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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广东龙达财税科技有限公司 

 

一、企业简介  

广东龙达成立于 2004 年，具有东莞市财政局颁发代理记账

许可证的专业财税机构，目前为东莞市代账行业协会会长单位、

广东省代账行业协会副会长单位。公司致力于为企业提供工商注

册、代理记账、知识产权、法律服务、税务筹划、上市辅导等企

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公司基于“立足大湾区，辐射全中国”的

经营战略，经过 17 年的发展，已在全国设立 67 家门店，员工

1000 多人，服务 4 万+中小微企业客户。在总部东莞，公司采用

网格化门店布设，在 20 个镇区设立 21 个门店，初步建成 10 公

里客户服务半径，一小时响应客户的服务体系。 

在 2015 年开始的以智能化、自动化驱动的财税服务数字化

浪潮中，广东龙达组建了数字化研发中心，基于 17 年深耕企业

财税服务的经验，运用前沿科学技术，以互联网为载体，研发领

先的企业财税服务系统和工具。2015 年研发出全国首创的票、

财、税一体化的智能代账系统，并被 1000+代账机构，3万多个

会计使用，提升记账报税效率 10 倍以上。围绕公司的“为企业

链接世界，用服务感动人心”的战略愿景，持续研发出微销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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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快记、大管家系统，将代账机构的营销获客、服务交付、人员

培养、增值服务开拓、客户经营、内部管理等全部线上化，数智

化，提升公司经营管理能力，支撑全国布局的快速稳妥推进。 

在代理记账服务交付上，广东龙达创造性的提出“会计工

厂”、“前店后厂”新型代账交付概念并付诸实践，所有记账和

报税工作集中到东莞总部的会计工厂，通过对记账报税工作的流

程切片，岗位分工，并借助数智化系统的支撑，实现了标准化、

集约化的记账报税流水线作业，记账报税的质量得到保障，又提

高了工作效率，大大降低了代理记账服务成本。有了“后厂”的

记账报税服务支持，“前店”的客户经理就可以集中精力经营客

户，提升客户满意度与 ARPU 值。 

二、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痛点 

（一）线下报销，报销周期长。 

电子化报销前，公司采用的是企业微信＋线下报销的方式，

整个报销流程长，审批不及时，导致报销周期长。 

（二）发票真伪验证操作繁琐、工作量大。 

为了校验发票的真伪，需要通过增值税发票查验平台逐张输

入发票信息（发票号码、发票代码、金额等）进行发票查验，财

务人员费时费力，验真效率低，进而影响员工报销的处理效率。 

（三）重复入账检测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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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重复报销的情况，每张报销过的电子发票进行手工

台账管理，手工台账需要财务人员手工输入发票信息，大大增加

了财务人员的工作量。而且，时间长累积发票数量大，查重工作

越来越耗时。 

（四）证、账、表均需打印装订，耗时耗力，成本高。 

采用打印电子发票方式报销入账，需要消耗大量的纸张、墨

盒等耗材，后续的资料整理、会计归档均由会计人员手工完成，

耗费不少时间；且按会计法律规定，会计档案需存放多年，在这

块需要持续投入会计档案的管理和储存成本。 

三、 试点目标、整体解决方案及试点组织  

（一）试点目标 

根据《广东省档案局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商务厅 国家税

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确定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

账、归档试点企业的通知》（粤档发〔2021〕10 号），广东龙

达财税科技有限公司被确定为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

账、归档试点单位。结合试点工作要求及公司实际业务开展需要，

旨在解决公司面临的电子发票痛点问题，实现电子发票报销、入

账、归档的全流程无纸化系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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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点成功后，在广东龙达集团内部全面应用，同时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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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试点成果推广应用到广东龙达服务的 4 万+中小微企业，提升

