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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业务报销指南

10、报销的各类单据，均应有项目负责人及经办人签字，盖所在单位

发

盖所在

9、专项经费和校内预算经费原则上不予列支旅行社开具的发票费用，特殊情况需旅行社帮助办理业务开具发票的，需提供费用明细清单并签字
盖章确认，具体费用清单样张可在财务处网站下载专区下载。单张发票≥2 万元的，须签订合同。

5、单张发票（或连号）金额在 2000 元及以上的，需对公汇款或提供电子支付记录（公务卡或其他银行卡）；
6、网上商务平台购买的商品，发票金额不论大小一律提供购物清单，单张发票在 500 元及以上的，提供支付记录；
7、电器商场开具的发票不论金额大小，均须开具明细清单（发票内容已列明明细的除外）；
8、普通发票丢失申请报销需提供发票存根联（或记账联）复印件，并加盖对方发票专用章，车票或机票丢失需提供订票记录和支付记录；并另
附报销申请，由项目负责人签字，部门盖章。

4、单张发票（或连号）金额在 1000 元及以上的，需提供费用明细清单，加盖销售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网上商务平台购物发票除外）；

3、单张发票（或连号）金额在 500 元及以上的，单独由项目负责人签字，部门盖章；

财务报销票据规定
1、发票必须为财政局或税务局监制的合法、有效的票据。
2、发票抬头必须为东南大学（电话费、定额发票除外），票据项目填写完整、 真实；

日常报销业务的一般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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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答辩酬金
（具体以发布的
文件为准）

专利费

会议注册费

图书资料购置

专用材料费

邮电费

市内交通费

办公用品

业务类型

（2）中央财政科研经费原则上不能列支学生答辩酬金；

（2）出国（境）时采购的外文图书，需图书馆登记图书资产；
（3）图书馆馆藏书籍、期刊，需图书馆登记图书资产。
（1）会议注册费报销需提供会议通知，会议通知由主办方或者承办方盖章，如果会议注册费发票为委托举办的第三方开具，需
在会议通知里注明，或者另行开具证明。
（1）专利费包括专利代理费、专利年费、专利变更费等；
（2）专利代理费票据应由招标入围单位开具，如有特殊情况需经科研院确认；
（3）如专利代理公司已经垫付由国家专利局收取的专利相关费用，报销时需提供由专利代理公司出具的代垫函，并由项目负责
人签字、部门盖章。
评审费
答辩费
工作经费
其他酬金
硕士研究生
200 元
200 元
300 元
100 元
博士研究生
300 元
300 元
800 元
100 元
（1）以上标准为各费用支出上限；

（1）985”工程、院系图书资料费（11%9012）、省重点学科和省优势学科经费购置图书时，需图书馆登记图书资产；

（2）归口管理部门：设备处。单笔采购在 2 万元以上（含），需签订采购合同，招标办备案；超过 10 万（含）应进行政府采购。

（1）报销材料时，需进行入库登记（设备处材料平台或材料入库单登记）；

（1）报销金额大于等于 1000 元，需提供明细清单；
（2）新进教师科研启动费不得报销办公用品；
（3）博士后科研启动费报销办公用品需到博士后管理办公室签字，盖“票据已核”；
（4）基本科研业务费报销办公用品不论金额大小均需明细，报销总金额不得超过项目拨款金额的 5%。
（1）因出差发生的市内交通费需和差旅费一并报销，不得单独填报；
（2）定额公交卡充值发票原则上只能在科研经费中报销，报销金额不得超过 1000 元。学生实习实践发生的公交充值费，需在教
学业务费中报销，票据上注明学生学号及姓名；
（3）基本科研业务费不得列支市内交通费。
（1）包括信函、包裹、货物等物品的邮寄费及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讯费等；
（2）手机话费发票要求开具机主姓名和手机号码，个人话费不得在预算经费和专项经费中报销；
（3）开具内容为充值卡费，套餐费，合约费等的发票一律不予报销。

注意事项

日常业务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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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类经费
第二类经费
校内预算安排的学校机关部处、直属单位公务接待
业务类经费
专项经费
财务票据、接待清单、派出单位公函(原件)或邀请
财务票据、接待清单、单位公函或邀请函
函（外事接待）
部门负责人审批
项目负责人审批
党委办公室或校长办公室审批
部门负责人（院长、书记、分管副院长）审批
邀请函、护照复印件（照片页及入境证明）、外办审批，与外专其他费用一并报销
报销时需提供《加班用餐费用报销清单》和财务票据，并附全部加班人姓名
参照加班餐费要求执行
不予报销（学生活动购奖品、外事接待、校领导外事活动除外）
不予报销（学生考察实习、红色景点党日活动、外事接待除外）
与出差费用分开预约，与差旅费预约单据一并提交，提供接待清单、邀请函等
重要公务接待≤150 元/人.次，一般性接待≤120 元/人.次
接待对象在 10 人以内的，陪同人数不得超过 3 人
接待对象超过 10 人的，不得超过接待对象人数的三分之一

4、使用第一类经费接待时，无公函的原则上不予接待，如有特殊情况，须报分管校领导或者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核批，学校重
要接待由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负责审批。

注意事项
1、工作加班餐标准暂按 40 元/人.餐执行，要求一事一结，可从办公经费或横向科研经费等可列支加班餐费的项目中列支，不在三
公经费中列支；
2、接待清单填写不全或不符合规定的不予报销；超标准的部分由接待单位自理；
3、外专接待标准为 300 元/人.餐，宴请不得超过 2 次。外专人数不超过 5 人，陪同人员按 1:1 的标准执行；外专人数超过 5 人，
超过 5 人的部分，陪同人员按 1:2 标准执行。外专伙食费每天不超过 300 元，伙食费和宴请的审批单应分别填写审批，伙食费还需
经外办单独审批；

接待标准

审批权限
单次接待≥3000 元
外事接待
加班餐报销要件
学生聚餐
礼品
门票
出差外地接待

报销要件

内容

分类

公务接待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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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要件
1.《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2.合同
复印件，合作期满最后一次结算或异地
一次性结算的提供合同原件
1.《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2.合同
原件

1、市内打车票、公交车票、地铁票可在办公经费中列支；
2、机关部处公务用车费用在 9005 中列支，业务单位的用车费用在预算批准的相关项目中核算；
3、院系用车由项目负责人提出用车申请，申请中注明用车时间段，经学院审批；
4、会议、培训、接待等发生的租车费用应与会议、培训、接待活动等的其他费用一起报销，依据会议、培训、接待活动等相应要求分别提供材料，培训接
待租车需填写《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
5、使用教学科研实验专用车辆出差，提供与出差、出行相关的汽油费、过路过桥费发票、停车费发票等材料；
6、与教学科研实验专用车辆相关的汽油费、维修费、保险费发票等，发票抬头必须为东南大学，备注车牌号（发票若无备注的地方发票抬头可直接开为车
牌号），附机动车行驶证复印件。

注意事项

临时公务用车

固定公务用车

专业汽车租赁公司车辆

异地公务出行

1.《东南大学公务出差财务核算审批
单》 2.发票 3. 租车费用结算清单

报销要件

《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
《常驻市辖区内公务出行费核算审批单》 1.《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2.《常
驻市辖区内公务出行费核算审批单》3.
（需领取误餐补贴时填写）
发票 4.租车费用结算清单
项目负责人审批
1.《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2.《东
《东南大学公务用车审批单》
南大学公务出差财务核算审批单》（出
项目负责人审批
差填）.3 发票 4.租车费用结算清单

公务租车合同管理及报销要求
合同签订
报销要求
2 万元及以上，签订合同，到招标办备案
一月一结
10 万元及以上，实行政府采购，由招标
办负责对外签订合同
单笔 1000 元及以上，签订合同，招标办
一事一结
备案

出租、网约车
专业汽车租赁公司车辆
后勤车队车辆
教学科研实验专用车辆

南京市内公务
出行

公务出差
（外埠）

类型

可以租用车辆
的事项

1、外事接待
2、学校公务接待、公务活动等事项
3、举办会议、培训
4、出行人员较多，经核算租车方式出行人均费用低于公共交通方式出行费用
5、因携带仪器设备、 实验材料等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方便出行的
6、出差到偏远地区、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便
7、其他经批准的特殊事项
公务租车报销规则
车辆要求
审批内容及权限
专业汽车租赁公司车辆
《东南大学公务出差财务核算审批单》
后勤车队车辆
项目负责人审核并经单位负责人批准
教学科研实验专用车辆

公务租车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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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要件

办公家具

报销要件

仪器设备

退税设备

3、单张发票在 2 万以上（包含 2 万）附合同原件 1 份

2、发票及相关原始票据

1、东南大学家具验收单（财务部门）

单位价值虽未达到规定标准，但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的大批同类家具(单张发票在 2 万及以上)；

