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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校现行财务管理模式简介： 

1. 经费管理模式：我校经费均以项目形式下达，经费管理实行项目负责人及“财务一支笔”负责制。所有项目经

费开支报销需经项目负责人签字的同时，必须经所在单位“财务一支笔”签字；属于 20 万（含）以上的大额开支，

还需相应审批。  

2. 财务报账方式：我校目前实行物流式无等候报账模式，报销发票、办理预借款、销账业务、发放学生劳务、校

外专家咨询费等业务均需通过网上预约报账系统，为了顺利完成预约报账，请务必使用谷歌浏览器，《网上预约报

账系统操作手册》可在首都师范大学财务处网页“业务指南”专区下载。 

3. 财务结算方式：为了落实无等候报账，自 2018 年 6 月 1 日起，除银行购汇等特殊业务可签发支票外，原有各类

项目的支票业务全部实行公务卡或网银汇款支付，支票支付手段取消。教职工应优先选择公务卡支付方式，其次

选择网银汇款支付方式。为方便老师报账，请老师们务必经院系办理公务卡。特殊情况需使用支票的，自支票打

印日期起十日内有效，超期失效，支票不得污损及折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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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现行使用的财务单据样式及签字如下： 

 

                                                                      
               图 1. 预约报销单                                    图 2. 转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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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报销单                                            图 4. 餐费审批单                 

 

                                 图 5. 固定资产验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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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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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业务报销流程 

 符合报销规定的原始票据必须具备如下条件： 

1.票据上必须具有税务监制章或财政监制章 

2.票据格式内容齐全 

1) 票据中的付款单位必须填写“首都师范大学”； 

2)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纳税人识别号）准确无误：121100004006874031 

3) 金额大小写必须一致； 

4) 所购商品或服务的名称、数量、单价、金额填写完整； 

5) 必须有收款单位的发票专用章； 

6) 开票人及开票日期完整； 

7) 整张票据笔迹一致，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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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整理并分类粘贴发票 

 

第二步：填写网上预约报销单 

具体方法参见“网上预约报账系统操作手册” 

  第三步：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报销人签字 

         注：报销人签字必须与实际报销人一致 

第四步：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图书购置（含软件）确需

图书馆签字的项目 

设备、专项材料需国资处

手续 

金额 20 万元（含）以上 

财务处长签字 

金额 50 万元（含）以上

主管校长签字（校级项

目除外） 

提示： 

电子发票需在预

约时进行电子发

票认证及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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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差旅费报销流 

国内差旅费报销流程 

提示： 

请分类整理发票，并

将那些外形小于定

额发票的所有发票

按照鱼鳞状的方式

粘贴，如右图： 

外形较大的发票不

用粘贴。每张预约单

最多附 30 张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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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差旅费报销流程 

 

   第五步：单位负责人、项目负责人、报销人签字 

第二步：准备调研报告或会议通知 

第四步：网上预约差旅费报销单 
具体方法参见“网上预约报账系统操作手册” 

 

第三步：整理并分类粘贴发票 

第六步：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第一步：签填差旅费审批表 
到财务处网站“下载专区”下载 

 

学术会议 
会议通知 

考察调研 
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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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借款及销账流程 

 

提示： 
办理银行汇款，需在
网上预约时准确填写
对方单位名称、银行
账号、开户银行、金
额等信息。 

第一步：网上预约暂借款 

具体方法参见“网上预约报账系统操作手册” 

 第二步：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第三步：取得、整理并粘贴发票 

第四步：根据具体内容选择“一般报销业务”或

“差旅费”业务 

第五步：在“冲销往来”界面勾选相应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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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转账流程 

 

(1)填写： 
日期、付款单位、 
款别、金额、转账
内容以及收款单位 

(2)签字： 
单位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 
转账经手人 

第一步：在所在单位签填转账凭证 

（一式三联复写） 
第二步：报账大厅扫码到相应窗口审核 

正确无误 
信息有误 
退回更正 

第三步：财务人员进行账务处理 

并将第二联、第三联交还经手人 

第四步：转账经手人留存第二联备案，

同时将第三联交收款单位 

转账单使用范围： 

 内部结转网络费、

出国手续费、 

电话安装费、 

测试加工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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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电汇流程 

 

地址：北京市海淀

区万寿路 17 号 

电话：68162754 

业务范围： 
国外版面费、 

试剂耗材等 

 

