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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企业名称：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60672547107X0。公司类型：生产制造企业。公司所在区域：

广东省广州市。注册资本：85400 万（元）。主营业务：生产经

营空调器，制冷空调设备配件，电子元器件，模具；空气净化器、

加湿器、其他室内环境调节设备及其零配件；研发与技术服务。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是中外合资企业，具有独立法人

资格，成立于 2004 年 10 月，由广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后

由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吸收合并）、日本东芝开利株式会社和

美的电器（BVI）有限公司三方合资组建。经营地址：佛山市顺

德区北滘镇林港路。目前，美的制冷拥有员工 1.3 万余人，运营

总资产达 460 亿元人民币。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隶属于美的集团，是集家用、

商用空调和中央空调开发、生产、营销、服务于一体的大型企业，

拥有国内配套齐全、规模庞大的各式空调专业生产线及国家级技

术研究中心和博士后流动工作站。公司主要从事分体式房间空气

调节器的设计、研发和生产，不断卓越创新，成为分体式空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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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领军者。美的制冷 20 年营业收入 463 亿元，利润总额 3.88

亿元，市场份额持续扩张，公司财务状况良好，银行资信等级为

AA-级别，20 年为广东省 A级纳税信用等级纳税人。 

二、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痛点 

（一）管理成本高 

对于接收到的电子发票需要打印出纸质才能报销，增加公司

文印成本，人为造成纸张浪费。电子发票打印报销，人工审核工

作量大，后续人工整理装订纸质发票，归档、保管、储存成本高。 

（二）财税风险大 

电子发票信息容易被篡改，人为观察难以直接发现，存在较

大虚假报销风险；发票打印次数不受限，支持重复打印，存在较

大重复报销风险。 

（三）缺乏全流程管理 

上线电子档案系统前，仅完成线上装订归档，档案管理无全

流程监控，电子档案缺乏全流程生命周期管理，未实现全档案闭

环管理。 

（四）制约数字化转型 

依托打印的电子发票报账，电子发票的数据固化于纸上，为

公司信息化带来挑战，难以开展无纸化存档、大数据分析、发票

风险扫描等财务智慧运营，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 

三、试点目标、整体解决方案及试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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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试点目标 

在国家档案局、财政部、国税总局指导和安排下，按计划实

施试点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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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管理成本，

助力数字化转型，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推动电子

发票更大范围落地，为其他企业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积累切实

可行的实践经验。 

（二）试点整体解决方案 

自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在组织保障、系统建设、落地推

广、反馈汇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确保试点工作保质保量落地。

增值税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的总体方案如下： 

 

（三）试点组织 

项目试点时期，预算资源优先倾斜电子发票采集、报销、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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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归档等系统设计。从业务调研、方案设计、IT 高阶方案设

计、SIT、UAT、项目上线，项目人员涵盖财务共享组、业务组、

IT 组、税务组等。 

 

四、系统建设及投入 

（一）报销系统的建设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于2018年 9月30日上线报销系

统，系统涵盖员工报销以及对公支付核算业务。针对本次增值税

电子发票采集、报销、入账、归档的试点，在原报销系统基础上

进行改造。 

（二）核算系统的建设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1月 1日上线 Oracle

核算系统，该系统已与报销系统实现集成，针对本次试点，核算

系统进行了功能的优化升级，由报销系统产生入账信息通过 API

自动生成会计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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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档案系统的建设 

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于2020年 8月30日上线会计档

案管理系统，试点前已建立纸质会计档案与电子影像、会计凭证、

附件等电子档案对应关系。针对本次试点新增电子发票归档开

发，并对电子档案管理的各功能模块进行优化，完善电子档案的

全生命周期管理。 

五、电子发票归集报销、入账 、归档具体做法 

（一）总体流程 

 

1.发票采集与报销 

（1）员工可以通过 PC 端以及 APP 端上传发票进行电子发票

报销。 

（2）PC 端支持员工通过上传电子发票原件完成电子发票采

集，同时 APP 端支持员工通过微信卡包、支付宝发票管家方式引

用拉取电子发票发起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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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传或引用发票时系统自动完成电子发票的查验并返

回全票面明细信息。 

2.审批入账 

（1）系统按规则校验表单信息，并提供异常内容给财务复

核，减少人工审核量。 

（2）审批通过后通过凭证引擎生成入账凭证完成核算。 

3.归档 

（1）入账成功满足归档条件则系统自动归入档案池进行存

档。 

（2）电子档案由系统定时自动完成装订归档，纸质实物档

案由财务人员装订并匹配电子会计资料归档。 

（二）电子发票采集与报销方案 

1.发票采集 

员工上传电子发票原件，通过 OCR 影像识别，将非结构化的

发票影像转化成可分析，可验证的结构化数据，可以通过微信卡

包、支付宝发票管家关联引入，同时完成发票的查验。 

2.价税分离 

报销时上传发票生成税票明细，选择预算出处，根据报账科

目+发票类型，系统自动进行价税分离。如当报销业务招待费用，

单据提交后，系统将可抵扣税额置为 0，并转入预算进行报销。 

（三）电子发票报销审核与入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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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影像稽核，智能审单 