J 结尾；办公家具（桌子、柜子等）在国资办登记，固定资产号以 G 开头。

单价在 1000 以上（含 1000 元），耐用期 1 年以上的家具或行政办公设备；办公设备（打印机、冰箱等）在设备处登记，固定资产号以

6、外贸发票（原件）

5、外贸合同

5、固定资产照片

附合同原件 1 份

3、代理费发票

2、东南大学进口货物授权采购委托书

1、东南大学仪器设备购进登记表（财务联）1 份

4、海关完税证明单（复印件）

3、合同两份（至少有一份原件）

相关原始单据

2、增值税专用发票（发票联和抵扣联）及

2份

进口设备（营改增）

3、单张发票在 2 万以上（包含 2 万） 4、退税审核通知单

2、发票及相关原始单据

务联）1 份

1、东南大学仪器设备购进登记表（财 1、东南大学仪器设备购进登记表（财务联）

一般设备

单价在 1500 元以上（含）的专用设备及软件；

单价在 1000 元以上（含）的仪器附件；

单价在 1000 元以上（含）、耐用期 1 年以上的仪器设备；

固定资产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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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税后）

讲课费标准

准

综合定额标

开支范围

报销要件

110

伙食费
100

场地费和讲课费
60

资料费交通费及其他
450

计

合

费用结算应当以银行转账或公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金方式结算

7 天以内的培训不得组织调研、考察、参观。

组织培训的工作人员控制在参训人员数量的 5%以内，最多不超过 10 人；

培训天数含报到撤离时间，报到和撤离时间分别不得超过 1 天；

院士、全国知名专家每半天一般不超过 3000 元

正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2000 元

副高级技术职称专业人员每半天最高不超过 1000 元

超过 30 天的培训，超过天数按照综合定额标准的 70%控制

超过 15 天的培训，超过天数按照综合定额标准的 80%控制

15 天以内的培训按照综合定额标准控制

180

住宿费

单位：元/人.天

合定额标准以内结算报销。

各项费用之间可以调剂使用。应在综

综合定额标准是培训费开支的上限，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场地费、讲课费、培训资料费、交通费、其他费用。

5、培训费合同、文件印刷费合同、培训租车费合同等

4、与培训相关的有效票据及明细附件和相关支付记录

3、讲课费领款单

2、实际参训人员签到表(原件)

1、培训通知

培训费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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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销要件

定义

报销要件

定义

报销要件
3、合作协议复印件
4、协作单位开具的发票
外协设备

3、与合作单位协议复印件

合作方信息与任务书相符
横向转出款必要提供正规发票

项目任务书（或合同）应预先列明合作单位

注意事项
专项科签字，科研院（或社科处）和财务处
处长双签章

单价五万以下的需至科研院备案签章，单价五万（含）以上需至设备处备案签章。

所列设备必须是符合办理固定资产的设备。

发票开具的设备名称需与项目合同中所列清单一致。如不一致,由科研院签章审批确认后予以支
付。

军工项目的外协设备费报销不需提供项目合同，由军工办签字盖章确认即可。

合同必须明确列有提供给对方的设备清单。

3、合同

单笔业务 5000 元及以上需签外协服务合同，5000 元≤单笔业务≤10 万元的，合同加盖“科技合
同专用章”或“经济合同专用章”，单笔业务≥10 万元的，需实行政府采购，合同加盖“经济合
同专用章”。

如发票或合同中明确列明外协服务明细，无需另附清单；
2、相关明细清单（单笔业务 1000
清单须加盖销售单位发票专用章或财务专用章（网上商务平台购物无论金额大小均需提供费用明
元及以上）
细清单）。

所购设备≥2 万元的，需签购销合同。
外协服务支出
支付协作单位的加工费、测试费、实验费、试验费、流片费等
1、发票

3、设备采购合同

2、设备发票

1、科研委托项目合同

横向科研项目中，我方为完成委托方的委托任务而购置的、在项目完成后需移交委托方的设备。

2、项目合同复印件

2、项目任务书（合同）复印件

纵向转出款
横向转出款
1、东南大学科研转出款审批流转
1、东南大学科研转出款审批流转单
单

科研转出款

委托业务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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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工程变更
审批

工程签证
审批权限

报销要件

报销要件

分管处领导和处长审批，经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或后勤事务领导小
组会议批准，分管校领导签字后，报校长办公会审批。

单项变更造价在 50 万元及以上的工程变更

7、工程决算审定价不得超过工程合同总价的 110%，送审价超过合同价款的，需办理工程签证或变更手续。

6、工程款发票须进行发票网上验证，并打印出查询验证结果，加盖工程单位财务专用章或校内单位公章；

5、工程款严格按照合同付款方式支付，支付进度款的，须审计处签字盖章审批，最后一次付款须提供审计报告原件；

4、工程款支付须附带审计报告，其他所需资料根据审计报告列示的清单提供；

3、修缮工程业务的主管部门是总务处；

2、因仪器设备维修需更换配件，1000 元以上（包含 1000 元）的，需提供明细材料清单，并在设备处材料平台办理入库后报销；

1、仪器设备维修包括更换材料及维修工时费等；

分管处领导和处长审批，经校改善基本办学条件领导小组或后勤事务领导小
组会议批准，分管校领导签字后实施。

单项变更造价在 20-50 万元（不含）的工程变更

1、维修费发票
2、单笔业务金额在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须提供维修清单
3、单笔业务金额在 5000 元以上（含 5000 元），须提供维修合同
工程款报销（除基建工程外）
1、工程款发票及相关原始凭证
2、工程合同
3、支付审批单
4、审计报告
5、预算和决算表
6、竣工验收表
变动额度
审批权限
用工在 20 个工日以内或直接费用在 2000 元以内的签证
科室负责人审批
用工在 21 个工日以上或直接费用在 2000 元及以上的工程签证
分管处领导审批
超过 1 万元以上的不办理签证，按工程变更条款处理
变动额度
审批权限
单项变更造价小于 1 万元的工程变更
科室负责人审批，分管处领导备案后实施
单项变更造价在 1-5 万元（不含）的工程变更
分管处领导审批，报处长批准后实施
单项变更造价在 5-20 万元（不含）的工程变更
分管处领导和处长审批，经分管校领导签字批准后实施

仪器设备维修费报销

仪器设备维修及工程款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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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用财政专项资金报销学生实习等差旅费，补贴减半；非财政专项资金报销的，补贴由项目负责人自行确定。本科生外出实习等发生差旅费，由项目负
责人和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批。
3、使用横向科研经费出差，住宿费可按人员类别对应的标准上浮 20%凭票据实报销。
注意事项
4、出差人非本校师生的需提供相关说明，一般情况下不得领取补贴。项目预算书中注明此人是项目参与人员的，可以领取补贴，报销时附预算书；横向课
题报销非本校师生差旅费并需领取补贴的，经项目负责人说明情况，所在单位负责人审批可以领取差旅补贴,邀请专家的差旅费应提供邀请函或会议通知，
不得领取补贴；
5、参加其他单位举办的会议和培训，举办方统一安排住宿且费用自理的，若情况特殊凭举办方有效证明（会议通知指定酒店），在不超过一类人员公务出
差住宿费标准内据实报销。

2、邀请专家的需附邀请函，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附酒店入住明细），不发放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补贴；
3、常驻地市辖区内公务出行的，交通费凭据报销，发生误餐的发放误餐补贴 50 元/次，伙食补贴费打入领取人银行卡中；
4、因科研工作需要，经项目负责人批准确需自驾前往的，可以自驾车出行。凭出差期间汽油费（出差日前后两天，不超过 500/天）、过路过桥费、停车费
特殊事项 和住宿费（含酒店入住明细）据实报销，按规定领取伙食补助费，不发放市内交通费。能提供完整的过路费和住宿发票(含酒店入住明细）的可在纵向项目
报销，过路费或住宿发票（含酒店入住明细）不全的可在横向项目中报销。因其他公务出差的原则上不得自驾车出行。
5、仅有单程城市间交通费和住宿费的，按实际住宿天数领取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补贴，报销时需附酒店入住明细；
6、仅有住宿费的，只报销住宿费，不领取差旅补贴，报销时需附酒店入住明细；
7、仅有单程城市间交通费的，只报销单程交通费，不领取补助。
1、差旅途中发生的市内交通费可以据实报销或领取市内交通补助，伙食费只可领取补助；

