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中国南方航空成立于 1992年 12月 20日。1997年 7月，经股份

制改造后，南航分别在纽约、香港两地成功挂牌上市，2003 年 7 月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2002 年 10 月 11 日，南航与北方航、

新疆航联合重组，成立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集

团），总部设在广州，是中央管理的三大骨干航空集团之一，公司主

营航空运输业务，兼营飞机发动机维修、进出口贸易、金融理财、传

媒广告、地产等相关产业。目前，南航集团拥有员工 10 万余人，运

营总资产达 2000多亿元人民币。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航股份）是南航集团的

航空运输主业公司，总部设在广州，以蓝色垂直尾翼镶红色木棉花为

公司标志，是中国运输飞机最多、航线网络最发达、年客运量最大的

航空公司，拥有新疆、北方等 18 家分公司，在杭州、青岛等地设有

23个国内营业部，在新加坡、纽约等地设有 69个国外营业部。此外，

南航股份还投资了雄安航空、厦门航空等 21 家全资、控股子公司，

14家联营参股公司，3家合营公司。  

二、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痛点 

(一) 如何杜绝电子发票造假 

从政策角度看，根据国家税务总局 2015年 84号文件规定，国家

推出了增值税电子发票，开票方和受票方需要纸质发票的，可以自行



打印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的版式文件，其法律效力、基本用途、基本

使用规定等与税务机关监制的增值税普通发票相同，南航集团在未进

行试点前，也与大部分单位处理方式基本一致，采用将电子发票版式

文件打印出来的方式进行报销，符合政策的要求。 

从技术角度看，员工存在修改发票报销基本信息的可能。比如员

工可以通过修图软件 PS，修改发票信息，而且如果只是修改其中一

部分信息，再通过打印出纸质进行报销，很难通过肉眼观察直接发现。 

从环保角度看，对于接收到的电子发票需要打印出纸质才能报销，

员工使用不便，浪费大量纸张，人工审核的工作量较大，也不环保。 

(二) 如何防止电子发票重复 

一方面是电子发票的发票代码及发票号码，在本单位报销时，可

能会重复提交进行报销，这个问题我们前期遇到过，不过后来通过升

级报账系统利用查验接口的电子数据信息进行防重解决了。另一方面，

是打印出的电子发票版式文件与电子发票的数据是否一致的问题，这

个问题我们比较困扰我们，因为需要用到 OCR识别技术，相关的成

本不低，效果又不太好，主要是由于电子发票打印的纸质文件，并不

像发票专用纸那么标准，可能歪斜，识别的准确度也有限。 

三、试点目标、整体解决方案及试点组织 

(一) 试点目标 

根据《国家档案局办公室 财政部办公厅 国家税务总局办公厅 

关于开展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工作的通知》（档办发

〔2019〕1 号），南航集团入选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单

位之一，结合试点工作要求及南航集团实际业务开展需要，旨在解决

南航集团面临的电子发票痛点问题，优化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



的全流程报销体验，支持采集电子发票 PDF 版式文件电子原件直接

进行报销、入账、归档，无需打印电子发票的 PDF版式文件。 

(二) 整体解决方案 

在南航集团原有的档案管理系统、财务报账系统、财务电子影像

系统、南航 E家（APP）等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新增优化各个系统的

功能，设计整体方案，满足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的要求。

整体解决方案流程如下： 

 

(三) 试点组织 

本次试点由南航集团财务部税务管理室（负责公司电子发票相关

政策）牵头，南航集团办公厅档案馆（负责公司档案管理）、财务部

综合管理室（负责财务档案管理）、财务共享中心（负责财务报销审

核等）、系统与内控室（统筹财务系统建设）等共同成立联合专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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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组。 

四、系统建设及投入 

南航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工作主要涉及南航 E家（APP）、

财务报账系统、财务电子影像系统、财务电子凭证系统、EBS财务系

统的建设。 

技术上采用南航自主研发方式，总体投入研发约 300人天。主要

新增或优化的系统功能如下：一是财务报账系统新增上传电子发票

PDF文件功能；二是南航 E家（APP）新增同步微信电子发票功能，

优化扫描发票二维码功能；三是优化财务核算系统功能；四是全面优

化财务电子凭证系统凭证匹配、分册、入库、归档等功能；五是预留

接口，做好与公司档案系统对接的相关技术准备工作。 

五、电子发票归集报销、入账 、归档具体做法 

(一) 报销环节 

报销环节，主要是解决电子发票的上传、查验、防重，做好电子

发票的便捷采集、关联报销单、便捷财务审核等功能。 

1、南航 E 家（APP）移动端采集 

南航 E家作为移动端发票采集入口，通过南航 E家“我的发

票”-“扫一扫”功能，支持扫描纸质/电子发票的发票二维码，自动采集

发票的电子信息，进行实时查验与反馈，结果与税务总局查验平台结

果一致；通过“同步微信发票”操作，进一步实现电子发票 PDF版式

文件的自动下载及发票查验功能。 



 