第二步：扫码到相应窗口领取工行境外汇

款申请书、外汇业务购汇申请书（对公）

及限额支票（抬头为工行紫竹院支行，用

途为购汇），并在申请书上加盖财务印章 

第三步：持上述单据、对方支付

信息、发票及协议等相关票据到

工商银行紫竹院支行办理电汇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南大街甲 10 号银海大
厦一层(友谊宾馆对面) 
电话：68940867 

其他经费 

 

第一步：网上预约暂借款(支票) 

经费来源？ 

专项经费 

第二步：扫码到相应窗口领取北京银行

境外汇款申请书、购汇申请书(对公)及

限额支票，并在申请书上加盖财务印章 

第三步：持上述单据、对方支付信息、

发票及协议等相关票据到北京银行万寿

路支行办理电汇 

第四步：整理粘贴发票，网上预约

报销并签字后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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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境）换汇流程 

 

第二步：下载并填写《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预

算审批意见表》，到财务处 116室核验换汇金

额，由财务处长签字并加盖财务处公章 

第一步：下载并填写《首都师范大

学因公出国、赴港澳申请表（教师

用表）》按顺序签字盖章 

第五步：领取换汇支票 

持财政审批后的用汇申请表、批件复印件、预算审批

意见表及借款预约单扫码到相应窗口领取限额支票 

第四步：申请用汇 

1.持出国批件及《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预算审批意见表》原件(自留复印件 5 份)。 

2.至少在出国前 10 个工作日到财务处 116 室办理，财务人员在财政专网申报。 

3.赴港澳台以及学生出国均不需申请用汇。 

4.财政局网上审批后，财务人员再到现场办理手续并领取用汇申请表(3-5 工作日) 

5.申请会议注册费还需要加盖校章的《会议注册费申请函》。 

银行：中国银行北京分行 

地址：东二环朝阳门立交桥 

西南角凯恒中心大厦 

电话：85122288 

第六步：换汇 

持支票、用汇申请表、批件复印件到北京市财政局

指定银行办理换汇(请妥善保存换汇时产生的所有

银行票据以备报销时使用) 

第三步：到国际文化学院办理出国批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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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境）核汇及报销流程 

 

第一步：用汇核销 

回国后 15 日内持批件复印件、国外住宿费发票及会议注册费发
票等(附中文翻译)到财务处 116 室办理用汇核销手续(财政审批

约需 5-10 个工作日)，涉及退汇的还需到指定银行办理。 

第二步：报销 

持批件复印件、预算审批意见表复印件、用汇核销表、银行换

汇退汇单据、原始票据及预约报销单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如有退汇，请退到以下账户： 

 户名：首都师范大学 

 账号：0200007609088208634 

 开户行：工商行紫竹院支行 

 并注明某某人退汇款 

提示： 

 出国 90 天（含 90 天）

以上为中长期，回国后

不需办理用汇核销手

续，直接办理报销手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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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会议费办理流程 

 

第二步：拟好正式会议通知 

第一步：各单位（院系）备案 

第四步：持预约报销单、发票、政采结算明细单、会议通知、

参会人员签到表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第三步：持网上预约借款单和会议通知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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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培训费办理流程 

 

第二步：上报校长办公会批准 

第一步：每年年初（大约 3 月份）预算
科组织各单位填报培训计划 

第三步：上报市教委审批 

第六步：持预约报销单、发票、政采结算明细单、培

训通知、培训人员签到表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第四步：按照市教委批复执行 

第五步：持培训通知、网上预约借款单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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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印刷费办理流程 

 

第二步：持“政府采购印刷费申请表”到

财务处 124室预算管理科审批 

第三步：持“政府采购印刷费申请表”及

网上预约借款单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第一步：到财务处网站下载签填“政

府采购印刷费申请表”（一式两份） 

第四步：持预约报销单、发票及印刷费政

采结算单到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范围： 
批量印刷金额 2 万

元（含）以上 

 



首都师范大学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7 

科研经费到款、立项及入账流程 

 

第一步：到 款 

第四步：立项单位将立项通知单交预算管理

科立项后再交报账大厅 5号窗口 

第二步：报账大厅扫码到 

        相应窗口办理 

到财务处 116 室
收费管理科取单 

电话：68902735 
对方单位汇
款至我校 

第三步：到科技处或社科处办理立项通知单、 

在财务处网站打印科研经费到账开具税票申请单 

 