2、实际发生住宿，但无法取得住宿费发票的，只可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标准领取途中的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
3、参加会议、培训，展开教学、科研活动，由对方提供住宿的凭对方出具的有效证明，可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标准领取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
住宿费及 4、开展野外调研等住帐篷等不收取住宿费的，由师生提供住宿说明，由项目负责人审核并经所在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可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标准领取
差旅补贴 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
5、住在农户家等实际发生住宿无法取得正规住宿费发票的，取得收费方提供的收据（收据应有收款人身份信息、签字和联系方式），经项目负责人审核和
单位负责人签字确认据实报销住宿费、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
6、实际发生住宿费金额远低于正常标准的，需提供酒店入住明细，按实际入住天数领取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如有特殊原因，另行出具有效证明。
1、当天往返没发生住宿费的，可领取当天的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

报销要件

1、东南大学公务出差财务核算审批单
2、城市间交通费，市内交通费，住宿费，会议注册费，培训费等相关费用原始凭证
部级及院士相当人员
司局级（四级及以上）及高级职称
其他人员
火车软席，高铁/动车商务座，全列软席列车 火车软席，高铁/动车一等座，全列软席列车 火车硬席，高铁/动车二等座，全列软席
火车票
一等座
一等座
列车二等座
飞机票
头等舱
经济舱
经济舱
轮船票
一等舱
二等舱
三等舱
城市间交
其他交通工具
凭票据实报销
凭票据实报销
凭票据实报销
通费
说明：1、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出部分自理（乘坐飞机不得超标）；
2、因任务紧急或当天往返等情况的公务出行，横向经费报销乘坐的交通工具单程可按对应标准上浮一类凭票据实报销；其他经费报销差旅费乘坐火车的单
程可按上浮至二类标准凭票据实报销；
3、如在晚 8 时至次日凌晨 7 时乘坐时间在 6 小时以上，或连续乘车超过 12 小时的，经单位负责人批准可乘坐软卧；
4、如租车出差的，除填写《东南大学差旅审批单》外，其余手续按公务租车文件执行。
1、实际发生住宿，能取得住宿费发票的，可报销城市间交通费，按标准领取伙食补贴和市内交通费；

公务出差报销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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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冲账要件

借款要件

开支范围

项目计划（纵向（或参照纵向）项目）
东南大学转账凭单、
校内转大型仪器测试费
项目计划（纵向（或参照纵向）项目）
东南大学进口货物授权采购委托书、设备处签字确认合同事项
项目计划（纵向（或参照纵向）项目）
招标公告科研院签字盖章

外单位提供服务

原件或复印件（详见合同管理规定）

投标保证金

进口设备

外协加工费

培训通知

培训费

投标保证金

进口设备

外协加工费

银行资金到款单

外单位提供服务

（4）医疗、外汇和酬金暂付款业务请参见相应报销指南。

（4）合同
原件（详见合同管理规定）
（1）暂付款支出凭证、借款承诺书填写要求：
应注明借款用途、金额、收款单位全称、经办人和项目负责人的联系方式、预计冲销借款的时间。
（2）网约报销单操作提示：
借款：业务类型：暂借款业务；支付方式：汇款选择汇款，支票选择混合支付。
冲账：业务类型：日常报销业务；付款方式：混合支付。
（3）暂付款冲账时限请参见借款承诺书备注。

（3）部分业务
所需相关材料

发票、培训通知

培训费

发票、清单（≥1000 元）、
项目计划（纵向（或参照纵向）项目）
东南大学测试实验记录、
校内转大型仪器测试费
项目计划（纵向（或参照纵向）项目）
发票、东南大学仪器设备购进登记表、
东南大学进口货物授权采购委托书

发票、会议通知（详见会议注册费报销指南）

会议注册费

（2）东南大学预约报销单（见下附注意事项）

（1）东南大学暂付款支出凭证（存根）（第三联财务处审核凭证）（见下附注意事项）

（5）合同

（4）部分业务
所需相关材料

会议通知

会议注册费

（3）东南大学预约报销单（见下附注意事项）

（2）借款承诺书（见下附注意事项）

主要包括购买设备、材料、资料等的预付款；零星基建、大修项目的预付款；投标保证金及其他借款等。
（1）东南大学暂付款支出凭证（正本）（第二联财务支出凭证）（见下附注意事项）

暂付款借款业务报销指南

酬金业务申报指南
一、 酬金申报业务包含以下具体内容。

带“*”项为必填项。基本信息填写完整后，选择“酬金申报”业务，点击“下一步”按

1、校内人员酬金发放：
包括校内人员的科研酬金、课时费、监考费、评审费、退休返聘及临时工工资、
人力资源费等。
2、学生酬金发放：
包括科研应税酬金、奖助学金、勤工俭学、困难补助等。
3、校外劳务人员酬金发放：
包括专家咨询费、专家评审费、课时费、讲座费、科研劳务费等。
二、 酬金申报业务发放流程

人员类型、酬金性质、酬金摘
要均为必填项。根据实际酬金
申报情况选择对应内容，填写
完整后，点击“下一步”按钮。

1、填写报销基本信息。
（1）填写报销项目号、项目负责人、申请人工号及姓名、实际报销人、联系方
式。支付方式选择混合支付，业务大类勾选酬金申报。
（2）选择支付方式：必须填写，点击右侧“▽”标志选择下拉菜单内容，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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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支付”即可。
（3）选择业务大类：必须填写，点击左侧“○”标志选择即可。
（4）以上信息完整填写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界面。
2、填写酬金信息。
（1）人员类型：必须选择。分为以下三类：（1）、校内人员；（2）、学生；（3）、
校外人员。根据需要选择相应项。
（2） 酬金性质：必须选择。根据校区和实际需要，选择对应的酬金性质。
（3）酬金摘要：必须填写。指发放酬金的内容，填写“XX 部门付 XX 等 XX 月
酬金”，如“建筑学院付张三等 16 年 1 月课酬”。
（4） 以上信息完整填写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下一界面。
3、 录入酬金发放内容。

酬金单据详细信息录入方式分为两种，一种为单
笔录入，适用于人员较少的情况，一种为 EXCEL
导入，适用于人员较多的情况。酬金发放内容录
入完整后，选择”提交发放清单”按钮。如需更改基
本信息，可点击“上一步”按钮。

（1）录入方式分为单笔录入和 EXCEL 导入两种情况，人员较少时，采用单笔
录入形式进行录入，人员较多时，采用 EXCEL 导入形式进行录入。两种录入方
式详细操作流程如下：
方式一：单笔录入

带“*”项为必填项。填写
完整后点击“确认”按钮。
12

输入相关人员工号或证件号、姓名等身份信息，系统将自动匹配相应的人员
类型及发放类型，填写发放标准、发放数量。标准与数量（必填项）为金额的核
定依据，发放标准为提供单次单项劳务的报酬，发放数量为提供该项劳务的次数。
例如张三某月上了 4 堂课，每课时 200 元，合计金额 800 元。此时，标准则为“200”，
数量为“4”，金额为“800”。
发放校外劳务费时，如录入校外劳务人员信息时系统提示无此人，须先到“校
外人员信息维护”菜单中进行申报，待审核员审核通过后，再继续录入酬金申报
单。详见“4、校外人员信息维护指南”。
信息填写完整后，点击确认按钮。
方式二：EXCEL 导入

（1）在 EXCEL 导入界面中，点击“导出 EXCEL 模板”生成并下载相应模板，
在模板中将信息填写完整，点击“导入”，选择该文件，生成清单后点击“确定
导入”按钮。EXCEL 模板如图所示：

（2）酬金发放内容录入完成并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发放清单”按钮。如需
更改基本信息，可点击“上一步”按钮进入之前填写的页面进行修改。
（3）提交发放清单后，生成打印界面。打印确认并经单位盖章、项目负责人、
经办人签字，携带相关材料至财务处报销大厅进行相关业务处理。校外人员劳务
费、临时工工资、退休返聘工资等需经人事处审核批准。部分经费需经费归口部
门签字盖章，或附项目预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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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校外人员信息维护指南
（1）在“预约管理”界面中，选择“校外人员信息维护”，进入界面进行管理。
点击“新增”按钮，填写校外劳务人员姓名，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证件类型（身份
证、护照等），填写证件号码、国籍等基本信息，选择人员性质为“外聘人员”，
选择卡类型为“校外人员卡”，填写银行账号、联行号、开户行等信息。相关信
息输入完毕后，上传证件及银行卡照片附件，完整正确填写后点击提交，等待财
务处审核人员审核通过。

（2）若系统中已存在校外劳务人员证件及姓名信息，缺少银行卡信息，则在“信
息维护-身份证号修改卡号”界面中，输入校外劳务人员证件号及姓名，回车与
系统中已有信息匹配成功后，选择卡类型为校外人员卡，补充银行账号、开户行
-联行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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ǉഐޜѤᰦࠪഭԫ઼࣑䍒࣑Ṩ㇇ᇑᢩ㿱㺘Ǌ
Ԧ

