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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票报销须知

1.发票有什么要求？

①发票信息

名 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纳税人识别号：51100000500000920C

地 址、电 话：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35 号世宁大厦二层

01082289719

开户行及账号：中国工商银行北京长安支行

0200003309088104357

注：增值税普通发票只需填写名称、纳税人识别号。

②发票要素：开票日期、商品内容（须与合同、附件等内容

一致）、数量、单价、金额大小等应填写清楚；

③发票报销应提供“发票联”、“抵扣联”（增值税专用发

票需提供）；

④发票背面空白处：由经办人签字；

⑤报销时效：当年的票据在当年报销，12 月开具的票据最迟

在次年 3 月 31 日前报销；

⑥发票不得涂改。

2.发票如何粘贴？

车票、出租票等较小的发票须粘贴于粘贴单上。粘贴火车票、

船票等请勿遮挡姓名、日期、金额等重要信息。

3.票据丢失怎么办？

若原始票据丢失，可到对方单位索取原始凭证存根联或记账

联的复印件，加盖对方单位的财务印章（“财务专用章”或“发

票专用章”）后，可视同原始票据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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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销是开增值税普通发票还是增值税专用发票?

金额较大的支出尽可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5.连号发票可以报销吗？哪些情况下，连号发票可以报销？

一般情况下连号发票不能报销。当开票金额超过单张发票限

额时，可以开具连号发票并报销；定额连号发票可以报销。

6.电子发票能报销吗？怎么报销？

电子发票可以报销。报销时需要将电子发票打印出来作为报

销凭证并由报销人在后面签字，报销人为重复报销产生的后果负

责。

7.发票含“充值”、“预付款”字样能报销吗？

不能。带有预付款性质的充值类发票不可以报销，如移动通

讯费充值、交通充值等。

8.哪些票据报销时不予受理？

①未有财政部门或税务部门监制章的；

②票据使用范围与内容不符的；

③内容不完整（如无数量、单价、金额和经济业务内容的）；

④未加盖收款单位财务印章的；

⑤挖补、涂改，大小写金额不符的；

⑥出租车连号发票；

⑦假发票等其它不符合财务报销规定的。

二、费用报销的内容和流程

1.费用报销包含内容有哪些？

费用报销主要包含：办公费、印刷费、出版费、邮电费、会

议费、差旅费、市内交通费、维修费、租赁费、培训费、委托业

务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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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费用报销如何选择报销单据？

费用报销除差旅费、会议费、市内交通费外，其他均填写日

常费用报销单。

3.费用报销流程是什么？

秘书处：登陆用友 U8 大众版系统--录入生成报销单--审批流

结束后送至财务部门--财务审批并支付款项。

分支机构：登陆用友 U8 大众版系统--录入生成报销单--邮寄

至联络与宣传部--审批流结束后送至财务部门--财务审批并支付

款项。

4.资金支出有什么要求？

单笔金额大于 1000 元必须使用对公转账、公务卡、银行卡支

付。在公务卡结算目录中的报销事项，秘书处工作人员必须使用

公务卡或对公支付。

5.费用报销中哪些费用不能报销？

带处罚性质的费用不予报销，如罚款等。

三、差旅费报销

1.差旅费报销需要哪些手续？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差旅费管理办法》(高秘〔2020〕18

号），差旅费报销需要提供：①差旅费报销单；②火车票、机票

行程单；③住宿发票及酒店明细单；④银行卡支付卡联；⑤出差

审批表（详见附件二）；⑥会议(培训)通知；⑦其他说明。如果

酒店不提供明细清单，请在开立住宿费发票时注明住宿天数、人

数（或房间数）、单价等基本信息。

2.差旅费报销如何审批？

出差人原则上应提前 5 个工作日提交出差审批表，领导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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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出差按照部管干部有关程序报批；名誉会长、会长及驻会副

