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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财务处简介

      财务处是学校二级管理机构，在校长和总会计师的具体领导下，按照国家有关
法规制度赋予的职责，统一管理学校包括事业、基建、食堂、工会的财务工作。财
务处现有职工18人，下设综合管理科、会计核算科、资金管理科、预算管理科4个
科室。
     
 财务处主要职责：

一、宣传、贯彻党和国家的财政方针政策和各项财务规章制度。根据国家财经法规，制定学
校财务规章制度，并贯彻实施。

二、负责编制学校部门预算工作，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审批并组织实施。加强预算
管理，检查监督学校预算执行情况，按时编报预算执行情况表和年度预算决算报表。

三、负责学校会计核算和财务管理日常业务，向有关方面提供财务报表，为上级主管部门和
学校领导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财务处主要职责：

• 四、负责管理学校收费工作，制定收费管理规定，办理收费项目审批办证手续，

监督收费执行情况。

• 五、负责筹集和调度资金，保障学校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发展的资金需要。

• 六、参与学校的各项经济活动，对经济活动的过程进行跟踪、控制和分析，并

对重大经济活动的结果进行评估。

• 七、加强全校财会队伍建设，提高财会人员的政治、业务素质，强化服务意识，

提高工作效率，热情为师生员工服务。

• 八、承办校领导和上级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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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报销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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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财务处提供的部门“领导代码”（如：0901）只能用于领导授
权操作，不能用于“日常报销、国内差旅报销、借款及网上申报”。 
报销只能用职工个人代码（如：2012014）进行操作，目的是要明
确由个人承担报销责任而不是由部门领导承担。



                部门领导代码及个人代码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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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方式2-财务处网页登录

初始密码：身份证后六位用户名 人事处给的人员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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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使用此系统，浏览器设置必须允许弹出窗口，推荐使用Ｉ
Ｅ浏览器。



登录方式2-财务处网页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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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界面-修改完成联系方式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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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资/公务卡默认为中国银
行卡号，教职工丢失该卡
再重新办理后可自行在此

处修改！



登录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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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财务查询系统，可查
个人工资收入情况；查询

项目经费情况。



财务查询系统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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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报账系统界面



1.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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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部门“领导
代码”登录，
点中“项目授权

管理”



1.授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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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项目授
权”



1.授权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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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授权操作说明



北部湾大学日常报销管理流程图及说明

北部湾大学报销管理流程图节点说明及输出要求

节
点

流程描述 输出要求 责任人

1 经办人请示项目负责人相关事宜执行意见 意见形成书
面文件

经办人、
项目负责

人
2 经办人粘贴发票，在预算额度内进行网上报销流

程，打印报销单据，提交审批
报销申请 经办人

3 项目负责人按照经费支出审批管理暂行办法（钦
院【2017】183号）审批

单据审批 项目负责
人

4 若支出≥10万元，财务负责人签署意见 单据审批 财务负责
人

5 若支出≥10万元，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 单据审批 分管校领
导

6 会计审核票据等，如有错误或不合规的票据返回
修改

票据审核 会计

7 会计科长复核，如有错误或不合规的票据返回修
改

单据复核 会计科长

8 出纳核对金额及付款信息，无误付款，有误返回
修改

确定付款 出纳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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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中“日常报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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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操作说
明提示操作

点击“新业务
填报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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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选择可
以报销的项目

点下一步

此处为项目
授权信息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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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填写关
键字摘要

1.“关键字摘要”部分，如果是对公付给对方单位的款项，一定要填写公司名称，可以简
称，如“付XXX公司购打印纸款”，若是转个人工资卡或者是公务卡的，可不填写公司名
称。
2.在填写完单据数及金额后，可以点保存，点保存的话，将停留在当前界面，可以再检
查修改；也可以直接点“下一步（支付方式）”，若发现错误的话，可以回上一步修改。

2.填写单据
数及金额

点“下一步（支
付方式）”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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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1.冲借款，即报账人还有未清借款，可以点击“冲借款”，选择要冲销的借款。
2.对公转账，即转账给对方单位，先增加附言，再点      处按提示增加对方单位的信息。
3.对私支付，即转个人工资卡（默认为中国银行）和公务卡，人员选择可以选择本人、
项目负责人或其他人，转账给本人以外的人员，请选择其他人，输入职工号，点击“姓名”
即可自动弹出卡号等信息。可同时选择转公务卡及工资卡。