ķঅսⴆㄐˈ䍏䍓Ӫㆮᆇˈཆ࣎ᇑᢩⴆㄐㆮᆇǄ
ĸ㾱㍐᤹㾱≲ປ߉ᆼᮤǄ

Ԧ
ǉഐޜѤᰦࠪഭ˄ຳ˅Ӫઈ༷Ṹ㺘Ǌ

ķᆖ⭏/ᤱ㔯Ӫઈ/ѝ䮯ᵏࠪ䇯Ӫઈ/ཆ㉽ॳӪуᇦ

䚰䈧࠭

ķ䴰↓ᔿ᮷࠭Ǆ

ㅹᰐ䴰ᨀǄ

䍒᭯у亩亴㇇㺘༽ঠԦ˄ৼа⍱ǃ985ǃⴱ䟽⛩ǃⴱՈ࣯ǃ ķ䟽⛩ᆖ、ˈⴱ䟽⛩䘈䴰⭡䍒࣑༴у亩、ᇑᢩǄ
สᵜ、⹄ъ࣑䍩ㅹ˅
࣑ޜᲞ䙊ᣔ➗➗⡷亥༽ঠԦ

ķᆖ⭏/ᤱ㔯Ӫઈ/ѝ䮯ᵏࠪ䇯Ӫઈ/ཆ㉽ॳӪуᇦ

ᣔ➗ࠪޕຳㆮ䇱䇠ᖅ亥༽ঠԦ

ㅹਚ䴰ᨀᲞ䙊ᣔ➗༽ঠԦǄ

1˅᭯ᓌ䟷䍝ഭ䱵ᵪ⾘:

䶎᭯ᓌ䟷䍝ഭ䱵ᵪ⾘䴰⌘˖

᭯ᓌ䟷䍝㖁ㄉᡆާᴹ᭯ᓌ䟷䍝ᦸᵳⲴㅜйᯩԓ⨶ᵪᶴ䍝

ķഭᵪᶴᔰާഭ䱵ᵪ⾘൷ѪঠᴹĀഭᇦ〾࣑ᙫተ

Ҡഭ䱵ᵪ⾘ˈԕḷ
ḷ⌘ᴹ᭯ᓌ䟷䍝ᵪ⾘ḕ傼অਧⲴĀ㡚オ

ⴁࡦāⲴᴹ᭸⾘ᦞǄഭ˄ຳ˅ཆ㡚オޜਨ㖁ㄉᔰާ

䘀䗃⭥ᆀᇒ⾘㹼〻অā઼Ā᭯ᓌ䟷䍝ᵪ⾘ḕ傼অāⴤ᧕

˅
Ⲵ EͲticket ㅹᴹ᭸⾘ᦞǄ˄䴰᤹㓗࡛䍝Ҡᓄ㡡սǄ

ᣕ䬰Ǆ

ĸഭ˄ຳ˅ཆ㡚オޜਨᵪ⾘䴰⭡ഭ䱵ਸ༴ᇑᢩᯩ
ਟᣕ䬰Ǆ

8

2˅䶎᭯ᓌ䟷䍝ഭ䱵ᵪ⾘˖
ķ㡚オ䘀䗃⭥ᆀᇒ⾘㹼〻অᡆᵪ
ᵪ⾘ഭ〾〾⾘ᡆഭ
ഭ˄ຳ˅

Ĺഭ˄ຳ˅㡚オޜਨᨀⲴ㡚
㡚オ䘀䗃⭥ᆀᇒ⾘㹼



ཆ㡚オޜਨ㖁ㄉᔰާⲴ EͲticket ৺᭟Ԉ䇠ᖅǄ

〻অ䴰ᨀ㖁к傼⾘㔃᷌ˈᵪ
ᵪ⾘ഭ〾〾⾘ᖒᔿ⺞؍

7

⾘ᦞ৺᭟Ԉ䇠ᖅ

ĸԓ⨶㖁ㄉᡆᵪᶴࠪާⲴⴆㄐⲴ⭥ᆀ㹼〻অ˄ᡆ䇒অ˅Ǆ ਁ⾘ǃ⭥ᆀ㹼〻অ˄䇒অ˅઼ԈⅮ䇠ᖅй㘵䠁仍а
Ĺⲫᵪ⡼˄BoardingPass˅

㠤Ǆ

ĺ㡚オޜਨᇈ㖁䍝Ҡഭ䱵ᵪ⾘ᓄ৺ᰦᢃঠĀ㡚オ䘀䗃⭥ᆀᇒ⾘㹼〻অā;ྲ㤕䎵䲀ᵏнਟᢃঠˈࠝ㡚オޜਨᨀ
Ⲵᇊ仍ਁ⾘ǃ㡚オޜਨⴆㄐⲴ⭥ᆀ㹼〻অǃⲫᵪ⡼઼ԈⅮ䇠ᖅᣕ䬰Ǆ


9

ഭཆᐲ䰤Ӕ䙊䍩⾘ᦞ৺᭟Ԉ䇠ᖅ

ķӵ䇒অнҸᣕ䬰Ǆᆖ⭏ਟᣕ䬰ᐲ䰤઼ᐲӔ䙊
䍩ˈᮉᐸӵҸᣕ䬰ᐲ䰤Ӕ䙊䍩Ǆ

ഭཆտᇯ䍩˄AccommodationFee˅

ķӵ䇒অнҸᣕ䬰Ǆ

1˅ഭཆ䞂ᓇ Receipt ᡆ Invoice ᡆഭㅜйᯩᔰާⲴտᇯ ĸഭᔰާਁ⾘Ⲵˈ䴰ᨀ㖁к䇒অ䇠ᖅᡆޕտ
10

䍩〾⾘৺᭟Ԉ䇠ᖅǄ

অ/䇱᰾ㅹǄ

2˅䮯ᵏ』ᡯ˖ޜ䇱༴ޜ䇱䗷Ⲵ』ᡯॿ䇞৺᭦ᦞ˗

Ĺѝ䮯ᵏࠪഭ˄ຳ˅˄བྷҾ 90 ཙ˅᤹⭏⍫㺕ࣙᖒᔿ

ަԆ 

              ᡆ』ᡯॿ䇞ǃ᭦ᦞ৺᭟Ԉ䇠ᖅǄ

亶ਆǄ⾘ᦞѪտᇯˈᦞнঅ⤜ᣕ䬰Ǆ

11

Պ䇞䍩˄Conference/Registration˅৺᭟Ԉ䇠ᖅ

ķ䇒অнҸᣕ䬰Ǆ

12

ᣔ➗ㆮ䇱䍩˄VisaFee˅
ǃ؍䲙䍩

ķ䇒অнҸᣕ䬰Ǆ 

䈧⭘ѝ
ѝ᮷ḷ⌘⇿ᕐཆ
ཆ᮷⾘ᦞ৺ޣ᭟
᭟Ԉ䇠ᖅ

ķ⭘ѝ᮷ḷ⌘ޣ䭞䇽ˈྲ᭦ⅮӪǃԈⅮӪǃᰦ䰤ǃ

13
14

ൠ⛩ǃ䍩⭘亩ǃཆᐱ䠁仍ㅹǄ
ԕкᶀᯉ᤹亪ᒿ᩶᭮ˈਟ㢲ⴱ㓿࣎ӪᇑṨㅹᖵᰦ䰤ˈ䍒࣑ᣕ䬰ԕ⧠൪ᴰ㓸ᇑṨ㔃᷌Ѫ߶Ǆ

ປ㺘享⸕˖1˅ⴱ
ⴱՈ࣯৺⹄ウ⭏䲒亩ⴞˈᆖ⭏ࠪഭ䍩⭘ᣕ䬰䴰⭡⹄ウ⭏䲒⹄ウ⭏㇑⨶ษޫ࣎ޜᇔ⦻ᛖᇑᢩǄ
          2˅ส
สᵜ、⹄ъ࣑䍩ᣕ䬰ࠪഭ䍩⭘ᗵ享ᴹ᮷ㄐਁ㺘ˈᣕ䬰ᰦ䴰䱴᮷ㄐޘ᮷Ǆ
ഒ䍩㔬䍩ㅹᢃव䍩⭘нਟᣕ䬰Ǆ
          3˅ഒ
ᡰᴹਁ⾘Ⲵᔰ⾘ᯩᗵ享о᭟Ԉ䇠ᖅⲴ᭦Ⅾᯩа㠤Ǆ
          4˅ᡰ
          5˅䈖㿱ṑਁǏ2014ǐ194 ਧǉޣҾঠਁ<ьইབྷᆖഐޜѤᰦࠪഭ㓿䍩㇑⨶࣎⌅>Ⲵ䙊⸕Ǌ˗ᮉཆǏ2015ǐ1 ਧǉᮉ㛢
䜘࣎ޜޣҾ䘋а↕࣐ᕪഐޜѤᰦࠪഭ˄ຳ˅㇑⨶Ⲵ䙊⸕Ǌ˗ṑ䍒ᆇǏ2015ǐ22 ਧǉޣҾഭ䱵ਸӔ⍱䍩⭘Ṩ㇇㇑⨶Ⲵ㺕ݵ㿴ᇊǊ˗
ṑ䍒ᆇǏ2016ǐ20 ਧǉޣҾഭ䱵ਸӔ⍱䍩⭘Ṩ㇇㇑⨶Ⲵ㺕ݵ㿴ᇊ˄Ҽ˅Ǌ