会长差旅费报销事项由秘书长审定；其余工作人员出差须经业务

分管领导审批，方可报销差旅费。

3.出差人员按等级可以乘坐哪些交通工具？

按出差人相应职级可乘坐席别（相同列次交通工具）标准范

围内进行报销，超标部分自理；见下表：

部级、院士、二级

职员及相当职务、

职称人员

司局级、正高职、正教授、

三、四级职员、岗位工资

在五级（含五级）以上的

高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

员及相当职务职称人员

其他人员

火车软席(软座、

软卧)、高铁/动车

商务座、全列软席

列车一等软座、轮

船一等舱、飞机头

等舱

火车软席(软座、软卧)、

高铁/动车一等座、全列软

席列车一等软座、轮船二

等舱、飞机经济舱

火 车 硬 席 (硬

座、硬卧)、高

铁 /动 车 二 等

座、全列软席列

车二等软座、轮

船三等舱、飞机

经济舱

4.出差人员乘坐交通工具超标如何报销？

按出差人员相应职级可乘坐席别进行报销，超标部分自理；

部级人员因工作需要，随行一人可乘坐同等交通工具。

5.出差住宿费如何报销？

出差人应按相应级别相应地区住宿费标准据实报销，超出部

分自理。但如会议统一安排住宿地点并注明费用自理的，凭会议

通知可据实报销。国内差旅住宿费标准见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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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取得住宿费发票如何报销？

对方承担住宿
不收取住宿费/不能取得住宿费

发票

凭对方负担住宿费的有效

证明→据实报销城市间交通费

+按规定发放伙食补助费+按规

定发放市内交通费。

凭报销人提供住宿情况说

明+有关凭据→据实报销城市间

交通费+按规定发放伙食补助费

+按规定发放市内交通费。

实际发生住宿费无住宿费发票的，原则上不得报销城市间交

通费、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但以下情况允以报销：

7.出差返程在 15：00 以后如何报销住宿费？

工作人员出差返程时间在下午 15：00 以后的出差行程，因工

作需要在 12：00 以后办理退房手续，当天最多可增加报销半天住

宿费。

8.出差交通补助标准？

市内交通费按出差自然天数包干，标准为 80 元／人/天。由

接待单位承担市内交通费用的报销时必须注明，出差人不再领取

市内交通补助，或按《教育部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差旅费管理实施

细则》相关规定，领取市内交通补助的出差人员需向接待单位交

纳相关费用，对于应交未交相关费用而引起的责任，由出差人员

自行承担。

9.出差伙食补助标准？

（包干使用，一般地区 100 元/人/天，西藏、青海、新疆 120 元

/人/天）

出差

人员
参加会议或培训人员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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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 干 使

用，不需

出 具 伙

食凭据。

①对方承担伙食费：发放在途伙食

补助；

②对方不承担伙食费：凭有效证明，

按出差自然天数发放伙食补助。

③学会举办的会议只发放在途期间

的伙食补助费。

按出差目的地

的标准发放，

在途期间按当

天最后到达目

的 地 标 准 发

放。

10.什么人员可以领取差旅补助？

只有在学会（分支机构）担任职务并备案的人员可以领取差

旅补助。

11.出差单程车票（机票）缺失如何报销？

火车票丢失，不得报销；不发放当日在途伙食及交通补贴，

但可凭借火车票订单及支付记录等相关材料，领取出差期间的差

旅补贴。

机票丢失，需提供订票公司发票（注明乘机人、乘坐日期、

航班号、航班行程）、乘机登机牌等相关材料，据实报销。

12.邀请外单位人员出差如何报销？

各部门和项目邀请外单位专家开会、培训指导、项目合作研

究、调研等，可按规定报销受邀人员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咨

询费或劳务费，但不得同时发放伙食补助及市内交通补助。

13.邀请外专家参与开会、调研或者开展其他工作，如何确定

其级别？

邀请的外单位专家级别，应由经办人在差旅费报销单中准确

填写，并提供相应职务职称证明，报销标准参照附件一。

14.乘坐飞机返程时间跨过零点的如何领取补贴？

乘坐飞机返程跨过零点的，依据航空公司出具的行程查询单

可增加一天在途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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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自驾车或租车出差如何报销？