代理记账服务的效率，降低服务成本。 

（二）试点组织 

本次试点由公司总经办牵头，财务部、行政部、研发部等抽

调核心骨干组成试点项目组。 

（三）整体解决方案 

公司在会计档案电子化上规划上是三步走，试点前全纸质会

计档案管理，包括电子发票也是打印报销入账的。本次试点是采

用双套制，所有原始单据、报销单、财务核算会计单据全部电子

化，纸质原始单据通过拍照、扫描等影像化方式转换成电子化单

据，在报销、入账全流程线上化、无纸化流转。归档时，符合电

子化档案要求的单据，如：电子发票、报销单、财务核算系统输

出的电子会计档案（如凭证、账、表等），纸质原始单据的图片

文件都等都在电子化档案系统管理，其中的纸质原始单据的原件

归档到纸质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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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试点目标，我们进行了报销流程改造、相关制度调整以

及信息系统建设。报销流程从原来的企业微信预审＋线下纸质报

销审批的方式改造成全线上、无纸化、移动化的报销。修订了公

司报销管理制度、纸质档案管理制度，新增了电子档案管理制度。

全新搭建了发票归集报销系统、财务核算系统、电子档案系统，

并打通了三个系统之间的数据衔接，实现电子单据、信息数据的

自由流动。 

 

系统架构图 

四、 系统建设及投入 

从 2015 年以来，广东龙达在财税服务数字化上一直保持着

持续投入，也研发了多个数字化系统，包括本次试点所应用的财

务核算系统——小快记 PLUS。为了高质量的完成本次试点工作，

公司组建高级别的项目组，从制度、流程层面进行了调整，以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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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电子发票电子化应用，并从外部采购了发票归集报销系统、电

子档案系统，与公司自有的小快记 PLUS 整合搭建成电子发票电

子化报销、入账、归档的一体化系统。 

员工通过手机即可完成费用报销，原来报销中需要人工完成

的发票验真、发票去重工作由系统自动完成，大大减少会计的报

销核查工作量。报销完成后报销单自动入账到账务核算系统中，

生成记账凭证，账务月度结账时，财务核算系统会生成电子化的

会计档案 PDF，与电子发票版式文件、其它电子化单据、纸质单

据的图片文件一并归档到电子档案管理系统中存档。 

整体系统建设投入约 100 万左右，其中包括外购两套系统、

三个系统之间的对接改造人工投入。 

（一）发票归集报销系统 

发票归集报销系统，集成了多渠道发票归集、PDF 版式文件

上传、电子发票数字化、电子发票去重、电子发票验真等功能，

可实现电子发票无纸化、无风险、自动化报销流程，主要的特点： 

1.多渠道归集发票： 

可以通过第三方系统：微信、支付宝、滴滴、淘宝、京东、

ETC、携程、南航、电信等等自动获取电子发票； 

 通过扫描、拍照纸质发票，自动识别发票信息； 

 通过用户邮箱、手机短信自动获取电子发票。 

2.识别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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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纸质的机打发票精准扫描识别； 

 飞机票、火车票、定额发票等都能精准扫描识别； 

 实时验真、实时查重。 

3.发票采集后立马进行验真，报销使用发票时立马进行查

重，省去了会计大量繁琐的工作。 

（二）小快记 PLUS 系统 

小快记 plus 系统，面向小微企业财务管理人员及代账企业，

提供全套财务管理功能，打造全新财务管理模式。主要功能特点: 

1.会计科目支持部门、区域、客商等多维度的核算。 

2.智能获取发票数据进行采购、销售业务的数据处理，自动

生成相关凭证。 

3.智能识别银行对账单，生成相关的收付款凭证。 

4.丰富的财务账薄报表查询功能。录入凭证即可多维度查询

账簿，支持总账、明细账、数量金额账、核算项目类账簿查询。 

5.三大财务报表自动生成(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

表)。 

6.期末处理智能化。自动生成损益凭证、期末调汇凭证、计

提折旧凭证、计提税金附加凭证、生产成本结转凭证,期末再忙

也不出错。 

（三）电子档案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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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档案系统，提供档案管理的一体化的建档、整理、装册、

