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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境）差旅费 

及其他外汇业务报销服务指南 

为方便师生办理因公出国（境）差旅费及其他外汇业务报销，

我处根据财政部、教育部及我校相关文件规定，制定本服务指南。 

第一章 因公出国（境）差旅费及外汇业务报销附件导引 

一、借款
1
 

⒈ 因公出国（境）人民币借款 

⑴-A
2
出国（境）预算表（行前） 

⑵-B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签证（注）页） 

⑶-G借款单 

⒉因公出国（境）外汇借款  

⑴-A出国（境）预算表（行前） 

⑵-C出国（境）任务批件原件 

⑶-B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签证（注）页） 

⑷-E南开大学使用外汇申请表（线上） 

⑸-G借款单 

⒊其他外汇借款 

⑴-D付款通知（含汇款银行帐号信息） 

⑵-F南开大学使用外汇申请表（线下） 

⑶-G借款单  

                                                        
1:外汇借款办理流程见附件 1：外汇借款、外籍专家劳务费外汇汇款流程图。 
2 英文字母为第二章外汇业务报销附件的编码，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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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
3
 

⒈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无外汇借款） 

⑴-H出国（境）预算表 

⑵-C出国（境）任务批件原件 

⑶-B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签证（注）页、出入境记录） 

⑷-I报销票据〔因公出国（境）差旅费〕 

⑸-L国际差旅费报销单 

⒉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有外汇借款）附件 

⑴-H出国（境）预算表 

⑵-B护照复印件（个人信息页、签证（注）页、出入境记录） 

⑶-I报销票据〔因公出国（境）差旅费〕 

⑷-J办理外汇借款时中国银行返还的单据 

⑸-K出国（境）费用开支决算表 

⑹-L国际差旅费报销单 

三、其他外汇业务报销 

⒈邀请外国专家来华机票报销 

⑴-M外国专家来华机票 

⑵-N邀请专家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⑶-O邀请函 

⑷-V日常报销单 

                                                        
3 办理流程见附件 2：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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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外籍专家劳务费外汇汇款 

⑴-P劳务合同复印件 

⑵-Q增值税代扣代缴报告复印件 

⑶-R南开大学劳务费领取表（税单） 

⑷-S外籍专家护照（个人信息页）复印件 

⑸-F南开大学使用外汇申请表（线下） 

需准备⑴—⑸复印件，办理外汇汇款时银行留存。 

  ⒊其余外汇业务报销 

⑴-T票据（其余外汇业务） 

⑵-U支付记录 

⑶-V日常报销单 

第二章 因公出国（境）及其他外汇业务报销附件说明 

一、借款附件说明 

因公出国（境）差旅费借款须在出国（境）预算表（行前）

范围内，包括出国（境）机票、伙食费等，借款人可选择人民币

借款或外汇借款。借款冲账时间按我校暂付款管理规定，回国一

个月以内办理冲款报销手续。 

A 出国（境）预算表（行前） 

因公出国（境）人员行前登录“出国（境）服务系统—因公

出国（境）申请”模块
4
，申报出国（境）预算，最终经国际学

                                                        
4 登录方法：南开大学主页—“信息门户”—“在线南开服务大厅”—“出国出境” 



4 

 

术交流处审批通过后，形成 “出国（境）预算表（行前）”，打

印后作为财务附件。 

B 护照 

护照，是指因公出国（境）人员按照规定，因公出国（境）

时使用的证照。包括公务普通护照、大陆居民往来台湾通行证、

因公赴港澳通行证等。 

C 出国（境）任务批件 

⑴教职工因公临时出国（境） 

教职工行前登陆“出国（境）服务系统—因公出国（境）申

请”模块，提交出访任务申请，经相关人员、部门审批同意后，

由相关上级机关或国际学术交流处线下出具的纸质任务批件、任

务确认书。 

⑵学生因公出国（境）、教职工因公中长期出国（境） 

因公出国（境）人员行前登录“出国（境）服务系统—因公

出国（境）申请”模块，提交出访任务申请，最终经国际学术交

流处审批通过后，在线打印 “因公出国（境）申请表”，作为财

务附件。 

D 付款通知（含汇款银行账号信息） 

指由境外单位出具的，有具体汇款事由、外汇币种、外汇金

额及其银行账号信息的凭据，比如 Invoice。 

E 南开大学使用外汇申请表（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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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公出国（境）人员行前登录 “出国（境）服务系统—因