对于在偏远、边境地区开展考察、调研等工作，受地理环境

和当地条件限制，必须要自驾车或者租车前往的，应提前报请秘

书长审批，经审批同意后，租车费可以据实报销，发生的汽油费

和过路过桥费凭据报销，原则上控制在城市间交通费最低标准内。

出于安全因素考虑，不推荐自驾车出行，由于自驾车或者租车所

引起的安全问题，由出差人个人承担。自驾车或者租车出差，不

发放市内交通费。

出差人应当从资质合格、运营规范的汽车租赁公司租车，报

销租车费时提供租车发票，采用对公转账或银行卡支付。

16.到北京远郊区县出差如何报销？

根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秘书处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高秘

〔2020〕18 号）的规定，工作人员到北京市远郊区县参加会议、

培训的，不报销住宿费，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到远

郊区县开展其他公务活动且实际发生住宿、伙食、交通等费用的

据实报销，统一安排伙食、交通工具的，不再发放伙食补助费和

市内交通费。北京市远郊区县是指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

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

17.出差如何购买政采机票（公务机票）？如何报销？

按照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

关事项的通知》（财库〔2014〕33 号）的规定，执行机票政府采

购。根据财政部《中国民用航空局关于加强公务机票购买管理有

关事项的补充通知》（财库〔2014〕180 号）的规定，出差人可以

购买市场上公务机票销售渠道外低于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国内航

空公司航班机票，购票时应当保留从各航空公司官方网站或者政

府采购机票管理网站下载的出行日期机票市场价格截图等证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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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于购票时点政府采购优惠票价的材料。

18.出差任务结束后，探亲休假的如何报销？

经分管业务领导批准，出差公务结束后探亲休假的，返程票

按探亲假所规定的相应交通工具但不高于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

的票价予以报销，超出部分由个人自理；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

费按从出差目的地返回单位的天数（扣除回家省亲办事的天数）

和规定标准予以报销。在探亲休假期间，受领导临时指派参加公

务出差的，按实际公务行程凭票报销。报销时应提交部门负责人、

分管业务领导签字的情况说明。

19.出差交通意外保险费有什么规定？

乘坐飞机、火车、轮船、客车等交通工具的，每人次可以购

买交通意外保险一份。单位统一购买交通意外险的，不再重复购

买。

20.出差可以借款吗？

一般公务出差原则上不予借款，出差人在出差过程中，应使

用公务卡、银行转账等方式结算各种费用。

21.出差期间发生的费用可以补报吗？

出差期间所发生的费用应与差旅费合并提交，一次性报销完

毕，原则上不得再次补报。

22.报销差旅费有哪些其他注意事项？

①粘贴票据：建议将同一出差人的城市间交通费票据按照往

返顺序粘贴在一起。

②多人出差，同一行程但往返时间不同，但使用同一指标的

建议填写同一张《差旅费报销单》。

③自驾、租车、车票（机票）丢失、无住宿费发票等其他特

殊事项另附说明并由分管领导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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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差旅补助发放至出差人银行卡，不得代领。

四、会议费报销

1.会议的类别主要有哪些？

包括学术会议、研讨会、评审会、座谈会、项目启动会、项

目中期检查会、项目验收会及其他工作会议等。

2.举办会议各项开支的标准是什么？

标准见下表：（单位：元／人天）

住宿费 伙食费 其他费用 合计

340 130 80 550

注：①综合定额里的其他费用包括会议场地租金、交通费、

文件印刷费、医药费、办公文具费等。

②不安排住宿的会议费，住宿费不能调剂使用；不安排就餐

的会议，伙食费不能调剂使用。

3.会议邀请专家的费用如何发放？

根据需要向邀请参会专家发放的咨询费、评审费、讲课（演

讲、报告）费、勤工俭学、临时聘用会务工作人员劳务费等按有

关规定执行，不得在会议费中列支，但报销时随会议费一并办理。

4.会议邀请专家的城市间交通费如何报销？

确因工作需要邀请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参加会议所发生的

城市间交通费，可以在差旅费中报销，不得在会议费中列支，但

报销时随会议费一并办理。

5.在京会议可否安排京内人士住宿？

原则上不安排住宿。远郊区（门头沟区、房山区、通州区、

顺义区、昌平区、大兴区、怀柔区、平谷区、密云县、延庆县）

举办会议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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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会议费报销需要哪些材料？

