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肯恩大学财务报销暂行规定

（2016年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内部管理，规范费用报销程序，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高

等学校会计制度》等有关财经法律、法规和会计制度的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订本规定。

第二条 凡涉及学校日常运行费用、税费支出、人员经

费、专项支出、基建支出以及其他费用支出项目的报销均按

此规定执行。

第三条 本规定适用学校全体人员。

第二章 财务报销的一般规定和凭证要求

第四条 财务报销的基本要求

报销审批流程逐步从线下转为 OA 系统在线审批，在转

换过程中，可以选择其中一种方式呈报审批人审批，不可同

时使用线上、线下两种审批方式。审批完成后，报销人应将

填写或打印的审批单和所有原始凭证及支持材料一起送到

财务部。

（一）根据报销内容的不同，必须按要求填写相关报销

审批单。如使用线下书面审批，日常经费开支报销中公务出

差发生的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和公杂费应填写表 B《温

州肯恩大学差旅费报销审批单》；其他事项一律填表 C《温州

肯恩大学通用报销审批单》。基建经费开支报销分别填写《温



州肯恩大学基建账户专用差旅费审批单》，《温州肯恩大学基

建账户通用审批单》。如使用 OA 办公系统线上（下文中简称

“线上”）审批，日常经费开支报销中凡款项支付给员工或

学生个人的（包括支付给个人的费用报销、个人借款核销、

退款给个人等），均进入“报销-支付个人”模块填写；日常

经费开支报销中款项支付给供应商的（包括支付给供应商的

费用报销、预付供应商费用核销、退款给供应商等），均进

入“报销-支付供应商”模块填写。基建经费开支报销根据

报销内容分别进入相应模块，在“所属账套”中选择“基建”。

工会、基金会等其他账户的费用报销均应选择各自对应的账

套。

（三）线下报销审批单上至少要有两个人签字即经办人

和经费审批人签字。线上报销应按流程审批。经办人应在原

始发票上签字。涉及到单笔金额 500 元以上(含 500 元)的购

置实物（如办公用品、材料、元器件、配件、低值易耗品、

耐用品、图书资料、设备等）的经费报销，发票上除经办人

签字外，还须有验收人签字，并注明“验收”字样；工程项

目经费报销应附工程验收手续相关资料。

（四）每项开支必须有经费来源并符合规定的开支范围

及标准。经费审批人按照《温州肯恩大学财务审批办法》规

定进行审批，审签时须注明经费来源。

（五）对不真实、不合法的报销凭证，财务人员应拒绝

受理，并向校领导报告；对报销手续不完备、记载不准确、



不完整的报销凭证财务人员应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有关规

定进行更正、补充。

（六）各类原始单据一律使用蓝黑或黑墨水笔填制、签

字，不得使用圆珠笔或铅笔。

（七）除零星小额结算使用现金，原则上通过银行转账

的方式报销。如因特殊情况确需结算大额现金的，须提前一

至两个工作日向财务部出纳人员预约。

第五条 办理各类报销业务必须取得或填制真实、合法、

有效的原始凭证。经办人应对原始凭证的真实性、有效性负

责。原始凭证分外来原始凭证和自制原始凭证。

第六条 外来原始凭证的要求

（一）外来原始凭证是指发票和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

结算票据（以下简称“往来票据”）：发票必须印制有税务机

关发票监制章，并加盖开票单位发票专用章；往来票据必须

有省或市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收据监制章并加盖财务专

用章。对小规模经营者、个体工商户等确实无法开出合法票

据的，可由当地税务部门代开，开出的票据必须盖有税务部

门监制章并加盖开票税务机关的印章。