15

䚶䈭ളδູεཌᶛӰѐࣗᣛ䬶
ᒿਧ

䍒࣑ᣕ䬰㾱Ԧ

⌘һ亩

䚰䈧ഭ噿ຳ嚀ཆᶕॾӪઈᇑᢩᶀᯉ

ķ䈧䇔ⵏປ߉ᒦን㹼ᓄⲴᇑᢩ㔝Ǆ
ĸཆуᶕॾ䞜䠁оަᆳ䍩⭘࠶ࡕ㖁㓖Ǆ
Ĺཊњ亩ⴞ᭟ࠪਟ࠶࡛㖁㓖Ǆ
Ļ䈧᤹㖁㓖ᰕᵏᖃཙӔঅǄ

2

ǉ䚰䈧ഭ˄ຳ˅ཆᶕॾӪઈ䍩⭘ᣕ䬰䈤᰾Ǌ

ķঅսⴆㄐˈ亩ⴞ䍏䍓ӪㆮᆇǄ
ഭ䱵ਸ༴ᇑᢩˈн࠶㓿䍩㊫රǄ
ĸഭ
Ĺᡰ䴰ᣕ䬰Ⲵᡰᴹ䍩⭘ᗵ享ޘ䜘ࡇޕᣕ䬰䈤᰾㺘ѝǄ

3

䚰䈧࠭

ķ䴰↓ᔿ᮷࠭ˈ䲒㌫ⴆㄐ⺞䇔Ǆ

4

у亩亴㇇㺘༽ঠԦ˄ৼа⍱ǃ985ǃⴱ䟽⛩ǃⴱՈ࣯ǃส
ķ䟽⛩ᆖ、ˈⴱ䟽⛩䘈䴰⭡䍒࣑༴у亩、ᇑᢩǄ
ᵜ、⹄ъ࣑䍩ㅹ˅

5

ᶕॾӪઈᣔ➗➗⡷亥ᡆㆮ䇱亥༽ঠԦ



6


ഭ䱵ᵪ⾘˖
ķഭ䱵ᵪ⾘˄⭥ᆀᇒ⾘㹼〻অ/EͲticket˅৺᭟Ԉ䇠ᖅǄ
ĸԓ⨶㖁ㄉᡆᵪᶴࠪާⲴⴆㄐⲴ⭥ᆀ㹼〻অ˄ᡆ䇒অ˅Ǆ
Ĺޕຳⲫᵪ⡼˄BoardingPass˅Ԧᡆཆуᣔ➗ޕຳ䇠ᖅ
Ǆ
亥༽ঠԦǄ

ķӵ䇒অнҸᣕ䬰Ǆ
ĸ᤹㓗࡛ᣕ䬰ᓄ㡡ս䍩⭘Ǆ
ަѝഭ䱵ᵪ⾘˖ԕṑ䍒ᆇǏ2016ǐ20 ਧǉޣҾഭ䱵ਸӔ
⍱䍩⭘Ṩ㇇㇑⨶Ⲵ㺕ݵ㿴ᇊ˄Ҽ˅ѝⲴᛵߥѪ߶Ǆ

7

ഭ˄ຳ˅ཆӔ䙊䍩⾘ᦞ৺᭟Ԉ䇠ᖅ

ķӵ䇒অнҸᣕ䬰Ǆ
ĸӵᣕ䬰ࡽᖰᵪ൪䙄ѝᗵ㾱ⲴӔ䙊䍩Ǆ

8

տᇯ䍩ᴹ᭸⾘ᦞˈޕտঅ৺᭟Ԉ䇠ᖅ

ķঅᕐ⾘ᦞ䎵єॳᨀ᭟Ԉ䇠ᖅǄ
ĸ৲➗ഭൠ४㓗࡛տᇯ䍩ḷ߶ᆹᧂտᇯǄ

9

ইӜᖰ䘄Ӕ䙊⾘৺ᓄᐲӔ䙊䍩⾘ᦞ

ķ᤹ഭᐞ㾱≲ˈࠝ⾘ᣕ䬰Ǆ
ĸ』䖖䍩⭘䈧৲➗Ā⭘࣑ޜ䖖āޣ᮷ԦǄ

10

ᇤ䈧˖
ķǉьইབྷᆖ᧕ᖵঅǊ˄аһаঅ˅
ĸ佀䍩ᴹ᭸⾘ᦞ৺᭟Ԉ䇠ᖅ˄བྷҾㅹҾ 2000 ˅ݳ


н䎵䗷є⅑Ǆ
ķᇤ䈧ᶕॾӪઈн
ĸ䲚਼Ӫᮠḷ߶˖1˅ӄӪԕл᤹ 1˖1 Ӫᮠ䲚਼˗2˅ӄӪ
ԕкˈ䎵ࠪӄӪ䜘࠶ˈ᤹ 1˖2 Ӫᮠ䲚਼Ǆ
Ĺ䍩⭘ḷ߶˖300 ݳ/Ӫǃ⅑Ǆ

11

ᰕᑨՉ伏˖
ķǉьইབྷᆖ࣐⨝অǊ˄аһаঅ˅
ĸ佀䍩ᴹ᭸⾘ᦞ৺᭟Ԉ䇠ᖅ˄བྷҾㅹҾ 2000 ˅ݳ

ഭ䱵ਸ༴অ⤜ᇑᢩᯩਟᣕ䬰Ǆ
ķഭ
ĸ䍩⭘ḷ߶˖300 ݳ/ӪǃཙǄ

12

䞜䠁˖
ķьইབྷᆖ䞜䠁⭣ᣕ亴㓖অǄ
ĸཆ㉽Ӫઈⲫ䇠⭣䈧㺘Ǆ
ĹуᇦӪઈᣔ➗➗⡷亥ᡆㆮ䇱亥Ǆ
㤕࣎⨶䞜䠁ᲲԈⅮˈ䘈䴰˖
ĺᲲԈⅮঅᦞǄ
ĻُⅮ䈪ҖǄ

ķ䞜䠁⭣ᣕ亴㓖অ䴰⭡Ӫһ༴ᇑᢩ˄ⴆĀ䶎ᆖṑ㕆ࡦӪઈ
㚈⭘ᇑṨу⭘ㄐā৺ㆮᆇ˅Ǆ
ĸ৲➗ޣ䜘䰘䞜䠁ḷ߶ປ߉〾ࡽᓄਁ䠁仍Ǆ
Ĺ㤕ⴤ᧕ᢃޕуᇦᵜӪˈਟᨀࡽ࣎⨶䞜䠁᭟ਆъ࣑˗
㤕ᰐ⌅ᢃޕуᇦᵜӪˈਟ⨶࣎ݸ䞜䠁ᲲԈⅮˈަਾߢ
䬰㔝оަԆ䍩⭘ᢃवа⅑ᙗᣕ䬰Ǆ

