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案例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 

一、企业概况 

京东于 2004年正式涉足电商领域，2014年 5月，京东集团在美

国纳斯达克证券交易所正式挂牌上市，是中国第一个成功赴美上市的

大型综合型电商平台。2015 年 7 月，京东凭借高成长性入选纳斯达

克 100 指数和纳斯达克 100 平均加权指数。2018 年，京东集团市场

交易额接近 1.7万亿元。2019年 7月，京东第四次入榜《财富》全球

500强，位列第 139位，在全球仅次于亚马逊和 Alphabet，位列互联

网企业第三。京东持续十五年保持接近 140%的年均复合增长率。以

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精准的大数据为根基，创新性地在数字科技等领域

大胆探索。2019年，京东集团市场交易额超过 2万亿元。2019年全

年，京东集团净收入达 5769亿元，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达 122

亿元，创历史最高纪录；研发投入达 179亿元，跃升为中国企业中对

技术投入最多的公司之一。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京东共有超过 22万名员工，一年新

增了超过 4万个就业岗位，远远超出了京东集团在 2019年初作出的

新增 1.5万个岗位的承诺，与此同时，京东还带动了周边和生态链上

下游企业超过 1500 万人就业，不断夯实就业“稳定器”的能力，以创

新动能释放充沛活力，为就业创造更广阔、更多元的空间。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京东的第三方平台的签约商家数量已超过 27万。2017



年，京东对零售未来趋势做出终极判断——无界零售，在“场景无限、

货物无边、人企无间”的无界零售图景中，京东将自身大量资源、技

术和服务能力模块化，通过这些积木模块对外服务，以开放、共生、

互生、再生的理念开展产业布局，积极向“零售+零售基础设施服务商”

转型，致力于与合作伙伴一起，在“知人”、“知场”、“知货”的基础上

重新定义成本、效率、体验。未来，京东将从“一体化”走向“一体化的

开放”，全面服务合作伙伴，在无界零售的场景下共同创造新的价值。

目前，京东集团定位于“以供应链为基础的技术与服务企业”，目前业

务已涉及零售、数字科技、物流、技术服务、健康、保险、物流地产、

云计算、AI和海外等领域，其中核心业务为零售、数字科技、物流、

技术服务四大板块。京东集团奉行客户为先 、诚信、 协作、 感恩 、

拼搏 、担当的价值观，目标是成为全球最值得信赖的企业。 

二、试点前电子发票管理情况及痛点 

（一）电子发票的接收 

自电子发票开票工作开始在各省市区推广以来，京东集团员工获

取商家开出的电子发票方式主要有：1、通过商家系统开票并推送至

个人邮箱；2、通过商家系统开票并存入微信卡包；报销时，员工需

要打印电子发票并粘贴在报销单面单上，以便会计人员审核及装订存

档。 

（二）电子发票的审核 

审单会计在审核报销单据时，需要对电子发票做发票查验和防重

校验：1、查验发票时，需要登录相应税务局网站并手动输入关键信



息（发票代码、发票号码、开票日期和校验码后六位）后查验真伪；

2、同时，审单会计还需要将电子发票的发票代码和发票号码录入到

报销系统的电子发票号码库，防止可能的电子发票重复报销问题。 

（三）电子发票管理存在的问题与前期探索 

员工获取商家开出的电子发票步骤繁琐，需要登录不同的商家系

统，开出电子发票并存放到邮箱或微信卡包； 

审单会计在审核报销单据时： 

1、电子发票的验证很不方便，每张发票需要登录税务局网站并

手动输入关键信息后查询验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 

2、电子发票因可以反复打印，存在重复报销的可能，因此需要

建立公司统一的电子发票号码库，同时报销时需要录入每张电子发票

的号码，录入工作量大且易出错； 

针对审单会计遇到的以上问题，已采取如下措施： 

1、采用扫描枪扫码录入电子发票，相比人工录入已大幅降低了

出错率； 

2、采用 OCR技术识别员工上传的发票图片，识别成功后调用第

三方提供的发票查验服务以验证发票的真伪。 

三、试点目标、整体解决方案及试点组织 

(一) 试点目标 

按照试点要求，完成北京京东世纪贸易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

账、归档试点工作，过程符合《企业会计信息化工作规范》有关要求，

最终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 



(二) 整体解决方案 

1. 京东电子发票报销目标流程图 

 

