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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税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广州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 

 

一、试点内容 

广州东港安全印刷有限公司是东港股份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主要从事软件开发、档案管理技术服务、印刷品印刷、科技信息

咨询服务等业务，是集科研开发、生产销售、服务为一体的现代

化经营企业。2021 年 4 月，公司成为广东省电子发票报销入账

归档试点试点单位，针对这次试点工作，公司领导高度重视，成

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梳理并确定了试点工作的内容，目

标和方案，并将电子发票的报销、入账和归档作为试点工作中的

突破方向。试点工作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点： 

1.确定电子发票的归档流程和存储格式及元数据标准。 

2.开发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和用于电子发票报销的“e存”

APP，用于报销和归档的系统支撑。 

3.开发中小微企业档案管理云平台，“e 存”APP 和财务核算

系统之间的数据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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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改造升级自有的档案区块链数据平台，实现电子会计档案

的 hash 值上链，保证电子会计档案的真实性，完整性和不可篡

改性。 

5.集成各接口和系统实现中小微企业电子发票的报销、入账

和归档的全流程电子化和自动化。 

二、开展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痛点、难点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推动传统领

域进行数字变革的呼声日渐高涨。电子发票作为中国税务信息化

的重要载体以及帮助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的有效工具，其推广和

应用势在必行，而其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归档

的全流程电子化。 

为解决这一问题，加强电子档案管理、以及电子发票信息化

管理，东港瑞云数据技术有限公司组建了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

和“e存”APP 的开发、应用和研究项目组。本项目从企业的需

求出发，依托于区块链技术和在线存储转码技术，开发了中小微

档案管理云平台。旨在为中小微企业解决日常的电子发票报销入

账和归档的电子会计档案问题。 

三、试点目标、试点组织方案、试点过程 

1.试点目标 

1.1 整体目标 

贯彻落实《关于开展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



— 3 — 

工作的通知》（档办发〔2020〕1 号）文件要求，遵循《会计档

案管理办法》中对电子会计档案的相应规定，实施电子发票报销、

入账、归档试点工作，通过深化电子发票的应用，形成电子发票

接收、保管、利用等全流程闭环管理，探索信息化时代企业会计

档案管理新模式。 

1.2 建设目标 

1.2.1 建立一套基于 SaaS 模式的电子会计档案管理系统，

用于接收和管理来自报销系统和会计核算系统的电子会计的档

案。 

1.2.2 研发“e存”App 用于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电子发票

的便捷收集和快速报销。 

1.2.3 建立基于区块链技术的档案数据平台，用于支撑档案

系统和与其进行数据交互的业务系统（如：报销系统，会计核算

系统，oa 系统等）。 

1.3 管理目标 

1.3.1 提高会计人员职业素养 

通过试点工作，加强企业的会计档案的管理水平，提高会

计人员 及档案管理人员的职业素养，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参与

系统开发， 培训操作技能，实践档案业务等方式提高公司在会

计档案管理方 面所遇到的问题。 

1.3.2 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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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实现电子会计档案的归档和管理电子化，帮助企业简

化报销 流程，提高了会计档案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减少了企业

的运营成本。 

2.组织方案 

公司成立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经理同志担任领导小组

组长，各部门经理任分组组长，并从其他部门抽调精英人员加入

试点工作分组，展开工作。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架构图如下： 

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试点推进会、每周召开试点工作会、每日

召开试点沟通会，保证试点工作各分组之间的有效沟通和协同工

作。 

3.实施过程 

3.1 设备购置 

试点工作所需的信息系统主要包括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

“e 存”APP，财务核算系统和区块链档案数据平台。为了保证

这些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及符合信息系统建设国产化的要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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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共采购华为服务器 8台，华为千兆交换机 1台，华为防火墙 1

台，华为路由器 1 台，达梦数据库 1 套，优麒麟操作系统 3套和

东方通中间件 1套。 

3.2 系统建设 

3.2.1 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建设依据 

（1）《企业数字档案馆建设理论与实践》(蔡盈芳)；  

（2）《互联网+会计档案管理》(蔡盈芳)；  

（3）《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财政部、国家档案局令第 79 号）； 

（4） 财政部、国家档案局关于规范电子会计凭证报销入账

归档的通知（财会〔2020〕6 号）；  

（ 5）《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案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  

（6）《电子档案管理基本术语》（DA/T 58-2014 ）； 

（7）《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和档案保管期限规定》（国家

档案局令第 10 号）； 

（8）北京市档案销毁规范； 

（9）《国家档案局办公室关于印发<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基本

功能规定>的通知》（档办发〔2017〕3 号） ； 

（10） 《国家档案局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建

设项目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档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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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1 号）； 

（11）国家档案局关于印发《电子档案移交与接收办法》的

通知（档发〔2012〕7 号）。 

3.3 平台总体设计 

根据国家标准（GB/T 18894-2016）《电子文件归档与电子档

案管理规范》中的定义，所谓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指的是“对电子

档案进行采集、归档、编目、管理和处置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的业务流程如下图所示：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总体架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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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经费和人力投入 

为了保证试点工作的正常有效开展，公司专门设立试点工作

专项资金，共计投入 140 余万元，用于试点工作的初期调研，系

统研发，接口改造和硬件采购等。 

费用名称 
金额 

（万元） 
备  注 

调研费用 8 
用于组织召开需求会，深入中

小微企业调研等事项。 

研发费用 90 
用于研发“e存”APP 和中小微

企业档案管理云平台。 

对接费用 20 
用于购买电子发票验真接口及

财务核算系统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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硬件设备 22 
用于购买平台及 APP 所需服务