（二）外来原始凭证的填写要求

1.必须注明单位名称、日期、经济业务内容、数量、单

价、金额、填制人等。

2.发票抬头必须为“温州肯恩大学”，不能写个人名字

（交通费用、通讯费、学费、培训费票据,以及特殊情况下



的住宿费可以除外）。在中国国内取得的发票或往来票据抬

头必须为学校中文名称。

3.总计金额必须和数量、单价的乘积相符或和各项金额

累计相加相符，大小写金额必须相符。

（三）外来原始凭证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涂改、挖补。

如凭证记载内容有错误，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

正处应当加盖出具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金额有错

误的，应当由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凭证上更正。

（四）原始凭证报销时，应使用“温州肯恩大学报销票

据粘贴单”（见附件）按经济业务内容进行分类粘贴。

（五）外来原始票据遗失的处理办法

1.须提供原开票单位出具的加盖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

用章的证明（注明单据号码、金额、业务等相关信息），或

加盖原开票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的票据复印件。上

述文件需本人、部门负责人签字后，再由财务部负责人批准

方可作为报销凭证。

2.遗失火车、汽车、轮船、飞机票等交通凭证的一般不

予报销,除非能提供证明确实购买了相关交通票据并乘坐了

该交通工具。

第七条 学校自制原始凭证的要求

（一）学校自制的原始凭证为各类人员经费发放表、暂

付款凭证等。



（二）自制原始凭证上各栏目内容要填写完整，大小写

金额要填写无误，不得涂改；金额一经涂改该凭证无效，需

重新填写。

第八条 票据的报销时限

报销凭证取得后应于 2 周内向财务部报销。各类票据原

则上不能跨年度报销，因此，当年 12 月 15 日前取得的所有

凭证必须于 12 月 20 日以前提交财务部报销；12 月 15 日以

后取得未及时报销的可在下年度 1 月 31 日之前报销。超过

报销时限提交的票据不予接受。

第三章 日常运行费用的报销

第九条 差旅费的报销

（一）人员出差应事先申请,并依学校相关授权规定，

经有权审批的上级领导审批。线下报销时应将表 A《差旅申

请单》作为附件；线上报销时应在系统中选中关联相应出差

审批单号，并将系统中《差旅申请单》打印作为附件。报销

差旅费须按一次一单的原则，线下报销填写表 B《差旅费报

销审批单》；线上报销在“报销-支付个人”模块中选择“差

旅费报销”的报销类型填写。注明出差的时间、地点和事由，

按相关票据的票面金额填写交通费及住宿费等，并附上按规

定粘贴好的有关原始单据。如多人同时出差，应一起报销，

并详细写明出差人员姓名。如与学生一同出差的，学生差旅

费应与员工差旅费明细分开填列。

（二）出差时发生的除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



费以外的其他费用不能附在差旅费报销单后一同报销。如在

出差期间有公务接待，应在报销单中予以说明，以便正确计

算伙食补贴。

（三）参加会议的差旅费报销，须依学校相关授权规定，

经有权审批的上级领导审批批示同意的会议通知。

（四）差旅费报销的具体标准，详见《温州肯恩大学差

旅费开支规定》。超过规定标准的费用，因情况特殊确需报

销的，由经办人提交书面说明，经分管财务的校领导签字同

意，可以报销。

第十条 公务接待费的报销

公务接待费用在预算额度内按学校公务接待管理规定

报销。

除在学校食堂就餐外，其他公务用餐要实行刷卡消费，

一次一结算，并在报销时附刷卡小票，特殊情况（商家不接

受刷卡）应作出说明。接待用餐报销应附接待审批单。第十

一条 一般物料的报销

各种报销凭证上的购物名称须清楚明了，不能笼统填写

“办公用品”、“文具”、“电脑配件”、“消耗品”、“日用品”