2. 试点方案特点 

（1） 全电子发票报销单：全部是电子发票且已成功上传原版

PDF的报销单，无需打印、贴票、交单； 

（2） 含电子发票报销单：成功上传原版 PDF的电子发票无需

打印，仅提供纸板附件即可； 

（3） 系统自动完成电子发票的验真、防重及其他信息校验，

提升提单及审单效率； 

3. 本次试点新增功能点 

（1） PC端会计核算 oracle系统和移动端OA系统增加电子发

票 PDF上传功能； 

（2） 支持电票的在线 OCR识别与发票验真服务； 



（3） 基于已有的“发票号码库”实现电子发票的防重校验； 

（4） 成功识别及验证的电票及相对应的报销单、记账凭证等

不需要打印，仅以电子形式归档； 

（5） 为电子存档的电子发票开发影像及报销单据查询功能； 

（6） 归档实现记账凭证、报销单、发票三者在系统相关联； 

4. 功能区别点 

序

号 
功能 上线前 上线后 

1 
电子发票

上传 

PC端不支持文件上传；          

移动端可以支持拍照或

电子发票 PDF上传 

PC端、移动端均可实现文

件上传 

2 
电子发票

打印 
必须打印 无须打印 

3 
电子发票

验真 

财务人员手动在税局网

站验真 

上传文件后系统自动验

真 

4 
电子发票

审单 

审单会计需要将线下发

票与线上申请信息进行

核对 

审单会计对于全电票报

销单实现全线上审单 

5 
电子发票

归档 

归档与京东会计核算系

统中 

建立独立京东电子档案

系统，将报销数据全部归

档于档案系统中 

 

(三) 试点组织 

为推动试点工作，京东税务管理部财税创新组牵头，协调京东招

采与成本费用部、企业信息化部、财务核算部门及大象慧云等进行跨



公司、跨部门合作，将试点提前完成。 

四、系统建设及投入 

(一) 报销核算系统建设 

京东集团 2014年 1月 1号正式上线 Oracle EBS会计核算系统，

包括了总账、应收、应付、员工报销、资产、采购、库存等模块。所

有报销核算流程均在 EBS 系统里实现。针对此次电子发票电子化报

销、入账、归档的试点，是在原有 EBS流程基础上进行改造完成。 

(二) 档案系统建设 

针对此次试点新增开发电子档案系统，通过搭建京东集团电子档案系

统，开发具备实用性功能的模块，规范公司电子会计档案和电子发票

全生命周期管理标准，辅助管理实物会计档案，优化财务工作流程，

完善档案管理制度体系，推动报销共享模式落地。 

1. 基本功能概述 

（1） 电子档案管理：对接上游财务系统，实现会计档案电子数

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从接收、归档，到调阅、销毁等，包括但

不限于：电子发票电子文件、记账凭证电子文件、报销单电子

文件、电子版附件、原始凭证影像文件、电子合同等。 

（2） 实物档案管理：辅助实物档案的系统化管理，包括收集、

分册、上架、调阅、借阅、归还、销毁等。 

（3） 基础数据管理：实现输出数据配置管理，包括但不限于仓

库、架位等。 



（4） 权限管理：支持系统管理员、档案管理员、财务人员及普

通用户功能及数据安全控制功能，支持电子档案管理用户的分

组、分类管理，以及按照功能和数据进行授权等功能 

（5） 日志管理：实现日志及其分类管理功能，记录用户访问、

存取和使用电子档案的行为和信息；对电子档案关键业务过程、

档案管理操作行为和系统非授权访问等事项进行审计、跟踪的

功能，记录发现问题。 

2. 技术要求 

（1） 开放性：系统结构应具备开放性，可实现与其他系统的功

能集成、数据共享与交换。 

（2） 安全性：京东集团财务系统及电子档案系统全部在集团内

网链路，归档数据通过内往传送。通过 SSO登录用户进行身份

认证，按用户角色控制菜单及其数据权限控制。 

五、电子发票归集报销、入账 、归档具体做法 

(一) 电子发票归集方案 

电子发票无纸化报销项目实现 PC端及 APP端双向落地—PC端

+移动端均可进行电子发票无纸化报销。 

PC 端通过支持电子发票的文件上传完成电子发票的归集。APP

端电子发票获取方式增加，包括员工自行上传附件、拍照，同时增加

从微信卡包获取发票的形式，将微信卡包电子发票直接拉取报销，通

过形式的不断丰富，提升员工报销的简便性。 



(二) 电子发票报销、入账方案 

京东在员工报销方面分为 PC端提报系统及移动端提报系统，为

推动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工作，分别在当前系统进行改造和优化。 

1. 日常报销（OIE—PC 端） 

（1） 系统路径：EBS ->北京京东世纪贸易_费用报销 -> 费用主页 

（2） 使用 EBS的 OIE模块报销日常费用时，在费用明细页面点击

“发票附件”按钮，进行发票上传，系统自动执行发票查验操作； 

① 查验成功的电子发票系统将显示 标识且无需打印及

交给财务； 

② 查验失败的附件不允许上传 

 



 

（3） 在提交报销单页面可以上传其他附件 

（4） 点击【提交】按钮提交报销单时，如果“已查验的电子发票合

计含税金额 >= 报销金额”，系统将要求提单人确认该报销单

是否属于“全电票报销单” 

2. 日常报销（移动端） 

（1） 系统路径：京东 OA软件 > 费用报销申请 

（2） 使用“我的票夹”，从“微信发票助手”导入电子发票，并可进行

发票查询预览 

 