从对方单位
取得支票 

第五步：根据银行来款单、立项通知单、开

具税票申请单开具发票并入账 

第二步：到报账大厅

5号窗口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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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结题财务办理流程 

 

第二步：财务处 123室财务管理科审核， 

加盖审核人员名章及财务负责人名章 

信息门户打印项
目明细账并汇总 

第一步：准备项目账汇总信息表 

(必须提供报账时所用的经费编号) 

到科技处或社科
处办理结账手续 

 

第三步：到报账大厅 5号窗口加盖财务章 

第四步：到科技处/社科处办理后续手续 

如需对外提供项目
明细账，请在打印
的明细账表上注明
“从财务网站打
印，未做修改”并
由项目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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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查询项目明细账流程 

 

第一步：登录校园网“服务门户” 

第二步：点击业务直通车栏下的 

“财务系统” 

第三步：依次点击“高级财务查询”、“项目

成组查询”、“项目负责人查询” 

第四步：点击所要查询的项目代码，然后选择按年份查询，设

置并点击“查询年份”，再点击“查询全部收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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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档案查询流程 

 

第二步：打印或记录需要查询的会计凭证信息

（凭证日期、编号、摘要、金额） 

第一步：登录校园网服务门户

查询项目明细账中会计凭证 

第三步：查账人持查账申请等（项目负责人且财务一支笔签

字的申请，审计通知等相关证明手续）到档案室预约查询 

（开放时间为每周一、三、五的上午，预约电话 68907067） 

第五步：取得查询结果（加盖档案管理专

用章后到报账大厅 5号窗口加盖财务章） 
第四步：在财务处档案室登记，并在档案管理人

员协助下查询原始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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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员劳务信息备案流程 

 

第二步：点击“校外人员信息备案” 

第一步：登录“服务门户” 

——“校外人员管理” 

第三步：点击“新增人员”依次录

入校外人员相应信息后等待审核 

第五步：财务审核通过后方可开

始进行校外人员收入申报 

提示： 
若信息录入错误，

则无法成功发放 

第四步：打印备案信息表，经邀请人和院系领导

签字盖章后，到财务处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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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员（学生）劳务申报流程 

 

第二步：点击“校外人员收入申报”

或“校内学生收入申报” 

第一步：登录“服务门户” 

——“校外人员管理” 

第三步：点击“新建批次”录入校外人员(学生)

收入第一条信息后，点“保存并继续添加” 

第四步：依此方式录入所有信息后，选中已

经生成的批次号，点击“打印收入申报表” 

第五步：网上填写预约支款单后，打

印预约支款单和收入申报表 

开发，故只能在该网点

办理补卡。提示： 
若一次申报多人劳务，

录完第一个人收入信息

后，点击“保存并继续

添加”继续录入 

第六步：持签填好的预约支款单及项目负责人签字

后的收入申报表到财务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提示： 
录入时应按工行和他行

将人员分为两个批次分

别录入（系统会有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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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助学金）数据申报流程 

 

第四步：每月 20 日至 25日登录工资
申报系统，录入工资数据 

第五步：打印工资申报表，院系负责
人签字，并填写支款单 

第七步：每月 25日前持工资申报表
及支款单到 116室薪酬科办理 

第八步：审核完毕后，下月 4 日（含）
前打入职工工资账户中 

第六步：合同制职工工资申报表需先
到人才交流中心审核 

第四步：每月 20日至下月 8日
登录工资申报系统录入数据 

第五步：打印工资申报表，院
系负责人签字，并填写支款单 

第六步：每月 8日前持申报表及
支款单到 116室薪酬科办理 

第七步：审核完毕后，每月 15
日（含）前打入职工工资账户

中 

第一步：财务处网站下载并安装
“网上工资申报系统安装文件” 

第二步：财务处网站下载“工资申
报操作员备案表”进行增加或变更 

第三步：代发或代扣项目备案 
财务网站下载“委托财务代发代

扣申请表” 国拨工资 

课时工资 

助学金 

第四步：每月 20 日至下月 4日
（含）登录工资申报系统录入

数据 

第五步：打印工资申报表，院
系负责人签字，并填写支款单 

第六步：每月 4 日（含）前持申
报表及支款单到 116室薪酬科

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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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助学金）账号变更流程 

 

