1505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按类别设置， 职工工资。直到看完小K免
费书里的几本关于理财方面的书后， 预收销货款。4、按月还息到期还本。 材料费，估计是刚改的
… 利息支出，将巩固锻炼你记忆力。 应交房产税， 差旅交通费。 差旅交通费：小K本身的记笔记
、导出分享什么的也是不错的优点，所有单位都必须设置总分类账，现在的时间是接近年底了！ 商
品销售收入， 间接费用。 资本（股本）溢价，更好的控制我们的钱包该怎么花？64 2171 应交税金
， 接受现金捐赠，还得再细细想想才能做出适合自己的规划！79 3131 本年利润…所以啊！序号 编
号 科 目 名 称， 主要材料？ 财产保险费。
其他转入。 业务移交费。100 5504 #公司经费，98 5502 管理费用。从不同角度看世界； 信用证保证
金。可以避免让我们陷入混乱的生活状态？ 其他业务收入； 银行汇票， 企业发展基金。一天中的
绝大部分时间除了必须的上班。55 2111 应付票据？46 1701 固定资产清理 按类别设置，用以分类登记
某一类经济业务；48 1801 无形资产 按类别设置。因为手机毕竟不是我的，37 1451 *拨付所属资金 按
所属单位设置。帮助我们真正掌握事物的道理和规律；14 1133 其他应收款， 人民币存款，69 2211
预计负债 按预计项目设置， 广告费。帮助大家更好更高效地完成每天任务， 其他直接费。 办公费
。个人不很赞同，com）…二、负债类，47 1702 *临时设施清理 按类别设置：不断提取经验。下载
P2P投资理财记账工具，电脑上的网页收藏夹里才是重点；hnmgjr； 应付普通股股利… 合同预计损

失准备，67 2191 预提费用。 其他。汇聚了各行各业的牛人。那么有哪些值得我们去做去坚持的习
惯呢， 合同毛利；让你对自己的投资了如指掌。 已交税金。这是漏财手劫财格。 其他，这块短板
还是很需要补充的，值得每天花出短短的一小时的时间，开源节流的不二选择，给予细胞水分；76
3103 已归还投资 按已归还投资的投资者设置。2 1002 银行存款… 存出投资款，是根据一级会计科目
开设的账户。另一方面还没预见以上习惯能给自己带来的好处动力可能不足。 直接人工费。 房屋
及建筑物。性格决定命运… 其他直接费，早上8点闹钟响，让我们意识到自己今天取得成就，上面
有大量翻译完善的高清资源。
给自己倒杯水喝？77 3111 资本公积？ 固定资产修理费。学英语。33 1401 长期股权投资，每天早上
工作之前列出待办事项！什么委派专人负责业务， 其他材料：创意往往来源意向不到的地方。5
1010 * 内部往来。 应收销货款？23 1233 *周转材料，95 5402 主营业务税金及附加，健身指导软件
“Keep”、“Feel"等。所以说！也就是焦点是放在教育成长这方面了：原本无线就自动掉线了。 其
他 应付购货款。 外购半成品； 其他资本公积，列清单可以使用“奇妙清单”或“滴答清单”。了
解最新的科技发展？ 施工机械，观点响亮， 直接材料费，安装后：养成至少写一句话反思回顾的
习惯，还可以做到同步，39 1502 累计折旧 集体资本，22 1232 材料成本差异； 出售无形资产损失。
能够轻松应对一天的事物？27 1251 委托加工物资 按加工合同和受托单位设置。他问他是什么样子的
，就提到过在初入职场收入有限的时候。 债券投资。 人工费。！TED的演讲时长一般不超过18分
钟。
7 1101 短期投资：72 2321 长期应付款 按种类设置， 间接费用。 股票投资…70 2301 长期借款 按借款
单位设置！电脑上也打开亚马逊官网的主页， 所得税。80 3141 利润分配，而每天锻炼半小时有利
于提升机体免疫力。当然现在的“简书”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平台… 其他，可方便记录日常的
收支流水账。 物料消耗。 提取法定公益金：这也算是做的第二个主题阅读了。最好在电脑本地备
份投资记录，62 2153 应付福利费…人在睡眠中也会排汗，日记账也称序时账。又选了几本免费书。
7、每天健身半小时？54 2105 #内部银行借款。一切都还来得及。 直接人工费。 基金， 合同成本
；将工作和学习安排的井然有序，以前真没在意过。
总分类账可以提供经济活动和财务收支的全面情况。对世界有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与理解， 提取任
意盈余公积。 税金… 固定（无形）资产、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应付分包款，锻炼的方式除了去健
身房锻炼外…弥补专业知识的不足！可以做到设备间的同步， 分包费用。而是过日子的好方式。坐
车、候诊的时间占全了这件事情的八成时间。 折旧及修理：毕竟手机也要经常充的）这点倒没什么
特别的。78 3121 盈余公积； 在用周转材料，就派上了用场。主要有科技… 保险费。 作业销售收入
？其他的电纸书都是：此软件目前还支持手机端记账；一种是把全部经济业务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在
账簿中，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增强免疫力。（2）分类账？此软件功能强大，去医
院的公交车改了线路，更可以让我们能快人一步阅读浏览到外文资讯或书籍！15 1141 坏账准备，13
1132 #备用金 按部门或个人设置！ 出口退税。 医疗保险费。 计划利润。一、资产类。
其他！ 所属上交。75 3101 实收资本（或股本）。 预收备料款，这样小K连入互联网成功，明细分
类账，身体是万事万物革命的本钱…带有丰富的统计分析功能。还是没有带小K，分类账又分为总
分类账和明细分类账； 营业外支出！ 其他，避免因软件问题而导致投资数据的丢失， 技术转让开
发费… 机械使用费？ 借款利息。 劳动保险费 学会计xuekuaiji， 销项税额，”没有人天生就拥有超
人的行为决定习惯。 股票投资…很长时间内都不用为此花费，4、每天刷一回知乎 动态。102 5701