①发票；

②费用明细；

③加盖举办或承办单位公章的会议通知（含会议议程）；

④实际参会人员签到表；

⑤会议预决算表。

7.会议费其他注意事项？

①严禁在会议费中列支公务接待费。

②严禁提供高档菜肴、高档烟酒。

③会议会场一律不得摆放鲜花、提供点心水果。

五、公务接待费（内宾、外宾）报销

1.公务接待（内宾、外宾）报销需要提供什么凭证？

①一函两单：派出单位公函，公务接待审批单和公务接待清

单（详见附件三）；

②符合规定可以开支的费用原始单据。

2.填报公务接待（内宾）审批单和公务接待清单应注意什么？

公务接待单位须在公务接待前填写审批单，原则上接待工作

结束后 3 个工作日内如实填报接待清单，公务接待清单包括接待

对象的单位、姓名、职务和公务活动项目、时间、场所、费用以

及接待陪同人员情况等内容。公务接待审批单和公务接待清单都

需要分管业务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签字。

3.公务接待（内宾）的标准是什么？

工作餐标准为 50 元/人；上级领导、重大项目评审专家和外

事活动等工作餐，标准控制在 70 元/人以内；极个别特别重大活

动的工作餐标准，经秘书长办公会研究决定，每人可 100 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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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务接待对陪餐人员有何要求？

接待对象在 15 人以内的，陪餐人数 1-3 人；超过 15 人的，

可 4 人陪同。陪餐人数应尽量减少，在规定的人数内要按照实事

求是、合情合理原则安排陪餐人数。

5.是否可安排住宿？

接待对象住宿费回本单位报销，学会不安排住宿接待。

6.公务接待（内宾）中应注意什么？

按中办国办发《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中办发

［2013]22 号）文件要求：接待用餐应当以家常菜为主，不得提供

鱼翅、燕窝等高档菜肴和用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不得提供

香烟和高档酒水；严格执行接待标准，不在会场搭设背景板，不

摆放鲜花。不组织旅游和与公务无关的参观，不组织到营业性娱

乐、健身场所活动；不以任何名义赠送礼金、有价证券、纪念品

和土特产品等；严禁公款报销或者支付应由个人负担的费用。不

将休假、探亲、旅游等活动纳入公务接待范围；严禁在接待费用

中列支应当由接待对象承担的差旅、会议、培训等费用；严禁借

公务接待名义列支其他支出。

7.公务接待（外宾）应注意什么？

邀请外宾来访应当根据《中央和国家机关外宾接待经费管理

办法》（财行〔2013〕533 号）文件规定，严格执行计划审批。未

经秘书处批准或授权，不得对外发出正式邀请或作出承诺。接待

计划应当明确外宾团组中由我方招待的人数、天数，费用开支范

围以及资金来源、列支渠道、预算等。计划编制必须严格控制在

年度外宾接待费预算内，不得突破。

8.公务接待（外宾）费的开支范围？

外宾接待经费开支范围主要包括：住宿费、日常伙食补、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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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费、交通费、赠礼等。

9.公务接待（外宾）中不能列支的内容有哪些？

外宾在华期间的医药、邮电通讯、洗衣、理发等费用，均由

外宾自理。

10.公务接待（外宾）住宿费的标准是什么？

副部长级及以上人员率领的外宾代表团，可安排在五星级、

四星级宾馆；司局级及以下人员率领的代表团以及其他一般外宾

代表团，安排的宾馆最高不超过四星级。

外宾住房标准：副部长级及以上人员可安排套间，其他人员

安排标准间。

11.公务接待（外宾）日常伙食费的开支标准是什么？

外宾日常伙食费（含酒水、饮料）标准：国家元首、政府首

脑级每人每天 600 元；副总统、副总理和正、副议长级每人每天

550 元；正副部长级每人每天 500 元；其他人员每人每天 300 元。

12.公务接待（外宾）宴请费的标准是什么？

外宾宴请费（含酒水、饮料）标准：正副部长级别人员出面

举办的宴会，每人每次 400 元，司局级及以下人员出面举办的宴

会，每人每次 300 元。冷餐会、酒会、茶会分别为每人每次 150

元、100 元、60 元。

13.外宾在华期间公务接待宴请次数有何规定？

外宾在华期间，宴请不得超过 2 次，包括外宾根据行程去其

他单位，由其他单位或有关单位联合安排的 1 次宴请。

14.公务接待（外宾）宴请时中方陪同人数有何规定？

参与宴请的中方陪同人数：外宾 5 人（含）以内的，中外人

数原则上在 1: 1 以内安排；外宾超过 5 人的，超过部分中外人数

原则上在 1: 2 以内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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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公务接待（外宾）来华国内旅费的开支标准是什么？