本人：身份证+银行账户信息单 

    （个人姓名与账号信息） 

食堂圈存机上完成校园卡与银行卡绑定即可 

校园网“服务门户”、“校园一卡通”、“自助

绑定银行卡”完成绑定即可 

工资变更 

助学金变更 

代办：本人身份证+代办人身份证 

      +银行账户信息单+委托书 

温馨提示： 
通过右侧任意一种方式绑定后

即可在下一月正常收到补发的

助学金，不用再跑财务了！ 

广而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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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网上缴费流程 

 

第二步：“学生缴费管理”用户名、密码 

第三步：查询当前欠费并缴费 
对当前欠费信息有疑问，致电收费科 68902735核对， 

核对无误，点击欠费后的缴费链接进入缴费页面 

 

第一步：登录财务缴费门户 

打开右侧网址或扫描右侧二维码 

第四步：完成缴费 

页面显示“缴费已完成，等待财务处理”或“无数据”，完成缴费一个月后可

查询到缴费信息。缴费收据由各院系负责老师发放到学生手中 

http//xyzf.cnu.edu.cn:8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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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卡充值转账方式 

 

第二类：手机“支付宝钱包”中的校园

一卡通：首都师范大学+学号或工号 

第三类：校园网“服务门户”，依次选择

“校园一卡通”、“转账充值” 
     转账方式 1：校园卡绑定银行卡 
     转账方式 2：支付平台 

第一类：食堂圈存机圈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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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入职教职工转单财务盖章流程 

 

第二步：二代身份证复印件 

正反面复印到一张纸上 

第三步：财务处 116室薪酬管理科办理 

第一步：转单+工商银行柜台打印的个

人借记卡“历史明细清单” 

第四步：到报账大厅 5号窗口加盖财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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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薪卡申请及补办流程 

 

第二步：点击“个人工资卡业务办理”、“知

薪卡开户申请”，填写个人信息 

第三步：财务处定期汇总信息报送银行办理 

第一步：依次登录“服务门户”、“资源中心”、

“办公管理”、“工资助学金查询” 

第四步：收到开卡成功通知后，持个人身份证

复印件到财务处 116室薪酬科领取 

温馨提示： 
知薪卡可在任意工行网点挂失，但此

卡为我校与工行紫竹院支行联合特约

第一步：点击“个人工资卡业务办理”、

“知薪卡补卡通知书打印” 

第二步：财务处 116

室薪酬科盖章 

第三步：个人到工行紫竹
院支行柜台办理 

初次办理 补卡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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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培训备案流程 

 

第一步：承训单位与受训单位签订培训协议  
(时间、地点、内容、对象、课程、师资、费用，

不含场租和劳务) 

第四步：承训单位持培训协议复印件到 
报账大厅扫码到相应窗口开具发票并办理入账手续 

第一步：承训单位填写《首都师范大学 
非学历继续教育办学申请表》（一式四份），承
训单位、教务处、财务处（综合管理科）、 

继续教育学院分别签批，上述单位各留存一份 

第四步：承训单位持转单到报账大厅扫码到相
应窗口开票并办理入账手续 

 

第三步：承训单位持非学历 
合作办学转单到预算管理科立项 

 

第二步：承训单位负责人签字，加盖 
学校公章，一式两份至财务处综合管理科备案 

第三步：受训单位支票汇款 
或现场缴纳培训费用，承训单位开展培训 

第二步：受训单位支票汇款 
或现场缴纳培训费用，承训单位开展培训 

其他单位 高师培训中心、国际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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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卡申请流程 

 

第二步：院系联系人将申请老师信息汇总，打印“首都师范大学办理

公务卡人员清单”，由经办人及一支笔签字并加盖院系公章，同时将

电子表格发至办公系统（财务处毕红） 

第三步：将上述资料同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复印在一张 A4

纸上，不可以使用扫描件）交至财务处 116室收费管理科 

第一步：从院系联系人处领取“北京银行公务卡

申请表”，按要求认真填写，不可涂改 

第四步：申请人收到公务卡后拨打电

话 4006601169 激活公务卡 
第五步：携卡至财务处 116 室收费管理科与财务

系统做“关联”，便于顺利完成预约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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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卡补办流程 

 