公出国（境）申请”模块，申报出访任务时一并申报，最终经国

际学术交流处审批通过后，在线形成 “南开大学使用外汇申请

书”，打印后作为财务附件。 

  F 南开大学使用外汇申请表（线下） 

经办人登录国际学术交流处网站，下载“南开大学使用外汇

申请表”，线下填报、签章后作为财务附件。 

G 借款单 

借款人登陆财务处网站—“财务信息平台”— “网上报销 E

系统”—“借款”模块填报，打印按规定签章后作为财务附件。 

填制借款单注意事项： 

⑴选择是否差旅费借款。 

因公出国（境）差旅费借款，选择“借款—差旅费”项； 

其他外汇业务借款，选择“借款—非差旅费”项。 

⑵填写借款币种及金额。 

①因公出国（境）人民币借款 

借款人根据出国（境）预算表（行前），按照借款当日

“中国银行外汇牌价表—中行折算价”
5
汇率将外汇折算为人民

币，填在“差旅借款金额”栏。 

②因公出国（境）外汇借款 

                                                        
5 查询办法：登录财务处网站—“外汇牌价查询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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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人将所借外汇币种填在“借款事由”栏，将外汇金

额填在“差旅借款金额”栏。 

③其他外汇业务借款 

借款人将所借外汇币种填在“借款事由”栏，将外汇金

额填在“借款金额”栏。 

⑶国际机票借款须采用网银对公方式转账给航空公司或其

他订票机构。 

二、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附件说明 

H 出国（境）预算表 

因公出国（境）人员登录“出国（境）服务系统—因公出国

（境）回国总结”模块，所填申报经国际学术交流处在线审批后，

形成“出国（境）预算表”，打印后作为财务附件。 

I 报销票据〔因公出国（境）差旅费〕 

⑴因公临时出国（境）票据要求 

因公出国（境）人员因公临时出国（境），可报销国际旅费、

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公杂费、其他费用等。伙

食费、公杂费按天包干使用，不需发票；其余费用凭原始票据报

销。 

⑵因公中长期出国（境）票据要求 

因公出国（境）人员因公中长期出国（境），可报销国际旅

费、在外生活学习补贴、其他费用等。在外生活学习补贴按月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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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使用，不需发票；其余费用凭原始票据报销。 

在外生活学习补贴包括伙食费、住宿费、注册费、板凳费

（bench fee）、交通费、电话费、书籍资料费、医疗保险费、交

际费、一次性安置费、签证延长费、零用费、手续费和学术活动

补助费等。 

⑶我校伯苓班学生因公出国（境）按照《南开大学“基础学

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境外交流资助办法》〔南发字（2015）

17 号〕执行。 

伯苓学院选派学生境外学习交流资助项目及标准 

 

 

 

 

 

 

 

 

 

⑷其他注意事项 

①因公出国（境）人员需在回国后一个月内一次性报销因

公出国（境）差旅费，各种境外发票须用中文在右下空白部位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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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开支内容、日期、数量、发票载明的币种及金额、实际清算币

种及金额、并由经办人签字。 

机票需注明舱位等级，外文机票还需用中文注明行程、外

汇币种、外汇金额，并由经办人签字。 

②境内机构出具的单张票据（连号发票视为一张）人民币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境外机构出具的票据折算为人民币

1000 元以上（含 1000 元），不得使用现金支付，报销时需提供

支付记录，如用公务卡结算，无需提供支付记录。支付记录指刷

卡小条、银行对账单等。 

③参加国际会议如对方组织单位指定酒店，超出住宿费标

准的，凭会议通知依次报经学校外事部门和财务部门审批通过后

可据实报销。 

J 办理外汇借款中国银行返还的单据 

包括“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购汇申请书（客户回单联）”、“银

行特种转账贷方传票”。如有境外汇款，还需提供“境外汇款申

请书（申报主体留存联）”、境外汇款手续费单。以上单据报销时

作为财务附件。 

K 出国（境）费用开支决算表 

经办人需登录国际学术交流处下载，填报后作为财务附件。

如涉及退汇，决算表需要加盖学校公章。 

L 国际差旅费报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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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办人通过登录财务处网站—“网上报销 E系统—国际差旅

费报销”模块填报，打印按规定签章后作为财务附件。 

填制报销单注意事项： 

⑴境外票据币种、金额按清算币种及金额填报。 

⑵教工因公中长期出国（境）生活学习补贴（按月发放）及

伯苓班学生境外生活补助在“国际差旅费报销—伙食费”栏填报。 

⑶核销因公出国（境）差旅费借汇填报方法 

①借汇部分费用汇率按照“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购汇申请

书（客户回单联）”上的汇率填写。  

②将中国银行出具的“特种转账贷方传票”金额手工填入

【备注】栏 

三、其他外汇业务报销附件说明 

⒈邀请外国专家来华机票报销 

M 外国专家来华机票 

机场打印的收据原件（Passenger Receipt / Itinerary 

Receipt）；机票代售处开具的附有电子行程单的发票原件

（Invoice）； 

机票须用中文在右下空白部位注明舱位等级、行程、币种

及金额，并由经办人签字。 

N 邀请专家护照（个人信息页） 

  护照指外国专家来我校交流访问，出入我国国境所持的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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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 

