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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个屏幕上即可
轻松实现对员工津
贴、扣减、加班费和
其他费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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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选择Sage Payroll?
提高工作效率。降低成本。精简流程。

安全、可靠、稳定
薪资管理信息的安全性对每一家企业来说都至关
重要。Sage Payroll是值得高度信赖的解决方
案，使您可以完全控制和查看工资单，并通过用
户ID和密码保护保证工资单数据的安全。相信您
的付款安全、可靠并受到授权程序和访问权的控
制。

轻松满足您的合规性要求
Sage Payroll可提供一系列随时可用的政府报告
和多种支持银行格式的模板，我们的本地开发团
队时刻密切关注政府规章制度的变化，同时不断
改进解决方案，以帮助您满足业务发展需要的所
有合规性要求。

赋予员工权力
对员工的关心需放在首位。借助Sage Payroll，
您可以安全存储员工信息，高效管理假期并记录
自定义缺勤类型。我们的解决方案简化了流程，
缩短了员工在信息管理方面所耗费的时间，从而
能够为员工提供更充裕的时间取得更好的成绩。

直接通过软件轻松向员工支付工资
Sage Payroll赋予您对薪资管理的全面掌控力。通
过直观的界面和带有逻辑工作流的导航，您可以在
一个屏幕上轻松实现对员工津贴、扣减、加班费和
其他费用的管理。
确保正确的文档无误完成，轻松管理和跟踪付款，
并直接通过软件向员工支付工资。

随时随地建立自己的工作站
凭借其多功能性、灵活性和便捷性，Sage移动性许
可证使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甚至在离开办公室后，
仍可以继续办公。
Sage移动性许可证使您能够“随身携带”许可证，
在办公室以外的任何工作站进行远程办公。在多用
户环境中，其他用户仍然可以继续在办公室的系统
上工作，因为他们的许可证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本地专家的帮助和支持
即便我们的薪资管理软件简单易用，但我们了解您
有时可能仍需要帮助。正因如此，Sage Payroll配
备了市场领先的支持团队，您可以通过电话或电子
邮件与我们的薪资管理专家取得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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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ge Payroll的功能

快捷入口
在工资单处理前查看每个工资单分录的汇总，并
在一个屏幕上管理津贴、扣减和加班费用。

支持银行格式，使用便捷
• 大马银行薪资和法定文件
• 大众银行EPF
• 马来亚银行税务、EPF、SOCSO
• 华侨银行薪资 （新加坡）
• 星展银行薪资 （新加坡）
• 其他地方银行

12个月数据更新
查看和批准用户所做的更改，加强对未经授权的
更改、错误和问题检测的问责制和可追踪性。

政府报告
• EIS表格
• SOCSO Borang
• LHDN报告
• 所得税表格
• IRAS 提交
• IR8A 提交
• KWSP Borang A

设置向导与员工向导
设置向导用于为初始安装过程中在系统中设置必
要的数据提供分步指南。员工向导用于为输入新
员工所需的相关信息提供分步指南。

报告洞察力
通过员工工资条的汇总报告，可轻松了解并管理
公司的资源成本。

董事费
可通过人事档案维护设置计算固定或可变收入。

与SageUBS集成
与Sage UBS或Sage 50Cloud直观集成，以最高
效的方式管理您的工资单。



功能矩阵

产品 员工人数

5151lloryaP

0303lloryaP

0606lloryaP

001001lloryaP

系统管理

司公家多量数司公

）MRH（理管源资力人并合）lloryaP（理管资薪件套案方决解

添加用户 √

工资单管理

计算EPF，SOCSO，PCB √

管理津贴 √

管理其他扣费 √

工资单生成 √

简单流程任务流 √

年终法定备案文件 √

备存工资单记录 √

HR管理模板 √

员工索赔（HRM） √

员工休假（HRM） √

小费/服务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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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yroll 150                                        
Payroll Premium                              
 

150

无限



Sage Cover为Sage
Payroll保驾护航
考虑到您对Sage解决方案的依赖性，我们为您提供了软件保证计划，即Sage
Cover。借助Sage Cover，您可以毫不费力地保持系统随时处于最佳状态。
Sage Cover计划提供软件更新、升级和信息，为您的提供长期、全面的投资
保护。*

有了Sage Cover，您不需要担心软件版本更新

的问题，因为它会自动为您进行更新。每个新版

本都具备最大限度地提高团队工作效率和绩效的

功能。最重要的是，它每年的费用比不时购买新

软件许可证要低得多。

您为什么需要Sage Cover？

为您提供最新的产品功能，从而确保合规性，提

高员工工作效率

Sage Cover保证您能够收到最新的主要软件版

本、安全补丁和漏洞修复。它能够为您的产品不

断添加新的功能，增强其功能性，使企业轻松应

对新的挑战。Sage Cover始终为您提供最新的

功能，以帮助您精简任务流程，使您更加安心。

利用最新的安全升级服务和改进得性能来保护您

的软件

有了Sage Cover，您可享受全年免费的升级服

务，升级服务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并修复用户遇到

的问题。升级能够提升软件的整体性能和功能

性，并且还能通过增加软件的生命周期，来延长

软件的使用寿命。

轻松管理您的投资，拥有超高性价比

时间是您最宝贵的资产，如何利用时间是企业成功

与否的关键。我们的软件能够为您节省大量的业务

运营时间，绝对会是您明智的选择。有了Sage

Cover，您可以充分利用我们的产品功能和持续不

断的改进功能来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更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Sage Cover确保您不受涨价的影响，

而其他软件不会对您有未来不涨价的承诺。

简化许可证管理

许可证密钥类似于密码。您可能会有多个许可证密

钥，当您需要其中一个密钥时，可能一时不知道应

该去哪里寻找。如果您需要申请新的许可证密钥，

或者想要把许可证转移到新的机器上，Sage

Cover都会为您提供许可帮助和各类许可的一站式

服务。

热情友好的专家支持团队，快速解答您的产品问题

我们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能够为您提供专家级的技

术援助，保证令您满意。我们的合作伙伴网络和/

或支持服务可确保您的产品问题得到快速解答。支

持团队工作时间为工作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



常见问答
问：Sage Payroll是否遵守LHDN和EPF的合规性
要求？

答：是的，Sage Payroll遵循最新的PCB和EPF合
规性要求，并通过了这两个法定实体的认证。

问：Sage Payroll能否管理员工的每月津贴和扣
减？

答：是的，Sage Payroll可以处理固定和变化的津
贴和扣减。

问：我可以将每月工资条打印出来或发送电子邮件
给员工吗？

答：当然可以，打印和电子邮件都是PDF格式。

问：Sage Payroll能否跟踪员工休假和索赔？
答：您可以使用Sage Payroll休假和索赔模块，包

含在Sage Payroll的购买中。

问：我可以在一个月内支付多次工资吗？
答：是的，Sage Payroll带有使用不同的日期和时
间进行多笔薪资支付的选项。

问：Sage Payroll是否支持每月员工工资贷记的
网上银行业务？

答：是的，Sage Payroll拥有完整且持续更新的
银行格式，用于生成薪资文件。

问：我如何确定Sage Payroll中的薪资计算是正
确的？

答：Sage Payroll中的标准预设设置符合基本法
定要求。

问：你们有培训班吗？
答：是的，每月有课堂培训和个人现场培训。

问：如果我有任何关于Sage Payroll和Sage
Cover的问题，我需要联系谁？

答：请访问www.sage.com/en-my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enquiry.my@sage.my
或致电1-300-88-sage(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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