通过使用 OCR 发票识别技术、发票自动验真技术，实现发票

自动防伪查重校验，发票抬头、纳税识别号、发票号码与代码、

发票金额、发票内容等发票信息与合同金额、报销金额、入账主

体等相关信息智能校验与提示。 

2.自动化账务处理 

通过经济事项与科目的匹配、业务场景与凭证模板的匹配等

业务数据与核算数据关系的建立，会计记账全程无人工干预，凭

证生成预记账流程自动化，提升核算的效率和质量。 

（四）电子发票归档方案 

 

美的制冷借助信息化手段，集中统一管理企业的电子档案，

保障档案的完整与安全。通过档案系统与业务系统的无缝对接，

业务系统按规范生成指定格式的内容并封装成归档信息包，通过

档案系统提供的标准 API，实现档案的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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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案系统可通过档案的结构化业务信息多维度从海量档案

中获取所需档案，支持快速装订、规范移交、快速上架，档案借

阅、归还线上登记和预警。规范管理档案全生命周期过程中发生

的变更、缺失、返还、盘点、销毁等场景。 

（五）会计档案四性检测 

1.真实性保障 

（1）档案来源符合要求 

档案系统除了实物归档外，接收业务系统的档案数据为白名

单模式，杜绝其他数据来源的可能性。 

（2）保证电子档案在传递过程不丢失、篡改 

档案系统通过标准 API 定期处理接收业务系统验真审核通

过的形成 PDF/EXCEL+元数据的信息包数据，并传输至指定存储

位置完成归档，全程自动化，保证不被篡改。 

（3）档案元数据过程中保证有效一致 

元数据真实性：推送过来的所有数据会进行数据有效性校

验，如：数据类型、长度、格式、值域。 

2.完整性保障 

（1）应归与实归信息包完整检查 

系统定时自动通过对来源系统和会计档案系统归档数量信

息包、电子附件凭证应归档数量、实际归档数量进行传输方和接

收方的比对检查，以确定归档凭证完整性，接收的数据数据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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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美的云独立存储确保完整可靠。 

（2）归档凭证编号连续确保完整 

通过对记账凭证进行连续编号以确定归档完整性。 

3.可用性保障 

（1）归档内容跨平台可用 

归档信息未使用特殊压缩加密算法，可脱离会计档案系统对

电子文件进行查询。 

（2）定期盘点确保归档可用 

定期盘点包括：元数据是否可用、电子文件内容是否能正常

打开和浏览。 

（3）主从备份、每日冷备，异地灾备 

归档电子数据异地多机房灾备，每天主从备份，进一步的提

高了归档数据的可靠性和可用性。MySQL 数据库采用：异地容灾

方案，通过一主一从服务器进行实时备份，并会每日对数据库进

行冷备。OSS 文档存储：一主三从备份，异地容灾服务。 

4.安全性保障 

（1）全链路网络、软件安全管控 

全链路的权限鉴证的信息包传输，仅限内网安全认证登录检

索。终端设备准入标准化，必须安装杀毒软件，安装和运行软件

必须经过信息安全审核，硬件报废有数据安全内控销毁管理流程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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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安全管控 

通过服务器间局域网进行数据传输，与员工网络相隔离，权

限可控制到角色，控制到人，灵活配置权限维度，不同人可按照

不同的权限维度进行数据管控，并定期对权限进行清理。 

六、取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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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企业会计档案管理水平。广东美的制冷设备有限

公司在试点期间，归档销项电子发票 1200 万张，进项电子发票

15 万张。获得的主要成效包括： 

（一）流程优化，效率提升。 

1.数智化应用提升。业务申请、采购管理、费用报销全流程

拉通，增值税发票智能审核率 99%，发票自动验真查重，验真通

过率 97%。 

2.财务服务效率提升。财务审核效率提升 46%，凭证归档效

率提升 57%。 

3.员工报销体验提升。员工免打印、免贴票、免交单，免交

单率 22%，移动端随时随地填单报销，报销到账提速。 

4.无纸化进程加速。预测全年减少纸质归档凭证约 167 万

份，涉及纸张约 270 万张。 

（二）系统建设，拉通管理。 

建立档案管理系统，借助信息化手段，支撑档案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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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电子档案生命周期管理体系及管理辅助手段，对电子档案进

行库位管理，归档、调档、盘点、考核、销毁等全流程拉通管理。 

 

（三）制度保障，专人管理。 

通过试点工作，制订电子会计档案管理办法，为电子档案管

理提供制度保障，并专人专岗进行管理。 

（四）成本节约，效益显著。 

1.经济效益：节约 500 万元/年。 

（1）开票成本节约：388 万元/年（其中文印成本：100 万

元/年，流转成本：288 万元/年）。 

（2）受票成本节约：112 万元/年（其中人工成本：99 万元

/年，纸张成本：13 万元/年）。 

（3）保管成本节约：按保管年限 30 年计算，场地租赁节约

3000 ㎡以上，凭证装订机 200 台以上，凭证柜 4000 个以上。 

2.社会效益：节约 310 万元/年。 

（1）开票成本节约：110 万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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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受票成本节约：200 万元/年。 

七、下一步工作计划 

（一）运营优化 

扩大电子回单的银行范围，积极推进与国税全票面获取集成

试点项目。 

（二）推广赋能 

总结试点经验和方案，复制推广至集团其他主体。分享和推

广美的试点实践经验，为外部供应商和客户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