2、财务报账系统 PC 端采集 

通过财务报账系统 PC端“我的发票”模块实现电子发票 PDF版式

文件上传及发票查验功能，同时系统自动同步 E家及 PC端采集的发

票数据。 

 



 

3、报销提单 

提报销单时，选择关联上传且查验通过的电子发票。对于南航开

具的机票电子发票，系统根据乘机人自动获取其机票电子发票。 

 

 

 

 



成功提单后系统后台将 PDF版式文件上传至电子影像系统，为

方便财务审核人员同时审核电子发票及其它纸质凭证扫描件，系统将

电子发票版式文件转换为 JPG格式供财务审核人员集中查看。 



 

 

(二) 入账环节 

入账环节，主要是做好报销单据与核算系统账务的对接，通过自

动生成账务，减少人工错漏风险。通过核算系统，提供财务入账及凭

证信息输入接口。具体来讲，财务报账系统的报账单据财务复审通过

后，导入财务核算系统（EBS）生成账务凭证信息，同时，财务核算

系统（EBS）将凭证信息推送到财务电子凭证系统生成电子凭证封面。 

 



 

(三) 归档环节 

归档环节，主要是做好财务凭证的匹配、分册、入库等工作，以

及处理好财务归档环节与公司档案归档环节的对接处理。在档案系统

建设方面，由于南航当前正在优化升级公司级档案管理系统，现阶段

财务会计档案主要通过财务电子凭证系统进行统一管理。待公司档案

管理系统上线（预计 2020年上半年）后，再进行财务会计档案的移

库对接。财务电子凭证系统建设满足财务凭证匹配、分册、入库、归

档等要求。 

1、凭证匹配 

财务核算系统生成的账务信息和财务电子影像系统生成的影像

附件（含电子发票 PDF 及影像）将定期同步至电子凭证系统，电子



凭证系统通过报账单号将记账凭证和凭证附件影像进行一一匹配，实

现记账凭证、电子发票 PDF及其它票据凭证的统一归档。 

 

 

2、报账单分册、入库 



通过扫描枪滴入报账单条形码将多个报账单及其纸质材料分为

一册，实现纸质与电子材料（记账凭证、电子发票 PDF及其它票据

凭证）的关联分册。选择多个分册后完成入库操作。待公司档案管理

系统上线后，完成移库对接。 

 

六、取得的效益 

(一) 流程优化 

1. 优化了只含有电子发票的报销业务处理过程，员工报销时，

报账人不必打印发票、打印报销面单、粘贴发票、传递发票到财务扫

描岗，财务扫描岗位不必扫描纸质材料，节约员工大量时间。 

2. 优化纸质、电子材料混合归档档案管理规则，为财务凭证电

子化、专票电子化等业务拓展打下较好的基础。 



(二) 节约成本 

2019年 6月份上线试点功能，截至 2019年底，实际归档电子发

票共计约 4万张，每年处理电子发票按照保守估计 10万张测算（结

合纸质发票取消、专票电子化等影响，未来每年处理电子发票预计

40万张以上），每年财务报销相关的财务凭证超过 200万张、电子附

件超过 20万张，通过试点，上述至少每年 230万张文件不必打印（不

完全统计，供参考），相关费用节约测算如下： 

1. 纸张费：依据档案局统一报价标准 0.05元/张，每年节省纸张

费约 11.50万元； 

2. 打印耗材费：按照 0.12 元/张测算，每年节省打印耗材费约

27.60万元； 

3. 保管费：按照0.125元/张测算，每年节省保管费约 28.75万元； 

4. 整理人工费：按照 0.22 元/张测算，每年节省人工费约 50.60

万元。 

按照上述测算，预计每年总计可节省公司成本约 118.45万元。 

注：上述测算标准来源于京东在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

汇报会上展示的测算标准，相关数据仅供参考。 

(三) 提高效率 

单据审核流转时间缩短，财务审核人员根据上传的电子发票 PDF

文件相关信息进行审核，提高了财审人员工作效率，提高了报账效率。 

(四) 其他 

电子化报销为数据二次应用提供了基础，符合社会倡导的绿色环

保理念，同时为公司数字档案馆建设提供数据支持。 



七、尚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公司档案馆相关系统功能尚在升级阶段，财务档案系统会尽快与

公司档案系统进行对接，公司档案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满足四性检

测、异地灾备等档案管理要求。 

可能受国家专票电子化、电子发票由 PDF版式文件向 OPD版式

转换等政策影响，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流程可能需

要整体进行优化升级。 

下一步，将持续推进优化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

流程，进一步提升工作效率，提升员工满意度，并将试点成果拓展至

财务凭证电子化，节约公司纸张打印、仓储管理等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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