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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收入申报平台概述 

由于高校目前学生众多，财务项目繁多、发放项目多种多样，为学生发放酬金、为职工

发放其他各种收入、为客座教授、外聘人员发放劳务费等的需求多种多样，涉及金额越来越

大，使财务人员长期处于重复的机械劳动中，由于涉及的财务项目和发放项目的众多，也使

得生成的单据信息不能完全保证准确。为了避免以上情况的发生，提高财务人员工作效率、

节省人工成本，收入网上申报平台应运而生。 

它的使用对象主要是各个院系的老师、被老师授权的学生、学校内部各部门的财务申报

人员等。在整个申报流程中，由于有计算机进行各种数据合法性的校验，保证了整个申报流

程的数据完整性和正确性，提高了申报的效率。 

此系统可支持各类收入的网上申报功能，同时提供了丰富的个性化操作来简化发放费用

的申报操作，如多种电子数据文件的导入导出、可定制的财务打印单据模版、完善的财务授

权系统、财务项目余额额度的精确比对与同步。在系统可支持的条件下，迅速、安全、完整

的完成各类收入的发放和及时到账，完美达成系统使用者的需求，大大改进了以往非电算化

模式下其他收入申报的种种操作繁琐、需要人工数据校验比对等缺点。 

平台包括学生酬金发放申报、职工个人工薪其他收入网上申报、校外人员劳务网上申报

三大申报系统。 

 学生酬金发放申报 可支持助研费等费用的网上申报功能 

 职工个人工薪其他收入网上申报 可支持校内职工其他收入等费用的网上申报功能 

 校外人员劳务网上申报 可支持校外人员劳务费等费用的网上申报功能 

系统架构： 

本平台的数据并非独立产生，而是依托于《学生补助金、酬金管理系统》、《学生收费系

统》、《个人收入及所得税系统》以及《财务管理系统》的人员基本信息同步，本系统的结构

图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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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数据的老师通过连接校园网 Oracle 数据库，Web 服务与财务处服务器相连，校园

网数据库和财务服务器通过 Oracle 数据库本身的数据保护功能和校园网防火墙使数据的访

问和操作更加安全，通过 Web服务进行安全稳定的数据实时交互，系统中使用的学生信息则

实时来自于收费系统中的学生信息，系统中使用的教工信息则实时来自于工资系统中的教工

信息，系统中使用的校外人员信息则实时来自于数据库中的校外人员信息或者需要申报者通

过电子文档提供，保证了发放过程中信息的准确。 

网络拓扑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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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数据库集群

银行数据库集群

帐号校验

工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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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入申报平台功能操作详解 

1.业务类型一：学生酬金发放管理 

（1）学生酬金申报 

学生酬金申报用于给在校学生发放酬金使用，在起始页面录入摘要、发放金额、学生，

选择财务项目、发放项目等。 

 

学生信息根据学号自动从数据库中读取，在页面生成。对于相似的一批学生进行重复发

放可使用保存模板和提取模板功能，下次进行发放时可直接提取模板带出相同的学生信息，

大大将减少重复工作。 

 

在申报录入过程中，为了简化用户在申报数据录入阶段的操作，还提供了用 Excel文件

将已经电子文本化的数据直接导入本系统生成单据来节省填写时间（此种情况下依旧会进行

导入文件的格式合法性校验）。或者通过保存模版的功能，可以将本次填写的信息存入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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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以备下次录入的时候直接提取使用。 

这样设计模式解决了用户录入重复数据信息的可能，节省了网上申报重复信息所浪费的

时间。同时本系统还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将当前申报的人员信息、选取的财务项目等所有信

息导出成为 Excel文件存底。 

 

申报用户可使用的财务项目的结余额度是通过使用 Webservice 实时从账务系统中获得

的，以保证数据完整准确和有效。 

 

在申报数据填写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填写的数据依次输入数据合法性校验、学生信息

校验、项目余额额度校验。经过以上多重安全性校验以后，单据信息才被允许保存。而以上

的校验全部通过系统内部提供的校验机制自动解决，会根据不同的错误提示不同的信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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幅度避免了以往人工操作发生的各种低级错误，由于填写数据与学费系统、财务系统的高同

步性，数据来源实时准确，自然就保证了提交单据内容的准确性。 

单据的保存则分为保存和提交两种概念，保存以后的单据用户仍旧可以进入单据管理界

面继续修改数据并反复保存。而提交以后的单据用户不允许修改，只能等待单据审核以后根

据返回的结果决定是否可以再次进行修改。 

 

学生酬金发放业务提交之后，系统自动生成学生酬金发放表，申报人携带签好字的发放

表及其相关单据即可到财务处办理发放业务。 

  