确定无误后，点下一步
（提交）若发现错误，也可以返回

上一步修改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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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



2.报销申请-日常报销（打印报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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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请报账人打印报销单，将发票贴在发票粘贴单上，并将该报销单贴在第一页，
找相关的领导签字后，送至财务处报账大厅审核，有问题的地方，财务处相应的工作人
员会通过网上报账系统或者通过“录入员电话”通知经办人在网上报账系统中修改。

项目负责人或
者二层部门领

导审批
超过一定金额的，请找

校级分管领导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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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新业务填报”

选择“国内差旅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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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      选择报销项
目

2.点“下一步（差旅
费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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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职别职称”为必填项，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厅级以下的标准相同，厅级及以上
可以填“厅级”，厅级以下的请全部填写“其他人员”。2.伙食补助和交通补助在填好人数
及天数后按键盘“Enter”键将自动计算出来，伙食费标准有每天100元或80元，财务处审
核员有权根据出差文件通知修改伙食补助和交通补贴，具体按照差旅费管理办法执行。

1.填“出差日期”2.填“出差事由”3.填“出差
人姓名”4.填“职称职别”5.填“出差地点”6.

填“人数”

8.点“行程单”，将起始时间、目
的地、单价、张数详细填列

9.点“下一步
（支付方式）”

7.填写人数及天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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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1.冲借款，即报账人还有未清借款，可以点击“冲借款”，选择要冲销的借款。
2.对公转账，即转账给对方单位，先增加附言，再点   处按提示增加对方单位的信息。
3.对私支付，即转个人工资卡（默认为中国银行）和公务卡，人员选择可以选择本人、
项目负责人或其他人，转账给本人以外的人员，请选择其他人，输入职工号，点击“姓
名”即可自动弹出卡号等信息。可同时选择转公务卡及工资卡。

点“下一步（提
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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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报账人打印报销单，将发票贴在发票粘贴单上，并将该报销单贴在第一页，找相
关的领导签字后，送至财务处报账大厅审核，有问题的地方，财务处相应的工作人员会
通过网上报账系统或者通过“录入员电话”通知经办人在网上报账系统中修改。

项目负责人或
者二层部门领

导审批

超过一定金额的，请找
校级分管领导审批



北部湾大学借款管理流程图及说明

北部湾大学借款管理流程图节点说明及输出要求

节
点

流程描述 输出要求 责任人

1 借款人在网上报销流程系统上填写单据，写
明借款原因，附上相关文件，打印报销单据

报销申请 经办人

2 相关负责人按照经费支出审批管理暂行办法
（ ）审批

单据审批 相关负责
人

3 若支出≥10万元，财务负责人签署意见 单据审批 财务负责
人

4 若支出≥10万元，分管校领导签署意见 单据审批 总会计师

5 会计审核票据等，如有错误或不合规的票据
返回修改

票据审核 会计

6 会计科长复核，如有错误或不合规的票据返
回修改

单据复核 会计科长

7 出纳核对金额及付款信息，无误付款，有误
返回修改

确定付款 出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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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新业务填报”

选择“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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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选择可以报
销的项目 点“下一步（借款内容明细）”

此处为项目
授权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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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发票借款，即未取得对方单位发票时而先转账给对方单位。2.现金借款，即直接从
财务处借现金（或转工资卡）用于发劳务费等事务。3.借款事由，若为发票借款，请务
必写明XXX公司发票借款。4.预约冲账日期为必填项，若在预约冲账日期之后该笔借款
未冲账或还款将无法再借款，必须冲账或者归还该笔借款后方可再次借款。（按管理规
定，借款必须在三个月以内报销归还）

1.选择“是否差旅借
款”

2.选择“借款责任人编号”，若不
是本人借款，选择否，并将责任

人人员代码填列

点“下一步（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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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方式：1.冲借款，即报账人还有未清借款，可以点击“冲借款”，选择要冲销的借款。
2.对公转账，即转账给对方单位，先增加附言，再点？处按提示增加对方单位的信息。
3.对私支付，即转个人工资卡（默认为中国银行）和公务卡，输入职工号，点击“姓名”
即可自动弹出卡号等信息。