第二步：到院系联系人处填写相应的表格（“北京银行公务卡补换申请

表”、“北京银行公务卡销卡申请表”），并加盖院系公章 

第三步：将上述资料交至财务处 116室收费管理科 

第一步：如公务卡丢失，请先拨打电话 4006601169，由

信用卡中心确认持卡人需要补卡还是销卡 

第四步：申请人收到公务卡后拨打电

话 4006601169 激活公务卡 

第五步：携卡至财务处 116 室收费管理科与财务

系统做“关联”，便于顺利完成预约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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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子女统筹医疗费报销流程 

1、报销流程 

 持患儿的医药费单据（医院开据的写有患儿姓名的正式票据、附药费清单）并填写“子女统

筹医疗费报销单”（备注栏填写职工工号），到财务处报账大厅扫码投递。 

 提供职工的四位代码（为查询可报销额度及打卡的依据）。 

2、相关说明 

1) 每年年末或年初依据人事处提供的入子女统筹医疗的职工数据进行工资代扣（每人每年 24

元）； 

2) 报销额度：校内单职工每年每孩限报 500 元，校内双职工每年每孩限报 700元 ； 

3) 报销标准： 

 校内在职单职工一方报销,另一方不报销的,可按本次报销金额的 50％的比例报销，直至

报销额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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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内在职双职工可按本次报销金额的 70％予以报销，直至报销额满； 

 先在我方报销医药费且需给爱人单位开据回单的职工，按本次报销金额的 40％报销，直

至报销额满，财务处同时开据填写齐备的另外 40％的分割单；  

 职工爱人所在单位先报销后给我方开据分割单的，双方按合计的 80％报销，直至报销额

满。 

3、提示 

 当年药费当年报销； 

 每年 12月 20 日停止报销子女医疗费，12月 20日至 12月 31 日发生的药费顺延至次年 1

月 10日至放寒假前报销，但仍使用上一年额度； 

 职工新生儿需入统筹医疗的，凭人事处开具的“补入统筹单”办理；财务处按新生儿出

生月份起按每月 2元计算该年度应交纳费用，并计算出本年应报销额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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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部门代码对照表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000 首都师范大学 013 美术学院 031 基建处 

001 文学院 014 书法所 032 财务处 

002 历史学院 016 体研室 033 统战部 

003 政法学院 017 青教研 041 学校办公室 

004 教育技术系 018 教育学院 042 宣传部 

006 信息工程学院 019 图书馆 043 人事处 

007 数学科学学院 020 大英部 044 团委 

008 物理系 023 高教研 045 学生处 

009 化学系 025 科技处 046 学报 

010 生命科学学院 026 教务处 047 国际文化学院 

011 资环学院 028 研究生院 048 离退休干部处 

012 音乐学院 030 后勤管理处 049 保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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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部门代码 部门名称 

050 校医院 103 发展规划办 127 地信国际学院 

052 幼儿园 104 社区居委会 128 美育研究中心 

053 纪委 105 语言文字测试中心 129 综合档案馆 

054 工会 106 来广营 130 教师教育学院 

057 组织部 111 良乡校区基础学部 131 心理学院 

058 机关分党委 112 管理学院 202 外语学院 

059 继续教育学院 117 学前教育学院 203 初等教育学院 

060 校产办 118 文化研究院 300 诗歌中心 

067 高师培训中心 119 京疆学院   

087 数字校园 120 招就处   

088 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 123 燕都学院   

101 审计处 124 国学教育学院   

102 社科处 126 国资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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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请各位老师注意，为缓解我校年末报账压力，加快报账进度，特做如下常规要求： 

 当年 1 至 6 月原始票据于当年暑假前报销完毕； 

 当年 7 至 9 月原始票据于当年 10 月前报销完毕； 

 当年 10 月至 12 月 20 日（每年 12 月 20 日左右至来年 1 月 10 日左右为年终决算阶段，具体

时间详见当年财务处年终决算通知）的原始票据于当年 12 月 20 日报销完毕； 

 当年决算阶段的原始票据在来年寒假前报销完毕 

为配合上级工作要求及业务需要，财务处重要通知均会以微信形式通知各单位财务一支笔 

群、同时挂财务网页“重要通知”或校园网“校园信息”，请老师们留意查阅。 

希望《财务业务办理流程》能够给您的财务报账工作带来方便！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希望多提宝贵意见与建议。我们将继续努力，为您提供更加优质、周到、便捷的服务。本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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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电子版可以在我校校园网“财务处主页——业务指南”下载，手册相关内容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