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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报销的规范性要求 



发票 

附件 经费审批 

预约报销 报销 01 

02 03 

04 

报销的规范性要求 



发票受理的有效期为12个月 
       示例：2021年4月全月可受理的发票，开具时间
为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 

发票 

报销的规范性要求 

发票上应加盖发票专用章，而非销售方公章 
       如何判断正规票据：须印有税务或财政监制章，
无监制章的普通收据不能作为报销凭据 

发票抬头原则上须为南京审计大学 
       例外情况：公路、铁路运输票据，飞机票（航空
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地铁公交票等不受此限制 



开发票所需的纳税人识别号、开户行等信息 

名     称：               南京审计大学 
 
纳税人识别号：       1232000046600736XP 
 
地     址：               南京市浦口区雨山西路86号 
 
电     话：                025-58318883 
 
开户行：                 南京市工商银行汉府支行 
 
账     号：                4301015819100302596 
 



其他相关附件： 
       如报差旅费需附出差审批单，报论文版面费需
附证明附件，报网约车发票需附行程单等 

附件 

报销的规范性要求 

完全不需要的附件： 
       课题经费本、经费预算表以及论文刊物原件都
是不需要随报销单投递的 

报销必备附件： 
       预约报销单、各类发票（其中电子发票须打印
出纸质版、进行认证并在预约报销时进行勾选） 



审批 

报销的规范性要求 

学院下拨的课题     
        报销经办人      项目负责人      学院院长 

书院下拨的课题     
        报销经办人      项目负责人      书院院长 

团委下拨的课题     
        报销经办人      项目负责人      团委书记 



1. 南 京 市 内 交 通 费 

   ①出租车票  原则上同一车牌号的单次报销只报一张，如单张发票金
额达到100元，需在票据上注明乘车起始点及办理事项。 
 

    ②网约车发票  需附滴滴等公司开具的官方行程单，打印下来并勾选
出与调研相关行程，报销此部分；2021年可受理的行程发生时间为
2020年1月1日以后的行程，行程地点为南京市范围内。 

 
    ③公交车票或地铁票  连号票据数量不宜超过项目组成员数，公交或
地铁的充值发票均不可报销。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市内交通费的正确示例和错误示例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2.图书资料费 

   指购买项目所需相关图书和资料等的费用。 

 

   ①发票或明细单上显示的图书资料名称，须与所研项目或专业学
习存在相关性。 

 

   ②建议单张发票金额小于1000元，金额超过者须履行相关资产入
库手续，较为复杂。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①发票内容为商品品类—“办公用品”，或者发票内容为办公
用品具体品名的均可报销；如发票内容为商品品类—“日用品”
的不予受理。 
 
    ②单张发票如金额大于或等于1000元时，需列清商品明细，或
提供加盖发票专用章的购物清单，同时提供支付凭证截图作为附
件。如遇连号票据，金额加总后视同为一张发票。 
 
    ③大创项目经费不宜用于购买打印机耗材，电脑配件及周边外
设等。可以用于购买U盘。创业类项目材料购置不受此限制。 

3.办公用品费： 



4.印刷费： 

       项目所需材料的打印、复印及装订等费用， 
 
       单张发票如金额大于或等于1000元时，需列清明细（单价
及数量），或提供加盖发票专用章的明细清单，并注明印刷内容，
同时提供支付凭证截图作为附件。如遇连号票据，金额加总后视
同为一张发票。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5.论文版面费： 

    ①发票要求：内容可以为“版面费/编审费/服务费”等相关内容 
 
    ②相关附件 
       已见刊时报销：须另附刊物封面、目录及文章首页复印件作为附
件，知网发布的电子版截图打印亦可。 
       尚未见刊时报销：须附用稿通知书作为附件。 
 
       示例：如2021年4月报销，用稿通知显示出刊时间为4月及以前
的按已出刊要求报销；显示出刊时间为5月及以后的按尚未出刊要求
报销。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5.论文版面费： 

     ③开票单位名称、用稿通知书上的印章和相关期刊发行单位三

者应一致或具有相关性。 

       如期刊杂志上注明了与某某公司的隶属关系，或注明了发行单位
为某某公司，可视为具有相关性，而无需另行证明。 

       如非以上情况，需另行提供关系证明/授权委托书作为相关附件。 

 