13

ѝ᮷ḷ⌘⇿ᕐཆ
ཆ᮷⾘ᦞ৺ޣ᭟
᭟Ԉ䇠ᖅ
䈧⭘ѝ

ķ⭘ѝ᮷ḷ⌘ޣ䭞䇽ˈྲ᭦ⅮӪǃԈⅮӪǃᰦ䰤ǃൠ⛩ǃ
䍩⭘亩ǃཆᐱ䠁仍ㅹǄ

14

ԕкᶀᯉ᤹亪ᒿ᩶᭮ˈਟ㢲ⴱ㓿࣎ӪᇑṨㅹᖵᰦ䰤ˈ䍒࣑ᣕ䬰ԕ⧠൪ᴰ㓸ᇑṨ㔃᷌Ѫ߶Ǆ



1

䚰䈧ഭ˄ຳ˅ཆᶕॾӪઈᣕ䬰㖁㓖অ˄᭟Ԉᯩᔿਟ䘹ᤙ
ਸ᭟Ԉˈྲ䴰ຳཆ≷Ⅾਟ൘᭟⾘ḿປ߉ሩᯩ〠৺
ᓄ䠁仍Ǆ˅


⾘ᦞ৺᭟Ԉ䇠ᖅ

ަԆ 

ປ㺘享⸕˖1˅ԕкᣕ䬰ᇩਇ亩ⴞ㓿䍩ᣕ䬰㤳ത䲀ࡦǄ
ᡰᴹਁ⾘Ⲵᔰ⾘ᯩᗵ享о᭟Ԉ䇠ᖅⲴ᭦Ⅾᯩа㠤Ǆ
          2˅ᡰ
          3˅᮷Ԧ䈖㿱ǉьইབྷᆖ䚰䈧ഭ˄ຳ˅ཆᶕॾӪઈ䍩⭘Ṩ㇇㇑⨶࣎⌅ᇎᯭ㓶ࡉǊ˗ᮉ䍒ਨ࠭Ǐ2014ǐ43 ਧǉޣҾ䖜ਁ<ѝ
ཞ઼ഭᇦᵪޣཆᇮ᧕ᖵ㓿䍩㇑⨶࣎⌅>Ⲵ䙊⸕Ǌ˗ṑ䍒ᆇǏ2015ǐ22 ਧǉޣҾഭ䱵ਸӔ⍱䍩⭘Ṩ㇇㇑⨶Ⲵ㺕ݵ㿴ᇊǊ
˗ṑ䍒ᆇǏ2016ǐ
20 ਧǉޣҾഭ䱵ਸӔ⍱䍩⭘Ṩ㇇㇑⨶Ⲵ㺕ݵ㿴ᇊ˄Ҽ˅Ǌ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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ѱࣔളՐ䇤䍯⭞ᣛ䬶
ъ࣑Պ䇞
Պᵏ
Պ䇞൪ᡰ

㇑⨶Պ䇞

Պᵏн䎵䗷  ཙˈᣕࡠᔰਸ䇑н䎵䗷  ཙ Պᵏн䎵䗷  ཙˈᣕࡠᔰਸ䇑н䎵䗷  ཙ
ᆖṑ䜘Պ䇞ᇔǃ⽬าǃᇮ侶ㅹ൪ᡰᡆ㘵䘹ᤙ᭯
᭯ᓌ䟷䍝ᇊ⛩Պ䇞൪ᡰǄᵜൠ৲Պԓ㺘Ӫᮠঐ৲Պ
ᙫӪᮠ䎵䗷 ⲴˈՊ䇞ൠ⛩ᓄ䘹ᤙᵜൠǄ

㓿䍩ᶕⓀ 䍒᭯ᤘⅮǃՊ䇞䍩᭦ޕǃṑ䜘䰘亴㇇Պ䇞у亩㓿䍩ǃഭ䱵ഭ㓴㓷у亩ᦀ䎐৺ަԆ᭦ޕㅹǄ
᭦䍩ḷ߶ ᭦䍩ḷ߶н䎵䗷㔬ਸᇊ仍ḷ߶ˈ᭦ޕ৺ᰦкӔ䍒࣑ˈнᗇ᭦᭟
ᔰ᭟㤳ത տᇯ䍩ǃՉ伏䍩ǃՊ䇞ᇔ൪ൠ䍩ǃӔ䙊䍩ǃ᮷Ԧঠࡧ䍩ǃՊ䇞䇪᮷ࠪ⡸䍩ǃуᇦᐞ䍩ㅹǄ
ਸ਼㇑⨶

Պ䇞䍩ı з䴰ㆮ䇒ਸ਼ࡠᤋḷ༷࣎Ṹ˗Պ䇞ᇊ⛩অսᡆṑᇮ侶ㅹԕཆঅսਁ⭏Ⲵঠࡧ䍩ı з
䴰ㆮ䇒ਸ਼ᒦࡠᤋḷ༷࣎Ṹˈঠࡧ䍩ı зᇎ㹼᭯ᓌ䟷䍝Ǆ
 

ъ࣑Պ䇞

㇑⨶Պ䇞

տᇯ䍩





нᆹᧂቡ佀տᇯˈ㔬ਸᇊ仍ḷ߶᤹➗ᢓ䲔Չ伏䍩

߶˄ݳӪ

Չ伏䍩





տᇯ䍩ਾⲴᇊ仍ḷ߶ᢗ㹼ˈՉ伏տᇯ䍩н㜭䈳ࡲ֯

ཙ 

ަԆ





ਸ䇑





㔬ਸᇊ仍ḷ

⭘Ǆޘ䜘֯⭘⁚ੁ㓿䍩Ѯ࣎Պ䇞ⲴˈՊ䇞䍩㔬ਸᇊ
仍ḷ߶ਟк⎞ Ǆ

䞜䠁ਁ᭮ 䇢䈮䍩ǃ䇢ᓗ䍩ㅹ䞜䠁ਁ᤹᭮ഭᇦ઼ᆖṑᴹޣ䞜䠁㇑⨶㿴ᇊᢗ㹼ˈн൘Պ䇞䍩、ⴞѝࡇ᭟
ǉьইབྷᆖՊ䇞ᇑᢩԦǊᡆഭᇦޣ䜘䰘ⲴՊ䇞ᢩ༽
ǉьইབྷᆖՊ䇞䍩Ṩ㇇≷ᙫ㺘Ǌ
Պ䇞䙊⸕˄वਜ਼Պ䇞ᇩǃ⍫ࣘ䇞〻ǃ৲ՊӪઈㅹ˅
Պ䇞䍩ਸ਼ǃ᮷Ԧঠࡧ䍩ਸ਼ǃՊ䇞』䖖ਸ਼ㅹ
ᣕ䬰㾱Ԧ оՊ䇞Ⲵޣᴹ᭸ਁ⾘
ᇎ䱵৲ՊӪઈঅ৺ㆮࡠ㺘Ԧ
Պ䇞ᴽ࣑অսᨀⲴ䍩⭘᰾㓶অᦞ˄䴰⾘ᦞᔰާঅս⺞䇔Ⲵㆮᆇⴆ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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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审批

报销要件

笔译费

同声传译费

工作人员食宿费用标准
志愿者用餐标准

450 元/人天
确因工作需要不能按时用餐的，用餐或发放误餐补贴的定额标准为 100 元/人天
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的同声传译人员，5000 元/人天
使用联合国官方语言以外的其他语种同声传译人员，6000 元/人天
笔译费用定额标准为每千字 200 元。
《东南大学会议审批件》或国家相关部门的会议批复
《东南大学会议费核算汇总表》
会议通知（包含会议内容、活动议程、参会人员等）
文件印刷费合同、会议租车合同等
会议费用相关发票及费用原始明细清单（需票据开具单位盖章确认）
实际参会人员名单及签到表（原件）
公务卡或银行卡支付凭证
经费类型
审批部门
科研经费
会议费用 10 万及以上的，科研院审批，10 万以下的各单位、负责人审批
专项经费
下达经费的各归口部门或根据下拨途径由所在单位、部门审批
校内专项预算经费
预算科
其他校内预算经费
校内预算经费使用部门
创收经费
各院系、单位
代管经费
代管项目委托单位
1、国际会议工作人员人数控制在会议正式代表人数的 10％以内，驻会工作人员不得超过会议工作人员的 50％。
2、国际会议如有注册费收入，中方可承担国际组织官员及秘书处人员会议期间的食宿费用。
3、会议期间可安排一次宴请（含酒水及服务费用）。
4、对于境外同声传译人员，我方只承担同声传译人员乘坐经济舱的国际旅费，据实结算。
5、除外方特邀代表或存在外交对等接待的情况外，不得承担会议代表往返国际国内旅费（包括往返机场的交通费）及食宿费用。

大巴士（25 座以上）每辆每天 1500 元，中巴士（25 座及以下）每辆每天 1000 元，小轿车（5 座及以下）每辆每天 800 元。

会议租车费

会期

分类依据

会议类型

支出范围

场地租金（元/人天）
设备租赁费（元/人天）
其他费用（元/人天）
宴请（元/人）

在华举办国际会议报销指南

中央和国家机关在我国境内举办的、与会者来自 3 个或 3 个以上国家和地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会议。
场地租金、同声传译设备和办公设备租金、宴请费用、交通费用、工作人员食宿费用、志愿人员费用、翻译费用、其他会务费
用以及其他经财政部批准的支出。
一类会议
二类会议
三类会议
以部长级官员作为会议正式代
以司局级官员作为会议正式 以处级及以下官员或其他人员作
表出席的
代表出席的
为会议正式代表出席的
按照审批文件，根据工作需要从 会期不得超过 3 天，报到和 会期不得超过 3 天，报到和离开
备注：以上均为会议正式
严控制。
离开不得超过 2 天
不得超过 2 天
代表人均定额标准
300
200
15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220
180
180

定义

二、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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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一卡通
号、金额等
信息并提交
和打印

