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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广东火电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火电）

成立于 1956 年，隶属于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有电

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工程设计电力行业甲级资质，建筑、机

电、市政工程总承包等资质，对外承包工程经营资格证书和中国实验

室国家认可证书的综合性大型国有企业。拥有集 EPC 总承包、项目

管理、设计、施工、制造、投资、运营于一体的完整业务链，多次荣

获中国建筑工程鲁班奖、国家优质工程金质奖等荣誉。广东火电连续

十五年获得全国安康杯优胜单位，连续 23 年被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

局授予“守合同重信用企业”称号，并被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授予

“全国电力建设特殊贡献企业”称号。广东火电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

进行信息化规划，积极开发和应用信息化工具，为公司的生产经营提

供技术支撑。 

截止目前，广东火电整体信息化水平较好，并且已积累了丰富的

信息化应用经验，使用过的产品从金蝶 K3 系统到目前的金蝶 EAS

系统（大型企业 ERP）和金蝶云之家移动办公平台等，受众基础良好。

在此过程中，广东火电不仅与金蝶软件（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金蝶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也培养了优秀的内部研发团队。

作为金蝶公司的深度用户和明珠客户，广东火电近年来在财务信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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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也是动作频频。2018 年，广东火电金蝶 EAS系统进行完善，完

成业财一体化的开发目标，实现业务系统与核算系统无缝链接，并且

与金蝶公司签订合作协议，拟开发和应用发票云和移动费用报销系

统，为实施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的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的痛点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和“放管服”改革，通

过“互联网政务服务”等手段优化营商环境、释放改革红利。国家有关

部门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在电子商务等领域积极推行电子发票。

但电子发票的报销给单位带来了几个难点； 

(一) 审核成本高 

按传统发票管理业务以纸质资料传递为主，大部分企业涉及三级

或以上的审批流程，且需部门领导签字或盖章，这种以人工作业为主

的审核方式，随着人力成本逐年上升致使企业审核成本高居不下 

(二) 内控水平低 

发票真伪识别需手工录入代码、号码查验，重复报销问题无法鉴

别处理，对虚假发票、发票重复入账难以进行有效监控，增加企业财

税风险隐患。 

(三) 工作效率低 

费用报销作为企业日常业务，除了报销单填录环节消耗大量的员

工成本外，传统的工作方式还需要财务工作人员耗用超过 60%的时间

处理单据与发票的金额复核工作，发票查验与扫描、归档等低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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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价值工作，加上大量数据需人工录入、在产生大量垃圾数据的同时

严重影响财务工作效率。 

综上所述，实施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既是响应国家政策

号召，更是优化管理流程、提升工作效率、降低管理成本的内在需求。 

三、试点工作目标、整体解决方案及试点工作组织 

（一）试点工作目标 

广东火电的试点工作总体目标是在国家档案局、财政部、国家税

务总局的领导下，按照计划和步骤逐步实施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

归档试点工作，完成相关财务软件和应用的开发，规范电子发票报销、

归档的业务流程和日常管理，提高工作效率和降低管理成本。 

（二）试点整体解决方案 

为实现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归档工作目标，我公司拟与金蝶公

司进行协议合作，目前已与金蝶公司签订相关合同。 

为顺利实施试点工作，我公司拟按照以下步骤，与金蝶公司共同

完成下述工作任务： 

1、应用电子发票归集功能模块。 

目前拟利用“金蝶发票云”小程序来实现对电子发票的收集，后续

将加强与金蝶公司的合作，逐步实现电子邮箱、短信、支付宝、移动

APP等多途径收票。 

2、应用金蝶发票云系统进行电子发票稽核校验和应用管理。 

实现电子发票在线查验、查验结果实时调阅、线上承载和传递，

自动完成发票查重验伪，抬头税号异常比对，杜绝虚假发票入账，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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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电子发票的重复报销，确保电子发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 

3、开发应用移动报销系统，实现与电子发票归集模块、金蝶 EAS

会计核算模块、发票云的无缝链接。 

完整地接收传递电子发票收据信息，支撑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

账，充分利用电子发票结构化数据，提取关键业务数据，使业务数据

与财务数据智能匹配，实现系统自动生成凭证，从而完成会计核算、

记账工作，有效提高账务处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4、应用和完善电子归档系统。 

对电子发票进行本地影像化存储，建立电子发票和电子凭证归档

管理系统，提供电子发票的检索功能，通过发票代码和号码能快速检

索到电子发票信息，通过电子发票信息可以关联查询到对应的电子凭

证，实现电子发票的高效便捷归档，并提供查看与检索、核查管理与

审计输出、纸质档案管理衔接、电子档案管理衔接、备份与安全等应

用功能。 

项目实施整体架构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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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试点工作组织 

为确保试点工作的顺利开展，广东火电成立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

入账归档工作小组，负责全面推进试点工作。工作小组成员包含公司

总经理、财务部和科技信息部负责人，以及金蝶公司相关技术人员。

并在 2018年底就积极开展规划和筹备工作，具体试点工作进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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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 起止时间 实施内容 

