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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 

 

一、企业简介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分公司（以下简称“广东电信”）

是中国电信最大的省级分公司，拥有固移融合、空天地海、遍布

城乡的立体化网络基础设施，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全光网络和第一

个完成全省 5G SA 共建共享组网的省份，成为全国三大互联网国

际出口之一、全国两个天通卫星业务落地关口之一、中国电信互

联网三大超级核心节点之一。广东电信是 5G 商用先行者， 5G

应用赋能行业数字化，在智能制造、警务、医疗、媒体直播等

10 大行业均已与标杆客户开展 5G 应用合作。广东电信下辖 21

个市级分公司和 144 个县级分公司，总资产约 1500 多亿元，在

岗员工约 4 万人，各类电信用户 7500 万户，年经营收入约 550

亿元，年缴税约 25 亿元。  

二、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痛点、难点 

（一）报销流程复杂且浪费纸张。由于系统不支持OFD格式

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的全流程电子化，

采用打印电子发票方式报销，存在需打印、粘贴并扫描成影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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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使报账流程冗长，耗费人力物力。 

（二）财税风险大。采用打印电子发票报销方式，容易出现

通过第三方软件对电子发票进行篡改后再打印报账，或者重复打

印进行报账的情况，存在较大的虚假发票及重复报账风险。 

（三）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电子发票报销试点前，在报销入

账时还要再打印成纸质材料，耗时耗力，且按会计法律规定，会

计档案需存放多年，提高了企业整理、储存成本，背离电子票据

的初衷。另外，传统的银行回单纸质管理模式增加了企业打印、

稽核、归档、装订、保存成本。 

三、试点的目标、组织方案、过程 

(一) 试点目标 

根据《关于进一步扩大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

归档试点工作的通知》（档办发 〔2021〕1号），广东电信入选

扩大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单位之一，结合试

点工作要求及广东电信实际业务需要，解决广东电信面临的电子

发票痛点问题，优化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的全流程，支持

采集OFD格式的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和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直接

进行报销、入账、归档，无需打印电子发票的OFD版式文件。同

时，实现银行回单全流程电子化管理。 

（二）组织方案 

本次试点由广东电信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税务管理室牵头（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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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税务政策管理），办公室档案管理中心（负责公司档案管理）、

财务共享服务中心综合室（负责财务档案管理）、财务共享服务

中心核算中心（负责财务报销、审核等）、企信部（负责财务系

统建设、支撑）等共同成立联合专项工作组。 

工作小组负责对试点工作进行统筹安排，负责设计设点涉及

的管理流程、制度和工作指引，定期召开双周推进例会，就存在

的问题进行协调解决，按月通报工作进度，明确存在的问题，并

督促问题解决，负责对试点工作进行汇报和经验总结、推广。 

（三）试点过程 

1．试点项目实施过程 

阶段 起止时间 实施内容 

第一阶段 
2021 年 3月 1 日至 

3 月 28 日 

沟通省档案局等单位，

提交电子发票电子化

试点申请。 

第二阶段 
2021 年 4月 3 日至 

4 月 30 日 

收到试点通知后，正式

成立专项工作组，制定

详细的实施行方案。 

第三阶段 
2021 年 5月 5 日至 

5 月 31 日 

组织系统开发和系统

联调。 

第四阶段 
2021 年 6月 2 日至 

9 月 30 日 

系统正式上线、功能优

化。 

第五阶段 
2021 年 10 月 8日至 

10 月 21 日 
开展项目总结及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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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经费和人力投入 

本次试点主要包括二大部分内容：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

账、归档和电子银行回单自动归档，系统改造总体投入约 100 万

元，人力投入 8人，其中： 

（1）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涉及的系统建设 

涉及改造的业务系统主要包括：报账平台、影像系统、SAP

系统、电子档案系统等，主要涉及在原有系统中加载发票归集、

OFD 版式文件上传，通过 OCR 影像识别智能化，将非结构化有用

信息转换为结构化的信息，实现发票去重及真伪校验，并依据事

先定义的稽核规则，实现票据稽核、会计稽核、会计记账后，电

子发票传送至电子档案系统进行电子归档等功能建设，投入人力

6 人，费用 80 万元。 

（2）银行电子回单自动归档涉及的系统建设 

涉及改造的业务系统主要包括资金管控系统、电子档案系

统、银行系统，主要涉及与银行系统建立接口，记账凭证与电子

银行回单的关联、档案系统按记账凭证展示等功能建设。投入人

力 2 人，费用 20 万元。 

四、电子发票归集、报销、入账、归档各环节的具体做法 

广东电信结合 OCR 识别、电子发票、原始凭证电子化及流程

再造，实现全流程电子化处理。原有的电子发票打印扫描通过

OCR 技术识别替代，原有的电子发票打印票据递送通过电子流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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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原有的票据稽核通过报账单与发票信息自动稽核校验替代，

原有的发票线下验真通过自动获取真伪替代，原有的电子发票打

印票据归档通过电子化归档替代，实现电子发票报账全流程无纸

化。 

单据审核

纸质扫描

业务部门 分公司财务部门

报账单发起

纸质递送

会计审核

财务共享中心

纸质归档

票据审核纸质

生成凭证

电子归档
电子流 实物流图例

 