每月 1‐5 日系统维
护，故 6 日开始受
理业务。
（人力资源
费不受时间限制。）

院系盖章、项目负
责人签字、人事处
审核后，携带相关
材料至财务处报销
大厅酬金窗口

项目负责人
签字，部门
加盖公章

备注：
1、发放校外人员、临时工酬金及发放校支人员工资需至人事处【四牌楼校区：人事科（五四楼 213 房间）；九龙湖校区：人事科
（行政楼 433 房间）】审核签章。（人力资源费、专家咨询费不需人事处审核盖章。）
2、发放外籍人员酬金需在财务处下载专区下载《外籍人员登记申请表》并提供护照复印件；发放外籍人员酬金需境外汇款的，在
“校外人员信息维护”时“卡类型”选择“现金”，详细参照邀请国（境）外来华人员费用报销流程。
3、发放专家咨询费还需项目预算表、会议通知、相关院长审批签字等。
4、酬金库中未录入的校外人员需经办人自行在网约系统中进行信息维护，财务处审核人员每日会进行审核。

财务处进行人员入库审核→
申请报销单→酬金申报→选
择校外劳务人员、校外劳务费
→点击“下一步”→录入证件
号、姓名、金额等信息→提交

人力资源费（仅限 16 本）
登陆东南大学主页
→校园信息门户→
预约报销→校外人
员信息维护（如系统
中已有人员信息，但
需完善银行卡信息，
可通过信息维护中
身份证号修改卡号
进行）→等待审核

登陆东南大学主页→校园
信息门户（输入用户名和
密码）→预约报销→申请
报销单→酬金申报

发放校外人员酬金：专家
咨询费、专家评审费、校
外教师课酬、专家讲座
费、被试费、突出成果奖
励及校外人员劳务费等

发放校内
人员（在
职、退休、
临时工）
酬金

各类教师酬金、退休返
聘及临时工工资等

酬金申报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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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东南大学预
约报销单》
（因公出
国业务、校内经费
转账业务）上项目
负责人签字、所在
部门盖章。

请将《网约单》、《出国任务批件》原件、《因公临时出
国任务和财务核算审批意见表》原件、《人员备案表》
原件(学生/持绿卡人员/中长期出访人员/外籍千人专家等无需
提供)、邀请函及相关票据附件参照《因公出国（境）
报销需提供的基本审核材料》中顺序摆放后，按预约时
间送至外汇审核处办理核销手续。

8、财务报销以现场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20 号《关于国际合作交流费用核算管理的补充规定（二）》;

于进一步加强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的通知》；校财字【2015】22 号《关于国际合作交流费用核算管理的补充规定》
；校财字【2016】

7、详见校发【2014】194 号《关于印发<东南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教外厅【2015】1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

6、基本科研业务费报销出国费用时，依据规则，必须有文章发表，报销时需附发表的文章全文；

5、因公出国团费综费等打包费用不可报销；

4、省优势及研究生院项目，学生出国费用报销需由研究生院研究生管理培养办公室审批；

3、财政专项（双一流、985、省重点、省优势、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需提供经费预算表复印件；

2、出国（境）外的伙食费和公杂费（包括市内交通费等）以包干形式发放，不再予以报销；

1、外币票据原则上需提供支付记录，票据单张超过人民币 2000 元需提供支付记录；开票方必须与支付记录的收款方一致；

注意事项：

请登入“东南大学预约平
台”认真填报《东南大学预
约报销单》
（因公出国业务、
校内经费转账业务）（支付
方式可选择混合支付方
式）。

因公出国（境）费用报销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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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出国人
员用汇分项目支
出明细账单》，后
附国（境）外发
生的城市间交通
费、住宿费等票
据。

请 将
行 回
送 至
务 科
汇 审
处。

请在《东南大学预约报
销单》（外汇业务、校
内经费转账业务）、
《出
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科研协作经费结算表》
上项目负责人签字、所
在部门盖章。

2、财务报销以现场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银
单
财
外
核

请从外汇审核处领取《因公出
国人员外汇费用核销表》、《出
国人员用汇分项目支出明细账
单》、
《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科研协作经费结算表》并妥善
保管，以便回国办理外汇核销
手续。

请将《网约单》、
《因公出国人员外汇费用核销表》、
《出
国人员用汇分项目支出明细账单》、《出国参加国际学
术会议、科研协作经费结算表》、《出国任务批件》原
件、
《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财务核算审批意见表》原件、
《人员备案表》原件、邀请函及相关票据附件参照《因
公临时出国（境）报销需提供的基本审核材料》中顺
序摆放后，按预约时间送至外汇审核处办理核销手续。

因公出国（境）批汇核销流程

请持外汇审核填写的《出国
用汇预算申请书》、《中国
银行外汇兑换水单》、《预
算内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
申请书》到中国银行南京城
中支行（中山东路 105 号）
办理。

1、参照因公出国（境）报销流程相关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请登入“东南大学预
约平台”认真填报《东
南大学预约报销单》
（因公出国业务、校
内经费转账业务）
（支
付方式可选择混合支
付方式）。

请持国际合作处出具的批件（赴台批件由国
台办出具）、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财务核算
审批意见表及备案表复印件、参加会议、培
训、访问等的邀请函、项目负责人签字、院
系盖章的暂付款单、《借款承诺书》及《东
南大学预约报销单》（暂付款业务）至财务
科外汇审核岗审核。

因公出国（境）用汇审批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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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东南大学预约
报销单》
（境外专家来
访业务、酬金申报业
务）上项目负责人签
字、所在部门盖章。

请将《网约单》
、
《邀请国（境）外来华人
员费用报销说明》（需国际合作处审批）、
邀请函及相关票据附件参照《邀请国（境）
外来华人员报销需提供的基本审核材料》
中顺序摆放后，按预约时间送至外汇审核
处办理核销手续。

9、财务报销以现场最终审核结果为准。

《关于国际合作交流费用核算管理的补充规定（二）》;

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校财字【2015】22 号《关于国际合作交流费用核算管理的补充规定》
；校财字【2016】20 号

6、详见《东南大学邀请国（境）外来华人员费用核算管理办法实施细则》;教财司函【2014】43 号《关于转发<中央和国家

5、发放酬金还需按要求填报《外籍人员登记申请表》，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

4、《东南大学酬金预约报销单》需人事处审批，加盖“非学校编制人员聘用审核专用章”。

3、财政专项（双一流、985、省重点、省优势、基本科研业务费等）需提供经费预算表复印件。

2、外币票据原则上需提供支付记录，票据单张超过人民币 2000 元需提供支付记录；开票方必须与支付记录的收款方一致。

1、由邀请单位垫付的费用以人民币结算；支付给来华人员一次性取得的酬金和来华人员垫付的国际旅费应以外币结算。

注意事项：

请登入“东南大学预约平台”认真
填报《东南大学预约报销单》（境
外专家来访业务、酬金申报业务）
（支付方式可选择混合支付方式，
如需境外汇款可在支票栏填写对方
名称及相应金额）。

邀请国（境）外来华人员费用报销流程

请在《东南大学
预约报销单》
（暂付款业务）
上项目负责人
签字、所在部门
盖章。

请在《东南大学
预约报销单》
（暂付款业务）
上项目负责人
签字、所在部门
盖章。

请登入“东南大学预
约平台”认真填报《东
南大 学预 约报 销 单》
（暂付款）
（支付方式
选择汇款，必须以对
公转账方式支付）。

请登入“东南大学预
约平台”认真填报《东
南大学预约单》
（暂付
款业务）和《东南大
学酬金申报预约单》

请经办人凭暂借款单据（需项目负责人签
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借款承诺书》、来
华专家照片页或签证页、外籍人员登记申
请表、
《东南大学预约报销单》
（暂付款业
务）及《东南大学酬金申报预约单》至财
务科外汇审核岗审核。

请经办人凭暂借款单据（需项目负责人签
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借款承诺书》、来
华专家签证页（乘机时间应符合签证来华
日期）、邀请函及《东南大学预约报销单》
（暂付款业务）至财务科外汇审核岗审
核。

邀请国（境）外来华人员费用预支暂付款流程

机票暂付款

酬金暂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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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汇审核通过
后，请经办人持
所填单据和代扣
手续费单据交由
经办人到中国银
行城中支行（中
山东路 105 号）
办理汇款。

请将《网约单》、暂付款冲账联
（绿联），取得的原始票据（经
办人要在票据上中文注明所报
销的内容，项目负责人签字并加
盖部门公章），送至财务处外汇
审核处核销入账。

境外汇款用汇核销流程

外汇审核根据付款通知
填写《用汇申请书》、
《银
行兑换水单》、
《境外汇款
申请书》的部分内容并签
章；（汇款申请书汇款信
息由经办人填写，申请书
样本可在财务处网站下
载。）

请登入“东南大学预约
平台”认真填报《东南
大学预约报销单》（相
应冲销的业务）
（支付方
式可选择“混合支付”
方式填写“冲销栏”）。

请经办人凭暂借款单（摘要处填写暂
借款内容并注明外币金额，人民币金
额暂不填写，暂借款单据需项目负责
人签字并加盖部门公章）、外汇收款方
出具的付款通知及对应的银行账户信
息、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借款承诺书》
及《东南大学预约报销单》
（暂付款业
务）至财务科外汇审核岗审核。