确定无误后，点下一步
（提交）

若发现错误，也可以返回
上一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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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请报账人打印借款单，同时在借款责任人确认（签字）处手写签名，在相关的
领导签字后，送至财务处报账大厅审核，有问题的地方，财务处相应的工作人员会
通过网上报账系统或者通过录入员电话通知经办人在网上报账系统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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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我的项目”—“负责项目”中，可以查询到教职工个人项目及被授权报销项目。
       2.在“我的项目”—“待修改业务”中，可以看到需要修改的报账信息。
       3.在“我的项目”—“待提交业务”中，可以看到已经修改好的，需要提交的报账信息。
      4.在“我的项目”—“已提交业务”中，可以看到已提交的报账信息。如需修改，请取
消提交，返回“待提交业务”，再点击“退回修改”，即可在“待修改业务”中进行修改。
       5.在“我的项目”—“已完成业务”中，在“状态”栏，可以追踪财务处接单状态。
       6.在“我的项目”—“失败业务”中，可以查询到报销失败信息。
       



5.网上申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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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网上申报
系统”



5.网上申报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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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申报系统包含两个部分：
       1.校内人员其他工薪收入申报，即除了工薪之外的其他劳务费收入，包括由学校集
中发放的行政津贴、课酬、高职称津贴、拔尖人才 津贴、安家费、购房补贴等。
       2.校外人员劳务申报管理，即发给校外人员的劳务费。

点击“其他工薪收入申
报录入”



5.网上申报系统-校内人员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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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发放方式默认为中国银行工资卡号；
      2.摘要，请注明是发放XXX费，如发放XXX劳务费等；
      3.财务项目，请点击旁边的   选择；
      4.工号，对应发放人员的人员代码，输入人员代码后，点击姓名处，即可自动弹出该
人员的姓名、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默认为中行）。
      5.发放项目，请通过下拉键选择。
      6.填完后，可以先保存，在其他工薪收入申报管理处可以查看及修改已录入情况，而
在其他工薪收入申报审核可以查看审核情况

确认后，点击“提
交”



5.网上申报系统-校外人员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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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对于初次发放校外劳务费的人员，一定要进行初始信息采集；
       2.只有采集过人员信息的，才能通过校外人员劳务申报录入填报。

2.点击“校外人员劳务
申报录入”

1.点击“校外劳务
人员信息采集”



5.网上申报系统-校外人员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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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按照提示进
行填报

也可以Excel导
入，先点击“劳
务模板导出”参
照模板填写后

批量导入

在采集完校外劳务人员信
息后，点“校外人员劳务申

报录入”



5.网上申报系统-校外人员劳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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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无误后，
点“提交”

注：1.发放方式，根据校外劳务人员提供的卡号可以进行选择；
    2.摘要，填写发放XXX课题调研劳务费等，财务项目，请点击    选择；
    3.身份证、姓名、单位、银行卡号处的填列，请点击人员查询，选择要发放的人员，
相应信息将自行弹出，因为校外劳务人员信息采集已采集相应数据。
    4.也可以通过导入导出形式填列，先点击“校外模板导出”，参照模板填写后导入。
    5.在“校外人员劳务申报管理”中，可查看审核状态等信息。



• 续注：6.发放校外人员劳务费需提供发票。详见
通知

• 经办人一次性代开发票数量超过十张由财务处出
具证明后，可提前一天预约批量开票，由钦南区
税务局安排专人接洽、专窗受理，预约电话：
0777-2558942，地址：白石湖广场钦州市民服
务中心。

• 经办人需携带经办人身份证原件、纳税人（校外
专家）身份证复印件、批量代开发票证明等资料
（证实我校职工身份并写明代开发票的纳税人姓
名并加盖部门公章，如右图）



1.授权操作：部门经费需要以部门领导的身份授权，个人课题
经费已在个人名下，可以不用授权；

2.必须有相应的项目经费；

3.项目经费一旦被填报占用，即使财务处尚未付款，如果经费
额度不足，其他人也不能继续填报；

4.打印出来的报销单必须有审批人签字。借款单必须有借款人
签字；

5.报销单证需要送达财务处并做好登记后，财务处才能审核；

6.报账流程：个人填报     审批签字     财务审核     财务付款；

7.对于一些全校性公用项目如职工探亲费等，可现场报账。

报销要点



发票粘贴示例

46



公务卡报销信息填报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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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卡报销需要填写的信息
开卡行：