（2）学生酬金发放状态管理 

用户可以对已录入信息进行状态管理，包括对录入单据的修改、删除、复制和打印。状

态管理页面提供了单据的基本信息状态，如录入日期、流水号、审核状态、单据审核返回错

误信息以及财务是否提取接收。 

 

如图所示，根据审核状态不同，不同流水号单据允许进行的操作状态不尽相同，修改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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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只允许保存未提交状态下和审核未通过的单据进行操作，用以进行录入数据的修改和完成

操作后的提交。打印按钮则只能允许审核通过后的单据进行操作，用以打印出纸质单据让财

务负责人签字，并送交财务处。复制则允许单据进行当前单据信息的复制，并生成一笔新的

流水。删除按钮则只允许审核成功等待财务提取的单据不允许操作。当财务提取成功以后，

在凭证号一栏会实时返回被提取流水在财务系统中生成的凭证号于前台显示。表示单据提取

成功。 

2.业务类型二：校内人员其它工薪收入申报管理 

（1）其它工薪收入申报 

其它工薪收入申报用于给校内职工发放工资外收入，在起始页面录入摘要、发放金额、

教工，选择财务项目、发放项目等。 

 

教工信息根据工号自动从数据库中读取，在页面生成。对于相似的一批教工进行重复发

放可使用保存模板和提取模板功能，下次进行发放时可直接提取模板带出相同的教工信息，

大大将减少重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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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报录入过程中，为了简化用户在申报数据录入阶段的操作，还提供了用 Excel文件

将已经电子文本化的数据直接导入本系统生成单据来节省填写时间（此种情况下依旧会进行

导入文件的格式合法性校验）。或者通过保存模版的功能，可以将本次填写的信息存入数据

库，以备下次录入的时候直接提取使用。 

这样设计模式解决了用户录入重复数据信息的可能，节省了网上申报重复信息所浪费的

时间。同时本系统还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将当前申报的人员信息、选取的财务项目等所有信

息导出成为 Excel文件存底。 

 

申报用户可使用的财务项目的结余额度是通过使用 Webservice 实时从账务系统中获得

的，以保证数据完整准确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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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申报数据填写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填写的数据依次输入数据合法性校验、教工信息

校验、项目余额额度校验。经过以上多重安全性校验以后，单据信息才被允许保存。而以上

的校验全部通过系统内部提供的校验机制自动解决，会根据不同的错误提示不同的信息，大

幅度避免了以往人工操作发生的各种低级错误，由于填写数据与学费系统、财务系统的高同

步性，数据来源实时准确，自然就保证了提交单据内容的准确性。 

单据的保存则分为保存和提交两种概念，保存以后的单据用户仍旧可以进入单据管理界

面继续修改数据并反复保存。而提交以后的单据用户不允许修改，只能等待单据审核以后根

据返回的结果决定是否可以再次进行修改。 

 

其它工薪收入发放业务提交之后，系统自动生成校内人员其它工薪收入发放表，申报人

携带签好字的发放表及其相关单据即可到财务处办理发放业务。 

  

（2）其它工薪收入申报管理 

用户可以对已录入信息进行状态管理，包括对录入单据的修改、删除、复制和打印。状

态管理页面提供了单据的基本信息状态，如录入日期、流水号、审核状态、单据审核返回错

误信息以及财务是否提取接收。 

 

如图所示，根据审核状态不同，不同流水号单据允许进行的操作状态不尽相同，修改按

钮只允许保存未提交状态下和审核未通过的单据进行操作，用以进行录入数据的修改和完成

操作后的提交。打印按钮则只能允许审核通过后的单据进行操作，用以打印出纸质单据让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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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负责人签字，并送交财务处。复制则允许单据进行当前单据信息的复制，并生成一笔新的

流水。删除按钮则只允许审核成功等待财务提取的单据不允许操作。当财务提取成功以后，

在凭证号一栏会实时返回被提取流水在财务系统中生成的凭证号于前台显示。表示单据提取

成功。 

 

3.业务类型三：校外人员劳务申报管理 

（1）校外人员劳务申报 

校外人员申报用于给校外人员发放劳务收入，在录入发放前需要先采集校外人员信息。

在校外人员采集界面，录入校外人员的相关信息，保存即可。校外人员采集同样提供 excel

导入功能。 

 

人员信息采集完毕，可以到劳务收入申报页面进行申报数据的录入，包括校外人员、发放项

目、财务经费项目的选择，摘要与金额的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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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员信息根据证件号自动从数据库中读取，在页面生成。对于相似的一批校外人员