等字样；购物品较多，发票无法一一写明的，须附供货单位

的销货清单，清单应加盖出票单位财务专用章或发票专用章。

第十二条 车辆运行费用的报销

（一）车辆运行费用包括保险费（车船税）、年审费、

燃油、保养费、维修费、洗车、路桥费、停车费、里程补贴

等车辆运行相关费用。



（二）洗车费、路桥费每月由驾驶员汇总报销一次。

第十三条 校外印刷费用的报销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的校外印刷费用报销时，须

附印刷明细清单，清单加盖对方单位公章或财务专用章或发

票专用章。

第四章 人员经费

第十四条 工资薪金的发放

（一）预算内教职工工资、津贴、奖金、各类补贴等，

应按有关文件、合同和学校规定办理，每月由人力资源部编

制发放（支付）清册， 经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会同财务部负

责人审核，由校领导审批。

（二）工资薪金的发放原则上采取银行卡发放形式，不

直接发放现金。如果确需发放现金的，发放表上必须由各个

领款人本人签收，原则上不得代领。

第十五条 加班费、校外人员劳务费的发放

（一）加班费由人力资源部造册，经人力资源部负责人

会同财务部负责人审核，分管校领导审批后发放。

（二）校外人员劳务费的发放，由业务部门填写发放清

册，由业务部门负责人会同财务部负责人审签，金额超过部

门负责人审批权限的，由业务部门负责人会同财务部负责人

审核，校领导审签。

（三）如果采用现金发放，接受人应在清册上签名。

第十六条 学生奖助学金的发放

（一）学生奖助学金由学生管理部门根据有关规定编制



发放清册，经学生管理部门负责人会同财务部负责人审核，

由校领导审批。

（二）学生奖学金以银行转账方式汇入学生本人账户，

不直接发放现金，也不得汇入他人账户。

第五章 专项经费的报销

第十七条 因公出国（境）经费的报销

（一） 因公出国（境）人员境内费用按出差报销标准报

销；在境外费用开支标准参照国家有关标准执行：境外停留

90 天以内（含）参照财政部颁发和更新的《因公临时出国人

员费用开支标准和管理办法》执行，停留 90 天以上的，参

照财政部颁发和更新的《中长期出国（境）培训人员费用开

支标准》执行。

（二） 因公出国（境）人员境外住宿和交通费用凭据报

销，伙食费、公杂费等包干使用，费用标准参照财政部“因

公出国费用标准”计算），经由市财政部门审核经费的，以

市财政局核定金额为准，出国签证费、防疫费用、国际会议

注册费等凭有效原始票据据实报销，原则上不再报销个人境

外其他开支。

（三） 出访人员应严格按照批准路线出访，批准路线以

外产生的费用不予报销。

（四） 因公出国人员报销天数必须以任务批件或《温州

肯恩大学出国任务登记表》上注明的期限为限，超出期限费

用不予报销，不足期限以实际天数报销。因特殊情况延期者



须提供相应审批资料。

（五）预付购汇支出的，应提供出国（境）任务批件复

印件和市财政局批汇文件。

（六）预付出国（境）旅费的，应提供任务批件复印件、

航班报价、食宿行安排合同和付款通知书等资料。

（七）报销境外费用应提供以下材料：

1.省、市人民政府出具的因公出国（境）任务批件复印

件或国台办赴台任务批件复印件；

2.出访日程安排；

3.市财政局出具的出国用汇核销单据；

4.境外住宿原始发票复印件；

5.国际航班发票；

6.外汇兑换水单和手续费单据（如有购汇）。

（八） 因公出国（境）的境外费用按兑换水单的汇率折

算人民币报销和记账；如无兑换水单的，根据出国（境）首

日银行汇率（中间价）折算人民币报销和记账。

（九） 因公出国（境）机票应由学校订购，通过学校账

户转账结算。

第十八条 教职工学习、培训费用的报销

（一）学校派遣参加国内非学历学习、培训的费用报销

须附有经分管领导审批的申请资料及相关的学习、培训通知

以及学校培训管理制度规定的其他资料。

（二）经学校批准脱产参加学历教育期间，不报销住宿

费，不发放伙食补助和公杂费，取得学历学位后，按学校相



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资助。

（三）经学校批准参加境外短期学习、培训的人员，往

返交通费和境外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及其他费用按临时

因公出国费用报销要求处理，培训费、资料费等相关费用根

据《浙江省因公短期出国培训经费管理规定》（浙财行〔2014〕

31 号）处理。

第十九条 购置低值耐用品、固定资产的费用报销

（一）低值耐用品指单价在 200 元以上（含 200 元）但

又达不到固定资产标准的，使用年限在一年以上并在使用中

保持原有物质形态的物品。固定资产是指使用年限在一年以

上并在使用中保持原有物质形态，单价在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的一般设备和单价在 1500 元以上（含 1500 元）的