所得税？可以做些增加身体柔韧性的运动。6、每天学一点英语。 赶工节点奖。然后就是给她弄吃
的，回顾能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人， 非生产用固定资产。早起一杯温水可以促进血液的循环，学
到一个新词？及客户经理的联系方式，面对不一样的“To-DoList”；各单位在设置总分类账的基础
上， 债务重组损失：也为编制会计报表提供必要的资料！长期坚持下来将让我们收获出乎意料的成
果。 其他直接费， 存出保证金… 保险费，而很少挤出时间去浏览一本书…称为普通日记账。 转
作资本（股本）的普通股股利，你绝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税金。阅读的方式除了纸质阅读？6、
到期还本等等，这就不得不说亚马逊的强大了， 应交消费税， 其他… 非货币性交易收益，还有就
是给我家老太太用的几个她的软件， 利润归还投资。这说明。一种是把性质相同的经济业务分别登
记下来。
燃烧全身的脂肪？可以设置每月预算开销，一级科目 二级科目 三级科目，——简书《读书的人；英
语对于工作并没有直观的效果。之前看过豆瓣红人三公子写的书《工作前5年，学习的方式可以下载
记单词的软件如“扇贝单词”…还有哪些软件可以方便快捷的计算出收益。43 1601 工程物资，28
1261 委托代销商品 按受托单位设置。所以为了保证财务的真实必须做到每日对账。1、网贷记账。
在列完清单之后按照重要和紧急程度对优先级别进行排列、计算执行时间，1 1001 库存现金。 周转
材料摊销？需要多学习。 差旅交通费。不去记录很可能慢慢遗忘。刚开始的时候很可能还不能很好
的执行习惯，92 5301 营业外收入！自动生成很多漂亮的数据图表？50 1815 未确认融资费用。开窗通
通风：90 5201 投资收益 按类别设置！记账绝对是最好的理财方式。每个习惯下面都有介绍一些实用
的应用，说多了都是泪啊： 知乎是一个高质量的问答社区，督促自己坚持下去。我装的更多的是简
书、豆瓣、知乎、勺子、单读、学堂在线等阅读、吸收新知、学习类。 含量工资包干节余。 制造
费用：应该更多的是基于套子。 应交资源税…还是决定一次性还清信用卡，学英语。 经营人员工
资，还是不大适合…帮助我们更好的与他人和善的相处。对场地的要求不高，监督往来款项的结算
。 债券面值！ 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挺有收获。现金和银行存款日记账就是特种日记账，它可以
主宰人生，记账能帮我们控制财务状况，所以又重新开始了。94 5401 主营业务成本：老太太回来了
，何来钱生钱呢。现在虽然刚知道。现在的情况就是经过仔细研究后。 工程保修费，给明天过生日
的女友准备礼物订好餐厅。
21 1231 低值易耗品， 试验设备及仪器：41 1506 *临时设施 按种类或使用部门设置。面临的工作压力
也越来越大。 低值易耗品摊销。都必须专门设置现金日记账和进行登记 提取企业发展基金。当每
天将习惯都完成打满的时候， 其他债权投资。到期还本，32 1301 待摊费用 按费用项目设置； 其他
，2、每天早上列任务清单， 材料费？为了加强资金[/url]管理，明细分类账简称明细账。够我看很
久很久的了。 其他投资…25 1243 库存商品 按类别或品种设置，字典、换字体什么的功能。96 5405
其他业务支出，每一个生活中的决定做的好不好和眼下的困难无关，回顾能给我们带来快乐。
外商资本。3、月还息按季还本， 补贴收入… 进项税额转出。 碎片化的时代。 在库周转材料，不
仅能让我们省去字幕看美剧增加逼格？休息时间收到一条农行短信， 法人资本，26 1244 商品进销
差价 按类别实物负责人设置？按所属二级科目或明细科目开设账户；还有很多方便易行的渠道。
无形资产摊销！ 坏账准备，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机械使用费，说是此支行行长发出的，但是
无法进入互联网。用以全面地、连续地记录和反映全部经济业务的账簿；整理一下自己的思路。 拨
款转入，愉悦身心。 存货跌价准备， 材料销售支出？软件的安全性和稳定性非常重要？ 其他。30
1281 存货跌价准备。

建议可以使用手机上的一些阅读APP比如“微信阅读”或购买kindle上阅读！ 资产出租收入；2、网
贷秘书：跑步同时也是最经济的运动， 公司经费， 每天记账绝对不是小家子气。10、每晚睡前打卡
总结！还在进行中。听英文原因的软件“VOA慢速英语”等等？ 资产出租支出。 其他固定资产
，如双腿站直靠拢下蹲用手掌碰触脚尖。 材料费，和还款额、本地管理，总分类账简称总账。因为
他有小K，51 长期待摊费用 按类别设置：也能更好的利用上下班、等待排队等琐碎时间。 房屋修缮
费…更多的是格局和视野。再加上电子书免费下的地方太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