电子发票报账总体业务流程图 

主要做法如下： 

1.电子发票归集方案 

电子发票归集主要通过两种方式进行归集，1）手机 APP 发

票夹归集，报账人可使用该 APP 中的发票夹功能，将获取到的发

票上传至该模块实现电子发票版式文件归集。2）电脑端归集，

报账人可将要报账的电子发票原件（包括 PDF 格式及 OFD 格式）

直接上传至财辅系统相应版块中，实现电子发票版式文件归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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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子发票报销方案 

（1）通过 OCR 自动识别技术，获取全票面信息 

电子发票归集之后，通过财辅报销系统关联报账单及电子发

票，通过引入的 OCR 自动识别技术，对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OFD

和 PDF 格式）、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等发票的信息识别，自动准

确获取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校验码后六位及价税合

计金额等关键票面信息；建立与税局系统接口，通过识别出的关

键信息自动在税局系统获取发票全票面结构化信息。 

（2）实现发票真伪自动校验 

通过 OCR 识别的全票面信息，进一步在税局系统获取发票

真伪信息，可取消报账人在报账时手工去税局网站识别验真并打

印、扫描、寄送的步骤，减少了报账人发起报账的工作量，降低

套票、鸳鸯票等人工难以识别的票据报销风险，减少票据稽核人

员二次验真稽核工作，有效的加强了财务审核风险把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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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子发票入账方案 

（1）引入智慧核算，提升入账自动化效率 

通过 OCR 识别获取了电子发票的全票面结构化信息，广东电

信对现有报账关键审核要素的梳理整合，共制定了 7 项稽核校验

规则，在分公司稽核会计、SSC 核算会计、例外会计、复核会计

环节固化系统设置并加以应用。稽核校验规则主要包含：电子发

票抬头与报账单位一致性校验、电子发票内容合理性校验、共享

发票超额报账校验、重复报账校验等。通过在不同审核环节设置

不同稽核校验点，基本杜绝因发票问题导致的会计核算风险，有

效释放会计和票据人员的审核工作量，提高了会计审核工作的准

确性。 

 

（2）实现银行回单电子化 

通过资金管控系统与银行系统建立接口，获取电子银行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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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通过与验证码、时间戳等关键信息校验后，关联电子记账凭

证的电子银行回单归集至电子会计档案系统，可按按记账凭证进

行查询和展示，取消了传统纸质回单的整理、归档和保管。 

 

4.电子发票归档方案 

电子发票的报销、入账均由财辅系统完成，入账完毕后，

财辅系统将报账单、电子发票、其他影像资料传输至电子会计档

案系统，档案系统经过加密处理，形成电子会计档案，并由系统

进行管理。电子会计档案系统可完整归集会计凭证关联的业务、

财务数据，具备多维查询功能，按照档案、经济事项、业务关系

等维度提供凭证信息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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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试点工作成果 

（一）系统升级改造及流程制度建设 

1.主要改造的系统包括报账平台、影像系统、SAP 系统、资

金管控系统、电子会计档案系统等，建立健全了财务系统在电子

发票归集、报销、入账、归档等环节的电子一体化的处理流程与

功能。 

2.实现了银行回单全流程电子化管理功能。 

3.修订了《中国电信广东公司会计档案管理规范》、《中国

电信广东公司票据管理规范》、《中国电信广东公司会计核算规范

及操作指引》、《中国电信广东公司档案管理办法》。 

（二）电子凭证已归档数量 

电子档案系统自 2021 年 6 月以来，各类电子票据累计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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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如下：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 67.3 万张，增值税电子专用发票

0.6 万张，银行电子回单 55.24 万张。 

（三）取得的效益 

 1.节约公司管理成本 

2021年6月份上线试点以来，截至2021年9月底，实际归档

电子票据共计约123.1万张，保守估计，每年处理电子票据450

万张测算，通过试点，上述至少每年450万张票据不必打印（不

完全统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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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万元； 

(2)打印耗材费：按照 0.125 元/张测算，每年节省打印耗

材费约 56.3 万元； 

(3)保管费：按照 0.13 元/张测算，每年节省保管费约 58.5

万元； 

(4)整理人工费：按照 0.21 元/张测算，每年节省人工费约

94.5 万元。 

按照上述测算，预计每年可节省公司成本约 231.8 万元。 

 2.提升公司管理效能 

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取消了原来电子发票打

印报账工作，取消了纸质档案整理工作，实现了电子发票从接收、

报销、核算、归档的全流程无纸化的闭环管理，报账流程由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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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8个工作时缩短为2个工作时，整体效率提升75%，大大提升

了工作效率。 

3.建立健全财税风险防范体系 

对取得电子发票，通过和税务机关发票平台的信息进行真

假校验，并通过报账平台进行防重控制，可以有效遏制利用虚假

发票侵占公司财产和产生税务风险的事项发生。 

4.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推广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有利于直接减少树

木使用，降低资源浪费，保护生态环境，既是企业低碳经营的需

要，又是社会责任的集中体现。 

六、下一步工作安排 

1.扩大电子票据试点范围，与省财厅、省税务局沟通，建

立系统接口，参考电子发票，做好财政电子收据的归集、报账、

入账、归档系统改造升级。 

2.继续在电子会计档案管理领域发挥标杆示范作用，积极

开展新型会计档案云化管理试点，基于电信天翼云安全平台，采

用平台+应用的 4 层分级架构，打造新一代电子档案数字产品

（SaaS 产品），实现档案接入能力的全平台开放，助力广大中小

企业实现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提升全社会电子发票运

用水平、数字化水平。 

3.加快推进电子发票数字化运用落地，运用电子发票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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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化信息，下一步开展财务大数据分析，为财务价值创造、财务

风险防范提供实践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