外宾根据行程赴地方访问时，应当按级别乘坐相应等级标准

交通工具。确因工作需要并经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批准，

外方主宾的重要随行人员可随主宾乘坐相应舱位，原则上按随行

不超过 1 人来安排。

副部级及以上外宾 其他人员

飞机头等舱、轮船一等舱和火

车软席（含高铁／动车商务座、

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火车高

级软卧）

飞机经济舱、轮船二等舱和火

车软席（含高铁／动车一等座、

全列软席列车一等座、火车软

卧）

16.公务接待（外宾）是否可租用车辆？

外宾用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安排，除少数重要外宾乘坐小轿

车外，其他外宾可视人数多少安排小轿车、中巴士或大巴士。在

符合礼宾要求的前提下，外宾出行应当集中乘车，减少随行车辆。

接待外宾确需租用车辆的，单位应当与资质合格、运营规范的汽

车租赁公司签订租赁合同。

17.外宾途中伙食费按什么标准执行？

外宾途中伙食费按日常伙食费标准执行。

18.公务接待（外宾）对外赠礼的开支原则是什么？

对外赠礼应当节约从简，实物礼品应当尽量选择具有中国特

色的纪念品、传统手工艺品和实用物品，朴素大方，不求奢华。

赠礼对象仅为外方团长夫妇，必要时可包括主要陪同人员，原则

上由接待单位赠礼 1 次，其他单位不得重复赠礼。如外方赠礼，

可按对等原则回礼。

19.公务接待（外宾）对外赠礼的开支标准是什么？

对外赠礼以赠礼方或受礼方级别较高一方的级别确定赠礼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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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赠礼方或受礼方为正、副部长级人员的，每人次礼品不得超

过 400 元；赠礼方或受礼方为司局级人员的，每人次礼品不得超

过 200 元；其他人员可以视情况赠送小纪念品。

对访问我国的著名友好人士、社会名流、专家学者，确有必要

赠礼的，按照正、副部长级人员标准执行。

20.公务接待（外宾）赴外地，中方陪同人员的旅费报销标准

是什么？

陪同外宾赴地方访问期间，陪同人员的伙食费、住宿费、交

通费等开支标准按照《中央和国家机关国内差旅费管理办法》的

有关规定执行，并由所在单位分别负担。确需与外宾同餐、同住、

同行的，经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批准，可按对应的外宾

接待标准实报实销。

21.公务接待（内宾、外宾）期间的费用使用何种方式结算？

接待费资金支付一律使用银行对公转账、公务卡方式结算，不

得以现金方式支付。

六、因公出国（境）费用报销

1.因公出国（境）可以报销哪些费用？

可以报销国际旅费、国外城际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

公杂费和其他费用。其他费用主要指出国签证费、必须的保险费

用、防疫费用、国际会议注册费用等。

2.因公出国（境）购买机票及支付方式如何规定？

①选择经济合理的路线。出国人员应当优先选择中国民航航

班，因航班衔接、无政府采购机票等原因确需选择非国内航空公

司航线的，应填写《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

表》（详见附件四），出访前报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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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不得以任何理由绕道旅行，或以过境名义变相增加出访国家