第一阶段 

2019 年 2 月 1 日 

至 

2019 年 5 月 15 日 

确认总体业务需求与 ERP 衔

接需求，确认项目系统设计与

规划，确认各功能页面。 

第二阶段 

2019 年 5 月 16 日 

至 

2019 年 9 月 15 日 

完成系统开发、测试和 ERP

联调工作，完成源文件全生命

周期流转状态的监控、源文件

与电子凭证的关系归档管理。 

第三阶段 

2019 年 9 月 16 日 

至 

2019 年 10 月 15 日 

项目试运行完成，并正式上线

运行。 

第四阶段 

2019 年 10 月 16 日 

至 

2019 年 12 月 30 日 

进行项目运行情况的总结，存

在问题的归纳与整理，提出相

关政策措施与建议。 

四、电子发票归集报销、入账、归档具体做法 

（一）电子发票归集方案 

为完成电子发票源文件收集管理，广东火电利用金蝶 EAS 系统

和金蝶发票云“票无忧”小程序，实现在移动端和 PC 端对源文件进行

收集目前原始电子档案主要数据来源主要为纸质介质文件、电子文

件、数据信息。后续将加强与金蝶公司的合作，逐步实现电子邮箱、

短信、支付宝、移动 APP等多途径收票。 

（二）电子发票报销方案 

增加电子发票管理环节，对电子发票进行本地影像化存储，建立

电子发票管理系统，利用业财一体化系统和移动费用报销系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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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接收电子发票数据，以支撑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工作。入账

前通过提取电子发票的结构化数据，例如比对发票上的购方企业名称

和税号是否一致，发票的购方企业名称与报销企业是否一致，发票上

的商品明细是否符合公司报销的要求等，自动进行业务规则审核。 

（三）电子发票入账方案 

与金蝶公司合作开发电子发票系统与会计核算系统的对接功能，

实现电子发票系统与会计核算系统一体化，确保电子发票的准确性、

完整性、可用性和安全性。充分利用电子发票结构化数据，提取关键

业务数据，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的智能匹配，并由系统自动生成凭证，

从而完成会计核算、记账工作； 

（四）电子发票归档方案 

调用 ERP 提供的接口，获取业务、财务和发票数据。对业务、

财务和税务数据的关联性和一致性进行审核，保证要归档的数据的完

整性。审核通过后，将财务的记账凭证、电子发票数据、业务单据影

像数据生成电子凭证信息。归档功能具体如下： 

1、 业财税数据归档。 

将电子凭证信息按照与实物凭证相同的方式进行分册，形成与实

物档案一致的电子档案。归档的电子凭证采用 PDF 文件格式，并采

用数字签名，保证文件不被修改。 

2、 电子发票源文件归档。 

需要归档的电子发票源文件下载存放到归档系统中，关联到各电

子凭证，对归档的电子发票标记已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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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影像附件归档。 

归档系统支持纸质影像附件的归档，相关的影像附件与电子凭证

进行匹配，分册存放。 

4、 归档视图与逻辑管理。 

会计档案按照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进

行归档。电子凭证数据与电子发票数据、影像数据分开存储。通过电

子凭证可以关联查询到电子发票文件和相关的附件影像资料。提供电

子发票的检索功能，通过发票代码和号码能快速检索到电子发票信

息，通过电子发票信息可以关联查询到对应的电子凭证。 

五、试点工作效益 

实现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助力电子发票变革的全流程

贯通，是深化电子发票应用，提高企业会计档案管理水平，降低企业

会计和纳税管理成本，进一步推动财务、税务、档案等管理部门制度

创新的重要举措，能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工作效益。对于我公司而

言，其意义和效益如下： 

(一) 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 

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项目，使电子发票在公司层面实现

从接收、审核到会计核算、报销和归档的全过程闭环管理，完整实现

了电子发票无纸化报销入账的全流程，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具体表

现在：一是报销入账等流程通过云之家、微信等移动互联网方式处理，

操作方式更加便捷和接地气，员工接受度更高。二是不仅可以实现电

子发票入账，还可以查验真伪、流转审批、实现智能核算，整个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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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预计比试点前缩短 3-5天，整体效率提升 50%。 

(二) 降低公司风险和管理成本。 

具体表现在：一是电子发票直接来源于税务机关平台，并采取数

字签名、加密防伪等安全技术手段，可以有效遏制虚假发票，防止利

用虚假发票侵占公司财产和产生税务风险的事项发生。二是传统的纸

质发票报销入账，需要人工审核手动入账，非常费时费力。试点工作

实施后，可由系统进行稽核，提取关键业务数据，自动生成凭证，大

大减少手工录入凭证的工作量、降低出错率，有效提高账务处理工作

的质量和效率，平均每单节约 26 分钟。三是电子发票可将相关信息

自动生成、归集到相关部门，不需要手工报账，大大节省了审计和监

督成本。对公司预计减少 1 个工作岗位，对集团整体预计节约 30 单

位人力成本/年。另外，电子归档的实施也使得公司节省了一定的纸

张、打印耗材以及存储成本。对公司预计减少纸张 5 万张/年，节约

会计档案 600册/年，节约档案仓库 100平方米/年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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