进行重复发放可使用保存模板和提取模板功能，下次进行发放时可直接提取模板带出相同的

校外人员信息，大大将减少重复工作。 

 

在申报录入过程中，为了简化用户在申报数据录入阶段的操作，还提供了用 Excel文件

将已经电子文本化的数据直接导入本系统生成单据来节省填写时间（此种情况下依旧会进行

导入文件的格式合法性校验）。或者通过保存模版的功能，可以将本次填写的信息存入数据

库，以备下次录入的时候直接提取使用。 

这样设计模式解决了用户录入重复数据信息的可能，节省了网上申报重复信息所浪费的

时间。同时本系统还可根据用户的需求，将当前申报的人员信息、选取的财务项目等所有信

息导出成为 Excel文件存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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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用户可使用的财务项目的结余额度是通过使用 Webservice 实时从账务系统中获得

的，以保证数据完整准确和有效。 

 

在申报数据填写完成后，本系统会根据填写的数据依次输入数据合法性校验、校外人员

信息校验、身份证号有效性校验、项目余额额度校验。经过以上多重安全性校验以后，单据

信息才被允许保存。而以上的校验全部通过系统内部提供的校验机制自动解决，会根据不同

的错误提示不同的信息，大幅度避免了以往人工操作发生的各种低级错误，由于填写数据与

学费系统、财务系统的高同步性，数据来源实时准确，自然就保证了提交单据内容的准确性。 

单据的保存则分为保存和提交两种概念，保存以后的单据用户仍旧可以进入单据管理界

面继续修改数据并反复保存。而提交以后的单据用户不允许修改，只能等待单据审核以后根

据返回的结果决定是否可以再次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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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人员劳务发放业务提交之后，系统自动生成校外人员劳务发放表，申报人携带签好

字的发放表及其相关单据即可到财务处办理发放业务。 

  

（2）校外人员劳务申报管理 

用户可以对已录入信息进行状态管理，包括对录入单据的修改、删除、复制和打印。状

态管理页面提供了单据的基本信息状态，如录入日期、流水号、审核状态、单据审核返回错

误信息以及财务是否提取接收。 

 

如图所示，根据审核状态不同，不同流水号单据允许进行的操作状态不尽相同，修改按

钮只允许保存未提交状态下和审核未通过的单据进行操作，用以进行录入数据的修改和完成

操作后的提交。打印按钮则只能允许审核通过后的单据进行操作，用以打印出纸质单据让财

务负责人签字，并送交财务处。复制则允许单据进行当前单据信息的复制，并生成一笔新的

流水。删除按钮则只允许审核成功等待财务提取的单据不允许操作。当财务提取成功以后，

在凭证号一栏会实时返回被提取流水在财务系统中生成的凭证号于前台显示。表示单据提取

成功。 

4.业务类型四：其它功能 

（1）申报合并计税 

个人其他收入申报系统可实时接收申报数据。校内其他工薪收入按照申报数据进入后台

工资系统实时计税，将计税操作在工资系统中执行的好处在于由于 Web的实时性和并发性，

并不能保证数据来源于一处，而工资系统中将个人其他收入自动汇总计算，这样的结果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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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汇总数据真实、来源统计准确、更好的进行算税工作。学生酬金发放数据进入学生补助金

系统进行合并计税。校外人员劳务收入进入个税系统进行合并计税。 

（2）账务凭证生成 

以学生酬金发放为例： 

财务处操作人员制单时，通过单据流水号（条型码）仅调出在酬金发放系统中单据状态

为审核成功的单据，进行发放并生成财务凭证。 

 

学生酬金发放制单 

 

学生酬金明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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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酬金系统生成的记账凭证 

系统会实时回写凭证信息和凭证号至申报平台供日后查询使用。此时平台回馈的单据记

录状态也会从审核完成变成财务已制单，作为已经提取成功的标记，并返回凭证号在单据管

理页面中显示。从而快速的响应给用户当前提交单据的状态，节省用户操作的时间。 

（3）发放数据的银行发放 

系统实现可由系统导出待发放数据，根据固定格式传输给银行，进行发放；也可使用银

校互联系统，根据唯一流水号进行检索，进行批量银行打卡（实时到账）。 

（4）查询分析  

系统支持学生的学生酬金发放情况查询。查询当前登录用户发放的学生酬金信息。 

 

 

系统支持教工的其他工薪收入发放情况查询。查询条件包括起止年月、流水号、凭证号

等。查询当前登录用户发放的校内人员其他工薪收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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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支持校外劳务人员的劳务发放情况查询。查询条件包括起止年月、流水号、凭证号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