O 邀请函 

  邀请外国专家的函件，打印作为财务附件。 

⒉外籍专家劳务费外汇汇款 

P 劳务合同 

  我方与外籍专家签订的劳务合同。 

Q 增值税代扣代缴报告 

  在税务局办理外籍专家劳务费税务申报后，税务局出具的

文件。 

R 南开大学劳务费领取表（税单） 

  经办人在南开大学财务处报销外籍专家劳务费，代扣代缴

所得税后，在财务系统形成，打印作为财务附件。 

S 外籍专家护照（个人信息页） 

  外籍专家来我校交流访问，出入我国国境所持的证照。 

办理外汇汇款时附个人信息页。 

⒊其余外汇业务报销 

T 票据（其余外汇业务） 

指境外单位出具票据。境外票据须用中文在右下空白部位

注明开支内容、日期、数量、发票载明的币种及金额、实际清算

币种及金额，并由经办人签字。 

U 支付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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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刷卡小条、银行对账单等。 

      如有外汇借款，需附借汇时中国银行返回的单据，包括“非

贸易非经营性用汇购汇申请书（客户回单联）”、“银行特种转账

贷方传票”、“境外汇款申请书（申报主体留存联）”、境外汇款手

续费单。 

V 日常报销单 

经办人通过登录财务处网站—“网上报销 E 系统—日常报

销”模块，根据用途选择相应栏目填报，打印按规定签章后作为

财务附件。 

四、其他 

⒈汇率说明 

如有国际差旅费外汇借款，则借外汇部分费用按照外汇借款

时中国银行确认的汇率折算人民币；如存在经办人提前购汇还款

或其他外币对应人民币付款金额凭据，按实际支付人民币金额对

应的汇率折算，报销时附相关凭据；其余情况按照 E系统汇率（定

期更新）折算人民币。 

⒉因公出国（境）差旅费及其他外汇业务办理地点及报销方式

说明 

受客观条件限制，目前涉及外汇借款、核销、退汇的业务仅

在八里台校区财务处外汇窗口（服务楼 106或报账大厅 5号窗口）

现场办理；其余业务到两校区财务处报账大厅投递报销，津南校



12 

 

区投递点为报账大厅 3号窗口，八里台校区投递点为报账大厅 5

号窗口。投递流程详见附件 3。 

五、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政策汇总 

⒈南发字（2018）54 号：南开大学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暂

行办法 

⒉财行（2013）516 号：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因公临时

出国经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⒊南发字（2015）17 号：南开大学“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

试验计划”境外交流资助办法 

⒋南发字（2016）10号：南开大学因公临时出国（境）管理

暂行办法                 

⒌教外厅（2015）1 号：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因公临

时出国（境）管理的通知 

⒍财科教（2019）6 号：财政部 教育部关于调整国家公派留

学人员奖学金和艰苦地区补贴标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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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外汇借款、外籍专家劳务费外汇汇款流程图 

 

中国银行白堤路馨名园支行购汇所需材料： 

⑴ 非贸易非经营性用汇购汇申请书（一式三联）， 

⑵ 中国银行支票                                        

⑶ 因公出国（境）：出国（境）预算表（行前）复印件∕汇款：付款通知（含汇款银行账号信息） 

 

八里台校区外汇窗口：服务楼 106、报账大厅 5号窗口 

 

 

 

 

 

财务处（八里台校区） 

⒈外汇窗口：现场办理、领取非贸易非经营性使用外汇申请书等 

⒉报账大厅：现场办理、领取中国银行支票 

到中国银行馨名园支行（白堤路）：办理购汇手续 

因公出国（境）外汇借款附件 

其他外汇借款附件 

外籍专家劳务费外汇汇款附件 

根据用汇类别点选附件链接准备材料 

 

保存银行返还单据报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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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流程图 

持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有外汇借款）附件 

及退汇时银行返回的单据 

财务处外汇窗口(八里台校区) 

现场办理 

有退汇 

财务处外汇窗口（八里台校区） 

现场办理 

无外汇借款：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无外汇借款）附件

有外汇借款：因公出国（境）差旅费报销（有外汇借款）附件 

根据类别点选附件链接准备材料 

 

中国银行馨名园支行（白堤路） 

办理退汇手续 

无外汇借款 

财务处报账大厅（两校区均可）

投递报销 

有外汇借款 

外汇窗口（八里台校区） 

领取退汇业务申请书 

 

报账大厅（八里台校区） 

投递报销 

报账大厅（八里台校区） 

投递报销 

无退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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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外汇业务投递流程图 

          

 

 

 

 

 

津南： 

报账大厅 3 号窗口 

八里台： 

报账大厅 5 号窗口 

合格 
不合格 

发送短信通知报销人取回问题票据 

至两校区报账大厅打 

印一式两份投递凭条 

外汇审核 

登记账目 

网银支付 

一份签字后与报销凭

证一起装入投递袋中，

一份自留备查 

报销人整理 

报销票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