境外汇款用汇审批流程
请经办人将银行单
据带回，项目负责人
在代扣手续费授权
书和汇款手续费单
据(一般为蓝色联)上
签字并加盖部门公
章后一同交由外汇
审核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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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单交至财务
大厅收单处，等
待后台处理

6、领取困难补助：院系或人事处开具领款单。

5、退质保金：质保期到期后，由相关校内单位确认，项目负责人签字，部门盖章。

4、退住房租金：携带租金票据至总务处后勤宿管确认，总务处处长签字，总务处盖章。

3、退住房押金：携带押金票据至总务处后勤宿管确认，总务处处长签字，总务处盖章。

2、退投标保证金：携带到款单至招标办办公室确认，办公室主任签字，招标办盖章。

1、单据收款方和汇款时的收款方需一致。

注意事项：

退款单据、到款单
或领款单经相关部
门签字、盖章

网约汇款，打印网约
单，经办人签字并留联
系方式；无预约账号可
直接至财务大厅，由工
作人员提供账号

往来退款或困难补助领款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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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

住院人姓名、住院医院、

在“支票申领单”上填写

位领导签字盖章

由住院人所在单

“支票申领单”

理手续并签章

医疗办登记并办

带到校医院公费

将“支票申领单”

窗口办理

楼校区医疗

财务处四牌

5、友情提醒：无需借款的老师及学生请直接带上医院发票至校医院报销，不需直接到财务处报销医药费。

4、借款范围：办理借款支票的医院必须是通过校医院确认转诊的医院；每位校内人员借住院费最多不能超过三次。

或其他银行借记卡；）

规定，借住院支票需要根据一定比例（校医院核定比例）缴纳押金，故前来财务处办理借款手续时，请带上建设银行借记卡（南京）

3、办理程序：东南大学医院公费医疗办领取支票申领单——财务处票据岗开具票据——财务一科医疗岗办理报销（PS：根据相关

2、填写要素：在“支票申领单”上填写住院人姓名、住院医院、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

1、单据要求：附有住院人所在单位领导签字和盖章、医院领导签字和盖章的支票申领单。

注意事项：

票申领单”

费医疗办领取“支

东南大学医院公

因病住院借暂付款支票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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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到财务处办理冲销

据、校医院开具“领款

额，填制“领款单”并在
“领款单”签字盖章

(存根)绿联、住院押金收

带上暂付款支出凭证

住院发票，确定可报销金

校医院公费医疗办核查

5、友情提醒：当年借的住院费用当年一定要冲销核实。

4、冲销范围：住院原始单据必须是借款支票的医院。

原始票据核算的医药费优先冲销借的住院费用，冲销完的多余部分再打卡；）

3、办理程序：东南大学医院公费医疗办审核住院原始票据——财务处财务一科医疗岗办理冲销（PS：根据相关规定，所有住院

2、填写要素：在“领款单”上填写住院人姓名、住院医院、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

1、单据要求：校医院审核签章过后的住院原始单据、校医院开具的领款单、暂付款支出凭证的存根（绿联）、住院押金收据。

注意事项：

公费医疗办

据送至校医院

将住院原始单

归还住院借款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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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职工提取
公积金、住
房补贴流程

离校
需要的材料
身份证，户口迁移证明或
者异地户口本、离校证明，
如转至单位需要所在单位
开具异地接收证明

身份证，退休证

退休
需要的材料

还贷
需要的材料
当月贷款银行开具的贷款
证明，如为配偶名字需带
结婚证、身份证

购新房（一年内）
以首付款发票日期或者购
房合同日期为准.超过一年
只能还贷款。
需要材料：身份证，首付
款发票，购房合同（如是
配偶名字需带结婚证或户
口本）

地址：沙塘园
餐厅后总务处
一楼业务办理
大厅。联系电
话：83791821
如公积金、住
房补贴都要提
取，需开具 2
张提取单

国资办
带前述材料
前往国资办
办理公积金
住房补贴提
取单
持国资办开具的
提取单和前述材
料至五四楼一楼
办理公积金、住
房补贴提取手续

至五四楼三楼财
务报销大厅取号
做账，完成公积
金、住房补贴提取
单的盖章审核

职工提取公积金、住房补贴业务流程

提取结束

前往建设银行大
行宫支行提取公
积金住房补贴或
完成还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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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楼校区校医院六
楼医疗办登记

经部门(单位)盖

章确认

报销

区大厅现场窗口

财务处四牌楼校

据每月报销 100 元。

3、幼儿园学费：2 周岁以上，在校外幼儿园入园（送东南大学幼儿园孩子费用已经直接减免）可凭有关证明和保育教育费票

政府政务大厅开私托费收据。

2、私托费：2 周岁以下每月可以报销 45 元私托费，私托费凭户口本、小孩出生证、独生子女证、身份证到所在户口所在区

年份逢双时由女方单位支付；丧偶的单、双年均由在世一方单位负担。

11 个月；领取南京市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并且独生子女证送到校计划生育办公室备案方可享受；年份逢单时由男方单位支付，

1、根据东南大学校通知[2004]32 号关于印发《东南大学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规定》：独生子女入托、入园学费给予每年报销

注意事项：

独生子女证件到四

保育教育费票据

携带票据、一卡通、

独生子女私托费、幼儿园学费报销流程

非科研项目预开票据流程

携带《东南大学预开票据
申请单（科研项目除外）》
到结算科票据岗审核

《预开增值税专用
发票》申请单到会
计科批准签字

持批准的《东南大学预开票据申请单（科研项目除外）
》
和经费项目本到专项资金管理科办理资金冻结

预开收据或免税
发票直接持合同
及预开票据申请
单到结算科票据
岗开具发票

预开增值税普通发票
需先到财务一科做账
扣税，凭做完账的凭
证到结算科票据岗开
具发票

预开增值税专用发
票需先到财务一科
做账扣税，凭做完
账的凭证到会计科
开具发票

注意事项：
结算科票据岗或会计科开完收据或发票后均会将票据和解冻单同
时交给老师，请老师妥善保管好解冻单，入账时需要先凭解冻单到票据
岗取票据记账联，再到财务处四牌楼校区现场窗口办理入账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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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岗开出的票据记账
联和票据本（开具增值税
发票时无此项）送至现场
窗口办理入账并复核
票据本或凭证至
结算科盖章确认

凭已盖章票据本或
凭证至开票岗取票

6、开具票据较多时，采用预约方式，一到两个工作日后办理。

5、收款开票汇总表纸质版需项目负责人签字，部门盖章。

会议费：需附会议通知

培训费：需附培训协议、办班申报表、物价备案表、培训通知；

4、常见的开票项目，如

3、特殊开票内容或开票票据种类，由开票岗工作人员处理，请至一楼会计科科长处审批。

2、POS 单入账需提前和结算科科长确认到款，第三方平台收款需前往 302 办公室打印收款凭单。

1、无项目号申请新建项目号需先前往 308 办公室申请，并确定切块政策。

注意事项：

凭收款开票汇总表纸质
版和电子版、到款单、
pos 单或现金交款单、
项目立项批复，至开票
岗开票

收入业务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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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岗开出的票
据记账联和票据
本（开具增值税发
票时无此项）至现
场窗口办理入账
并复核
结算科缴
费、票据本
或凭证盖
章确认

凭已盖章票
据本或凭证
至开票岗取
票

4、不需开票事项可直接至现场窗口办理入账。

3、特殊开票内容或开票票据种类，由开票岗工作人员处理，请至财务处一楼会计科科长处审批。

2、携带现金者，请至建行四牌楼支行存入东南大学 123456 账户，并带回银行盖章确认的现金交款单。

处办理后续业务。

1、若款项由自己单位开具支票，请至结算科办理到款确认，并于三个工作日后打印到款单再前往财务

注意事项：

至相关部
门开具交
款通知单

携带银行卡、
到款单或现金
交款单和交款
通知单至开票
岗开票

零星交费业务办理流程

网上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登录东南大学财务处综合信息门户

网上预约报销

申请报销单

填写报销基本信息（报销项目号、项目负责人、实际报销人、电话、
手机、电子邮件、附件张数）；选择申请的业务类型（日常报销业务、
国内旅费业务、暂借款业务、酬金申报、因公出国、境外专家来访、
主办会议费、校内经费转账），选择支付方式（校内人员转卡、汇款、
混合支付、内部结算）

根据报销内容在对应栏目内填写金额

选择支付方式按系统要求填写有关信息

修改报销单

预约

撤销报销单

选择校区及预约时间段

打印确认单

确认单上签字、盖章，提交财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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