论文版面费授权委托书示例 

     可联系出版社开具关系证明/委托书要素 

① “ XX 杂志社授权 XX 文化公司代开发票”； 

②有作者和发表的与项目相关论文的标题；  

③内容摘要为代收论文版面费 ； 

④费用金额大小写均需 ； 

⑤末尾需要杂志社和相关文化公司盖章。  

 

示例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6.差旅费（往返调研地费）： 

  ①发票要求： 

       交通费发票：原则上必须提供往返闭环的城市间交通费发票，可

乘坐火车硬席（硬座、硬卧），高铁/动车二等座、全列软席列车二

等软座，轮船三等舱，飞机经济舱。单程交通费发票原则上不受理。 

       寒暑假期间差旅的起始点可以为南京市或住家所在城市。 

       住宿费发票：需要注明几人几天（住宿费标准参照后表），如单

张发票金额达到或超过1000元时，需附支付凭证截图。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南京审计大学差旅

住宿费标准明细表 

 （学生适用标准） 

地区(城市)  
住宿费
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上浮价 

北京  500       

天津  380       

河北  350 

张家口市 
7-9月、11-
3 月 

525 

秦皇岛市  7-8 月  500 

承德市  7-9 月  580 

山西  350       

内蒙古 350 

海拉尔市、满洲里市、
阿尔山市 

7-9 月  480 

二连浩特市  7-9 月  400 

额济纳旗  9-10 月  480 

辽宁  350       

大连  350 全市  7-9 月  420 

吉林  350 
吉林市、延边州、长
白山管理区 

7-9 月  420 

黑龙江 350 

哈尔滨市  7-9 月  420 

牡丹江市、伊春市、
大兴安岭地区、黑河
市、佳木斯市 

6-8 月  360 

上海  500       

江苏  380       

浙江  400       

安徽  350       

福建  380       

厦门  400       

江西  350       

山东  380 
烟台市、威海市、日
照市 

7-9 月  450 

青岛  380 全市  7-9 月  450 

地区(城市)  
住宿费
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上浮价 

河南  380 洛阳市 4-5 月上旬 500 

湖北  350       

湖南  350       

广东  450       

广西  350 桂林市、北海市 
1-2 月、7-9 
月 

43 

海南  350 

海口市、文昌市、
澄迈县 

11-2 月  450 

琼海市、万宁市、
陵水县、保亭县 

11-3 月  450 

三亚  400 三亚市  10-4 月  480 

重庆  370       

四川  370       

贵州  370       

云南  380       

西藏  350 
拉萨市  6-9 月  530 

其他地区  6-9 月  350 

陕西  350       

甘肃  350       

青海  350 

西宁市  6-9 月  530 

玉树州  5-9 月  450 

海北州、黄南州  5-9 月  375 

海东市、海南州  5-9 月  375 

海西州  5-9 月  300 

宁夏  350       

新疆  350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②附件要求：需附出差审批单，审批人为所在书院辅导员或其他相

关负责人，出差审批表中的调研时间、地点应与提供的发票相符合；寒

暑假期间无需履行出差审批。 

      ③出差外埠包干费用 

      外埠伙食补助费：100元/人/天（青海、新疆、西藏为120元/人/天） 

      外埠市内交通费：80元/人/天 

       包干费用按天计算，如没有住宿费：只可申领出发和返程在途2天；

如有住宿费：调研期间每天都可申领 



出差审批表填写注意事项 

报销差旅费必需附件（寒暑假期间除外） 

    ▪出差审批原则上为事前审批 

    ▪审批人为学生所在书院的辅导员或其他

相关负责人 

    ▪单次调研事项对应单次出差审批 

    ▪差旅费报销坚持“一事一报“的原则，

参与同一调研行程的小组成员应在一笔报销

单中完成报销，出差审批表亦可合并填写。 

南京审计大学出差审批单 

年   月   日 

出差人员名
单 

姓  名         

职务职称         

出差任务或
事由说明 

  

  

出差城市   

出差期间 年  月  日到    年  月 日 

出差单位   

城市间往返选择特殊交通工具（租车、自驾车、搭便车）的说明(可附件说明) ： 

总费用估计   经费项目   

填表说明：1、出差人员应详细填列审批内容。2、出差人员应根据《差旅费管理办法》
办理相应审批手续后方可办理差旅暂借款或报销差旅费。 

                                              审批人：                                        经办人： 



报销内容分类详解 

       差旅费报销时可填写明细

清单作为预约报销的附件 
  

出差人姓名——实际外出调研的学生姓名  

出差事由——“大创项目调研” 