专用设备。图书馆购置的馆藏图书作为固定资产管理。

（二）低值耐用品和固定资产办理验收入库手续后，凭

入库单和经审签的发票报销。

（三）购置单价或批量汇总金额 2 万元以上（含）的物

资，须签订购货合同，报销时须附购货合同。

第二十条 建设工程经费的报销

（一）校园基建项目经费在校园基建专户内列支，经费

报销审批按学校财务审批办法规定的权限执行，各级审批人

名单及签字样本应报财务部备案。

（二）不纳入学校基建账户核算的零星基建工程项目，

应签订合同，在合同中明确质保金条款。预支工程款时，应

提供合同、工程预算书以及合同约定的其他相关资料；工程



竣工验收后报销工程费用时，应提供由校领导审签的的工程

结算书、发票、验收资料。合同金额为 5 万元以上的，工程

结算书须经有资质单位审价。

（三）达到政府采购标准的基建工程项目应按照市政府

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

第二十一条 会议费用的报销

会议费用报销时，须提供与会人员签到表、会议通知和

会议预算。

第二十二条 其他专项经费的报销

(一)其他专项经费指除上述专项以外、列入当年预算内

的专项业务经费。

(二) 其他专项经费报销时，须提供已审签的原始凭证，

按规定应签订合同的须提供合同，并根据需要提供其他可证

明业务活动真实性的相关资料。

第六章 各类退款、暂付款的办理

第二十三条 各类退款的办理

（一）学生退学费、住宿费和代管费，凭教务部审批的

学籍变动申请及各项费用结算清单办理。

（二）各类押金、保证金的退还，对方须退回原收据，

无法退还原收据的，须出具对方单位正式的收款收据，收据

注明退款内容。原以转账方式收取的押金、保证金退还时须

采用转账方式支付。

第二十四条 暂付款的办理



（一）暂付款的经办人必须是本校教职工。

（二）购买商品劳务如需预领暂付款，转账结算金额起

点以下的零星支付，可以暂付现金，超过结算起点的原则上

直接转账到商品劳务提供方。如是个人预支，则收款人需与

经办人一致。

（三）线下办理暂付款，经办人须填写表 D《温州肯恩

大学暂付款凭证》，；线上办理暂付款，经办人须进入“个人

预支”或“预付供应商”模块填写。暂付款的办理须附能证

实预期交易的文件资料，并由审批人审签。（四）申请暂付

款应说明经费来源。暂付款审批人原则上不得审批无预算或

超预算的暂付款。

（五）校园建设基建项目的工程款、设计费、监理费等

预付款，须凭相关合同及合同约定的其他资料等办理，同时

第一次付款应提供相应的合同复印件(签订的合同各要素应

齐备)、招标文件、施工或监理中标通知书及开工令等资料。

（六）暂付款应及时核销，必须按预支用途使用，不得

挪作他用或私用。

第七章 财务结算方式的有关要求

第二十五条 财务结算包括现金结算、转账结算两种付

款方式。现金支票等同现金结算；转账结算包括电汇、信汇、

转账支票、POS 刷卡等支付方式。

第二十六条 除下列情况可以采用现金支付方式外，其

余结算应采用银行转账方式支付。



1.教职工工资、津贴；

2.个人劳务报酬包括教师酬金、劳务费、稿酬、外聘人

员酬金等；

3.根据国家规定颁发给个人的科学技术、文化艺术、体

育等各种奖金，学生奖学金、勤工助学劳务费、生活困难补

助等；

4.各种劳保、福利费用以及国家规定的对个人的其他支

出；

5.向个人收购农副产品和其他物资的价款；

6.单笔 2000 元以下的零星开支（同天、同地点、连号

的票据视同一笔业务）；

7.出差人员必须随身携带的差旅费；

8.中国人民银行规定需要支付现金的其他支出。

第二十七条 采用银行转账结算方式的，须准确提供收

款人的开户银行、账号及名称。

第二十八条 我校转账结算起点为人民币 2000 元。原

则上，达到结算起点的采购均应直接转账到销售方银行账户；

确因特殊情况无法实现银行转账且金额不超过 5000 元的，

可先由学校员工以个人网银交易或刷卡方式先行支付，再凭

发票和网银支付记录/POS 刷卡回单等足以证明交易真实性

的资料报销。打印在光敏纸或热敏纸上的 POS 刷卡小票在提

交报销时应复印到 A4 纸张上，以防日久褪色。购买只能以

信用卡形式支付的在线资源，金额又超过 5000 元的，经校

领导书面批准可以凭发票和网银支付记录报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