器及网络设备。 

试点工作所需的信息系统主要包括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

“e 存”APP，财务核算系统和区块链档案数据平台。为了保证

这些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转及符合信息系统建设国产化的要求，公

司共采购华为服务器 8台，华为千兆交换机 1台，华为防火墙 1

台，华为路由器 1 台，达梦数据库 1 套，优麒麟操作系统 3套和

东方通中间件 1套。 

四、 电子发票归集、报销、入账、归档具体做法 

1.报销 

登录 e 存 app，系统自动提取电子邮箱中的电子发票，点击

创建报销单，填写报销内容，点击提交报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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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入账 

财务人员审核报销单，并完成付款操作，同时完成自动化入

账。 

 

3.归档 

当流程结束的同时，电子发票及报销信息都会自动归档，形

成会计档案。 

 

五、试点工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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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发或升级了电子发票系统（进项）、费用报销系统、会

计核算系统、会计档案系统。 

1.1 电子发票系统（进项） 

建设电子发票系统（进项），形成企业发票池，系统主要功

能如下： 

电子发票解析：接收报销人上传的电子发票文件并解析，

将电子发票数据保存至发票池。 

电子发票查验：根据税局提供的发票下载规则，同步开给

本企业的电子发票信息，将解析的电子发票数据同下载的发票数

据进行比对，实现查验功能。 

电子发票归档：对接会计档案管理系统，向其提供电子发

票原始凭证，实现电子发票归档。 

电子发票查询：分析发票池数据，对外提供查询服务，以

便各相关系统查询电子发票和下载电子发票文件。 

发票状态更新：提供发票状态更新接口，同周边系统对接，

接收发票的不同状态，如报销状态、记账状态、归档状态等。 

1.2 费用报销系统 

依托现有在用的系统进行改造，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电子发票报销：报销人上传电子发票文件，文件传递至电

子发票系统，电子发票系统解析并查验后，将发票信息回传报销

系统进行展示。审批人可在系统实时查看报销单对应的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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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报销状态通知：报销审批完成的报销单对应的电子发票，

向电子发票系统回写已报销标志 

报销凭证归档：对接会计档案系统，推送电子报销凭证，

实现报销凭证电子归档。报销凭证自动关联电子发票原始凭证。 

1.3 会计核算系统 

依托现有在用的系统进行改造，系统主要功能如下： 

电子发票查看：财务审核过程中，可在系统实时查看报销

单对应的电子发票信息。 

记账状态通知：记账完成的报销单对应的电子发票，向电

子发票系统回写已记账标志 

记账凭证归档：对接会计档案系统，推送电子记账凭证，

实现记账凭证电子归档。记账凭证自动关联电子发票原始凭证。 

1.4 会计档案系统 

建设会计档案系统，实现电子发票入账报销过程中相关电

子凭证的归档管理。主要功能包括：电子发票归档、报销凭证归

档、记账凭证归档，以及各原始凭证和记账凭证之间的关联和各

电子凭证档案的数字签名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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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解决的痛点难点问题 

难点：项目涉及部门多，沟通困难。 

解决办法：采用联合开发模式。企业每个部门委托一位项

目管理人员，组成协调小组，负责内部的协调以及项目实施过程

中的重大事件决策、宏观监控、协调各方关系。各部门联合开发，

在项目管理上达成共识，密切配合、积极协作，系统开发工作开

展有序。同时采用实时交流，利用信息化沟通平台，无论是在项

目开发实施前期如何制定好整体的开发计划，还是在开发时段，

开发内容上等，都通过实时沟通解决问题。在实际的开发过程中，

每周召开项目例会，并提交项目开发周报给项目领导小组进行审

核，如与原定开发计划有偏差，需明确原因、责任，做到实时交

流，及时沟通，对项目的整体进度的快速推进起有利作用。 

3.取得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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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通过试点工作，公司成立了试点工作领导小组，为公司

未来的信息化建设提供了组织架构基础和宝贵的实施经验。 

3.2 制定了平台的《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和归档操作指南》

《会计档案元数据规范》《会计档案存储格式规范》等规范和指

南共计 7 项，为中小微企业的电子发票报销，入账和归档流程提

供了解决方案，推进了电子发票的广泛应用，提高了中小微企业

的财务工作效率。 

3.3 建立了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和“e存”APP，提高中

小微企业的信息化建设，帮助中小微企业实现了电子发票报销入

账和归档的全流程电子化，自动化。公司通过提供免费的 SaaS

服务为中小微企业节省了硬件和软件系统的资金投入，平均每一

家中小微企业可节约10万元左右，总计为中小微企业带来了600

余万元的福利。 

3.4 推进公司内部会计档案电子化进程 。通过完成试点工

作，帮助公司财务部门实现了记账凭证，账簿和报表 100%电子

化，凭证附件 70%电子化，每年可为公司节省记账凭证用纸 10000

余张，凭证附件用纸 7000 余张，账簿和报表用纸 1000 余张，库

房存储空间 0.5 立方米。 

3.5 为公司创造了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通过平台吸引了六

十余家中小微企业进驻，利用平台的优势，公司可持续为中小微

企业提供其他的增值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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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中小微档案管理云平台需要对接的系统较多，各系统之间

缺少统一的接口标准，针对每一种系统每一套接口标准都需要重

新开发与之相匹配的接口。 

七、下一步工作安排 

总结试点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不足，继续完善中小微企业

档案管理云平台的功能和用户体验，实现和更多的报销系统和财

务系统无缝对接，更好的为中小微企业提供档案服务。通过试点

我们发现了区块链与档案管理的完美契合性。公司将持续的加大

重视力度和资金投入在区块链与档案管理的研究中去，争取取得

新的突破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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