 

    也可填写传统纸质差旅费报销单作为

预约报销的附件 

 

南京审计大学差旅费报销明细清单 

出差人姓名           

出差人职称           

校外人员请
备注 

    
      

出差事由   

出发日期 出发城市 到达日期 到达城市 交通工具 金额 
            

            

            

            

            

            

            

            

            

            

其他费用项 人数 天数 备注说明 金额 

住宿费     
住宿费需体现入住人数和
天数 

  

伙食补助     
100元/人·天 
西藏、青海、新疆地区
120元/人·天 

  

交通补助     80元/人·天   

市内交通费     
出发或返程当天往返南京
市车站、码头、机场所发
生的市内交通费 

  

总计金额 此金额为报销单预约申请
金额   



     如果发票开票内容与项目看起来没有明显关联性，请经办人手写用途并签字。 

 

      超市等开具的卷式发票如没有南京审计大学抬头，需要换开相应发票后予以报销。 

 

      请纵向打印预约报销单，所有附件正面朝上，以预约报销单为首页，逐张粘贴于左

上角，建议用胶水或胶棒粘贴，请勿使用订书机 。发票应按经济业务类型分类整理

（如办公费、市内交通费、印刷费等），公交票、地铁票、打车票均可按金额排序整齐

贴在白纸上，再将白纸贴到报销单后面。 

  

其他注意事项 



PART 
02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首先请登陆财务信息门户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选择网上预约报销 

再选择“申请报销单”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业务大类——日常报销业务 
 
项目号——大创项目号 
 
附件张数——所有发票及附
件的张数合计 
 
摘要——按照实际报销内容
填写 
 
支付方式——转卡 
 
线上审批——选择“是” 
 
如有电子发票——选择“是”
并需要认证并且勾选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此电子发票认证界面，左侧用于普通或专用增值税电子发票认证，右侧通
常主要用于认证医疗门诊收费电子票据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验证完的电子发票一定要在以下界面进行勾选，确定后方会填入预约报销单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在此界面中按照实际
报销的内容根据第一列的
报销项名称选择差旅费、
办公耗材、书报杂志、市
内交通、文印服务、出版
费，分别填入相应同类票
据合计的金额。 
        
       然后点击下一步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在此界面中，工号填入报销同学的学号，账号信息为学生工行
学费缴费卡的银行账号而非卡号，可以放心确认，继续点击下一步。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点击确认后再点击提交，进入以下界面，您的报销单在等待
经费审批人审核，待转态为“已审核”时可点击“预约安排“。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在此界面中选择任意可以预约的时间段，点击“预约”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进入这个界面时，请点击
蓝底的“打印确认单” 
         
       请用A4纸纵向打印，预约
报销的流程基本已完成。 



       因每日现场受理取号数量有限且等待时间较长，建议将预
约报销单直接投进“自助报账投递机” 

        

       投递机地图：敏行楼1楼、竞慧东楼1楼、文济楼1楼、沁
园餐厅1楼、澄园国际文化交流学院、致明楼2楼财务处门厅 

 

       预计报销款到卡时间：投单后3-5个工作日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自助报账投递机使用说明 

①将预约报销及黏贴好的附件材
料等装入专用文件袋中 
 
②点击显示屏上的“投递”按钮 
 
③在扫码区扫描报销单左上角条
形码，或通过键盘输入六位数的
预约单号码 
 
④待投递入口打开后将文件袋投
入，投递入口打开时长为30秒 
 
⑤点击显示屏上的“确定”按钮，
取回凭条，完成投递 

⑤取回凭条，完成投递 

 
⑤取回凭条，完成投递 

 



     欢迎各位同学关注“ 南京审计大学财务服务”微信公众号 并

按学号登陆，即可及时 查看报销进程。 财务咨询电话：58318883 

预约报销操作流程 



PART 
03 现场答疑Q&A 



     在此衷心预祝各位同学圆满完

成项目研究，并顺利使用项目经费！ 



2021-4-14 

谢谢欣赏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