 

（3） 使用电子发票报销日常费用，可从发票列表中选取需要报销

的发票进行报销 



 

（4） 点击【提交】按钮提交报销单时，如果“已查验的电子发票合

计含税金额 >= 报销金额”，系统将要求提单人确认该报销单

是否属于“全电票报销单” 

  员工费用报销系统已实现与 Oracle EBS核算系统的集成，报销单

审批完成后，自动生成 EBS系统内的 AP发票并创建会计凭证，完

成入账操作。 

(三) 电子发票归档方案 

京东将按照统筹规划、分步实施、需求导向、安全合规的原则，

通过本次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及归档项目的实施逐步建立起电

子档案管理系统。 

京东会计核算系统采用 Oracle系统，归档系统接口的实现，将通



过从业务会计核算系统采集抓取数据实现。形成 PDF+元数据信息包。

接口将对四性进行检测，归档前将待归档的文件及元数据按指定格式

封装成归档数据包，将封装好的归档数据包传输至指定位置，保证不

被篡改，接收归档数据包接收方的反馈消息，对归档成功的电子文件

进行已归档的标记，防止重复归档。接收方向业务系统发送归档存储

位置及成功或失败消息。 

 

EBS系统将费用报销相关的电子数据、电子发票、电子附件以及

相关结构化数据等，推送至档案接收中间表，系统定时将中间表数据

同步至档案系统，费用报销相关的电子数据、电子发票、电子附件、

记账凭证以及结构化数据等，由 EBS 系统推送至中间表，电子档案

系统定时由 EBS 中间表抽取到电子档案系统，并将报销单、日记账

结构化信息，按照相应格式生成 PDF文件，存储到京东云指定位置。

报销单号相对应发票及审批流等信息在档案系统进行展示。 

京东电子发票数据备份、归档与存储解决方案由京东云提供，可

满足电子发票的完整性、可用性、安全性要求（30年不丢失、不泄漏、

随时可调取）：京东将建立单独档案管理存储服务器空间。 



1. 数据完整性：数据上传后服务端确保文件完整，数据可靠性

99.999999999%； 

2. 保存时长：30年，存储类型不变动； 

3. 可用性：单数据中心时标准存储可用性 99.9%，可使用跨区域

复制，利用双数据中心进一步提高可用性及可靠性； 

4. 安全性：全链路支持 https 传输，支持各类操作通过签名验证

访问，控制台登录支持多因子验证（MFA），底层数据支持基于AES256

的加密，硬件报废时有数据安全销毁流程； 

5. 异地灾备：可使用跨区域复制，支持异地双数据中心，保持数

据的安全性。 

六、取得的效益 

(一) 减轻企业发票管理负担 

电子发票无纸化报销项目解决了将电子发票管理成本从开票方

转嫁到受票方的问题，减轻了企业发票管理负担。 

(二) 提升员工报销人效 

上线以来，京东共处理电子发票张数 70128张，员工使用上传模

式报销的共 35064张，大幅提升员工报销人效。 

(三) 电子文件无须打印 

不仅电子发票无须打印，相关纸质记账凭证也全部可以省去打印

环节，电子记账凭证计入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可随时查阅。 

(四) 提高员工使用体验 

实现电子发票线上管理，员工无需打印贴票，对于仅涉及到电子



发票的报销，员工可省去打印贴票、交单的环节，简化提报流程。提

升员工报销用户体验 

(五) 提升审单人效，保障发票合规 

系统自动进行电子发票的去重检查、发票验真以及信息校验，无

须人工针对电子发票一单一单进行手动查验，提高审单人效，保障发

票合规化。 

(六) 完善归档处理 

从依赖于会计核算系统进行存储和查阅，转变成有单独会计档案

系统，并且将相关数据定期转移到档案系统，档案管理员只需要依赖

档案系统即可完成相关档案工作 

七、功能应用 

疫情期间，京东充分利用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试点

项目成果。员工居家远程办公期间，可通过 VPN 系统访问京东财务

系统，实现远程登录系统报销，或直接通过移动端上传电子发票、电

子附件有效解决员工发票交单问题，通过系统审阅电子文件形式解决

审单会计审批问题，通过电子档案系统解决电子文件归档问题。电子

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不仅解决了员工远程报销问题，也极大

减少了聚集性感染可能。对于推行电子化方面，京东从 2013 年开具

第一张电子发票开始一直在努力推动和实践电子化行为，从电子发票

开具到电子化报销，以及电子文件档案归档，京东将打通发票的全流

程闭环电子化，发挥电子化在发票流程中的重要作用。 



八、下一步计划 

(一) 全面推广电子发票电子化报销、入账、归档 

将北京京东世纪贸易推行下的方案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 ，推

行到公司其他主体去试行，努力推动达成京东各主体下的全面覆盖。 

(二) 对外赋能 

通过项目落地，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经验和做法，为京东第三

方商家及外部商家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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