持卡人姓名 刷卡日期
刷卡金
额

实报金
额

卡号（第一
次报销填写）

持卡人身份证
号（第一次报

销填写）
联系电话

XXX 2019.06.08 2000 2000

2019.06.08 3000 1000

合计金额 5000 3000

填表日期： 填表人：

备注：刷卡金额不得汇总，每刷一次金额就填一次，实报金额可以
小于或等于刷卡金额，开卡行不同的请分开不同表格填写。

此表格可在教师群或者财务处网页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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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薪发放及社保代扣说明

• 财务处会计科根据人事处提供的当月工资单、社保、公积金，及
国资处提供的上月房租、后勤集团水电中心提供的水电费数据、
工会提供的大病救助金及工会会员费，在工资系统中进行数据处
理，代扣相应费用及个税后，根据实发金额制作表格委托银行发
放。

• 公式如下：应发工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基础性绩效工资+特
殊岗位津贴+聘用校龄工资+补发工资

• 应扣款项=养老保险+职业年金+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公积金
+公积金补扣+房租+水电费+工会医疗互助金+工会会员费+其他
扣款+本月个税+上月个税补扣（其中：工会会员费=(岗位工资+薪级
工资+聘用校龄工资)*0.005）



工薪发放及社保代扣说明

• 实发工资=应发工资-应扣款项

• 每月实发工资：在编人员发放至个人建行卡，聘用人员发放至个人中行
卡；

• 行政管理津贴、教学工作量津贴、校内自筹绩效、科研津贴、科研项目
绩效等其他收入发放至个人中行卡；

• 伙食补助发放至信用社卡（即一卡通），通过自助圈存机可将该银行账
户里的金额转至饭卡，可用于饭堂、超市等消费。本学期，一卡通系统
升级，刷卡消费机能支持刷卡消费、支付宝支付和银联云闪付支付；微
信支付方式待升级测试完成后，于2020年春季学期开通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 第九号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 

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于 

2018年8月31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2018年8月31日



新个税法要点重点讲解



居民纳税义人判定标准变化



首次实行综合征税



综合所得申报体系



改变税款申报方式





综合所得扣除项目





专项附加项目该怎么申报

• 信息提交可通过手机下载“个人所得税”APP，认
证后填写相关资料。不明之处可点击

• 或关注后期税务专项答疑会。

• 用现在流传甚广的一句“个税抵扣细则的精华”来总结一下：  
抓紧结婚，抓紧生娃，送去上学，有钱买房，有一套够住就可
以了，孝敬父母，多去学习  ！

• 特别声明：

•  1、纳税人对所提交信息的真实性负责，扣缴义务人并没有逐
一审核的义务。

•  2、扣缴义务人不得擅自更改纳税人提交的扣除信息，如若修
改，应承担相应责任。

•  3、税务机关如若发现纳税人拒不提供或者提供虚假资料凭据
的，影响纳税人信用记录并实  施联合惩戒。







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款计算方法

• 1. 累计预扣法：居民个人具体公式：

• 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累计收入-累计免税收入-累计减除费用
-累计专项扣除-累计专项附加扣除-累计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

• 2.计算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

• 本期应预扣预缴税额=（累计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预扣率-速算
扣除数)-累计减免税额-累计已预扣预缴税额。

• 如果计算本月应预扣预缴税额为负值时，暂不退税。纳税年度终了
后余额仍为负值时，由纳税人通过办理综合所得年度汇算清缴，税
款多退少补。



居民个人工资、薪金所得税款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税款计算—居民个人综合所得预扣预缴税款的计算方法

• 续例1：该职员2019年还从B公司取得劳务报酬所得50000元，从C公
司取得稿酬所得40000元，则这两笔所得应预扣预缴税额分别为多少？

• 劳务报酬：

•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50000-50000*20%=40000元

• 应预扣预缴税额：40000*30%-2000=10000元

• 稿酬所得：

• 预扣预缴应纳税所得额（收入额）：（40000-40000×20%）×70%=22400元

• 应预扣预缴税额：22400×20%=4480元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