上架、移交、查询、借阅、下载、归还、销毁等功能，实现了对

各类电子档案版式文件的安全存储、智能查找，同时对纸质资料、

电子影像、会计凭证和电子档案建立了索引关系。 

五、 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 、归档具体做法 

我们把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的整个过程分解为：

发票归集、报销、入账、归档等四个步骤。 

（一）发票归集 

员工个人通过发票管理 APP 软件归集自己收受的发票（包括

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归集过程中系统自动对归集的发票进行

真伪查验。归集的发票保存在员工的个人票夹中，供员工报销或

者售后服务凭证使用。电子发票归集时，会同时归集其版式文件

保存在个人票夹中。 

（二）报销 

员工个人通过手机发票管理 APP 选择需要报销的发票，填写

报销单发起报销。报销审核人员可以通过报销系统进行审核，审

核过程对报销人完全透明，可以随时了解审核状态。财务报销审

核会计，根据员工提交的报销单进行原始单据与报销内容一致性

核查，如果报销单包括电子发票和纸质发票，员工需要把纸质票

据提交给财务部门，电子发票不需要此操作。报销审批完成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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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纳人员从报销系统中导出审核通过的报销清单，到银行完成报

销费用支付并更新系统的报销单的支付状态。 

（三）入账 

报销完成后，报销单数据会自动传送到小快记 PLUS 系统，

总账会计选择一条或多条报销单数据自动生成记账凭证，完成报

销单的入账处理。 

（四）归档 

账务审核没有问题后，总账会计在小快记 PLUS 系统完成结

账，系统自动生成当期的凭证、帐薄等电子化文件，并与电子报

销单、电子化原始单据（含电子发票版式文件，纸质发票的图片

文件）一并归档到电子档案系统。在电子档案系统按照账簿、凭

证、报销单、原始单据的顺序逐一建立他们的关联关系。通过电

子档案系统查阅会计档案凭证时，我们可以通过搜索对应的凭证

号，既可以看到该电子凭证，并能关联看到其包含的报销单、发

票等原始单据电子档案，如果对其中某张纸质发票的图片文件有

疑虑，可以直接发起调阅该发票的纸质原件档案。 

六、 取得的效益  

（一）实现了一体化报销入账归档电子化流程 

实行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把原来电子发票打

印报账取消，发票通过多渠道自动获取，系统简单、方便、及时

的填写报销单，审核更及时便捷，归档安全、有效，实现了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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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电子发票无纸质化全流程处理。 

（二）无纸化、线上化更环保，节省了成本 

因为取消了电子发票的打印，节省了大量的纸张和耗材，同

时也节省了打印装订的人力成本。经测算，广东龙达集团应用电

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一体化系统，每年节约成本 20

万元。 

系统在我们内部应用稳定后，我们将推广应用到我们服务的

4万家中小微企业代理记账服务中去。基于我们以往的服务数据，

电子发票打印成纸质，发票从企业传递到我们，会计记账打印装

订，并放到档案室保管，成本平均为 12 元/月/企业，4万家企

业的代账服务成本将节约 576 万元/年。 

（三）提高了工作效率 

报销整体效率提升 40%。报销审批全线上化电子化，发票真

伪查询、去重的全系统化，减少了会计的工作量，提高了报销流

程效率。报销周期从平均 5天缩短为 2天。 

降低了财务风险。发票真伪查询、去重的全系统化，即减少

了原来的人工查验和去重的工作，也规避了人工漏查导致的财务

风险。 

七、 尚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打算  

（一）系统持续优化，在全集团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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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优化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一体化系统，在

广东龙达财税集团内部全面应用。 

（二）推广应用到广东龙达的中小微企业客户。 

在公司内部应用成熟后，改造现有报销、入账、归档一体化

系统，推广应用到广东 4 万家中小微企业客户的代账服务，降低

代账服务成本，让中小微企业受益。 

（三）辐射带动同行，服务更多中小微企业。 

通过行业协会及政府主管部门的指引，把面向代理记账服务

的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一体化系统推广应用到同行

代账机构，提升行业服务效率，让更多的中小微企业受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