和时间。

②按照经济适用的原则，通过政府采购等方式，选择优惠票

价，并尽可能购买往返机票。

③机票款一律使用银行对公转账、公务卡方式结算，不得以现

金方式支付。

3.出国（境）人员乘坐交通工具的标准是什么？

类别 职级 飞机 火车 轮船

一类 省部级人员 头等舱
高级软卧或全列软席

列车的商务座
一等舱

二类 司局级人员 公务舱
软卧或全列软席列车

的一等座
二等舱

三类 其他人员 经济舱
硬卧或全列软席列车

的二等座
三等舱

注：①所乘交通工具未设置上述规定中本级别人员可乘坐舱

位等级的，应乘坐低一等级舱位。

②未按规定等级乘坐交通工具的，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所

乘交通工具舱位等级划分与以上不一致的，可乘坐同等水平的舱

位。对于符合乘坐相应等级交通工具而降低等级乘坐的差额部分，

不给予补助。

4.出国（境）人员乘坐国际列车如何报销？

国内段按国内差旅费的有关规定执行；国外段超过 6 小时以

上的按自然（日历）天数计算，每人每天补助 12 美元。

5.出国可以报销城市间交通费吗？

国（境）外城市间交通费，是指为完成工作任务必须发生的，

在出访国家（地区）的城市与城市之间的交通费用。

出国（境）人员根据出访任务需要在一个国家（地区）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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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往来，应当事先在出国（境）计划中列明，凭有效原始票据报

销城市间交通费。

6.出国（境）城市间往来是否可以租车？

根据工作需要，本着经济节约、工作便利的原则，可包车出

行，应事先在预算中列明，并报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批

准。

7.出国（境）城市间往来租车有何规定和标准？

包车出行时，原则上每团限租一辆车。部级团组凭票据实报

销城市间交通费和市内租车费；司局级及以下团组每人每国最高

不超过 300 美元标准开支，严禁在城市间交通费中列支市内交通

费，市内交通费一律由个人公杂费负担。

8.出国（境）团组境外往返机场的交通费是否可以报销？

出国（境）人员在境外往返机场的交通费凭票据实报销。

9.出国（境）人员境外住宿费标准有何规定？

①出国人员应当严格按照规定安排住宿，省部级人员可安排普

通套房，住宿费及按固定比例收取的服务费据实报销；服务费无

固定比例的，按不超过住宿费 5%报销。厅局级及以下人员安排标

准间，在规定的住宿费标准之内予以报销。

②参加国际会议的出国人员，原则上应当按照住宿费标准执

行。如对方组织单位指定或推荐酒店，应当严格把关。超出费用

标准的须出国前报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批准，可据实报

销。

10.伙食费和公杂费按何标准计算？

伙食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日常伙食费用。

公杂费是指出国人员在国外期间的市内交通、邮电、办公用

品、必要的小费等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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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国人员伙食费、公杂费可以按规定的标准发给个人包干使

用。包干天数按离、抵我国国境之日计算。

11.外方提供接待的如何领取伙食费和公杂费？

外方以现金或实物形式提供伙食费和公杂费接待我代表团组

的，出国人员不再领取伙食费和公杂费。如为我出访团组仅提供

交通接待的，出国人员可按标准领取伙食费和可按标准的 40%领取

公杂费。

12.出访团组是否可以宴请？

司局级出访团组原则上在外不得安排宴请，部长团组因工作

需要安排宴请的，连同出国计划一并报批，标准按宴请所在国一

人一天的伙食费标准掌握。出访团组与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外交机

构和其他中资机构、企业之间一律不得用公款相互宴请。

13.出访团组是否可以互赠礼品？

出访团组可根据工作需要，本着节约原则，事先报分管外事

和财务的秘书处领导批准后赠送礼品。赠礼方或受礼方为部级人

员的，每人次礼品价值不得超过 400 元；赠礼方或受礼方为司局

级以下人员的，每人次礼品价值不得超过 200 元。

出访团组与我国驻外使领馆等外交机构和其他中资机构、企

业之间一律不得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互赠礼品或纪念品。

14.出访团组购买保险的标准是什么？

出国人员必须购买保险的，应当事先报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

书处领导批准后，按照到访国驻华使领馆要求购买，凭票据实报

销。保险费标准：平均每天保费不超过 25 元。

15.翻译费是否可以报销？

专业性谈判、双边会谈、重要外事活动等确需外请专业翻译

人员的，需事先在团组预算计划中列明，报分管外事和财务的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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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处领导批准。

16.出国汇率如何计算？

出国人员报销国（境）外费用，能够提供银行换汇单据的按

换汇时的外汇汇率计算。不能提供的按回国当月 1 日中国银行发

布的外汇现汇卖出价计算。

17.国内网站出具的住宿费订单可以作为报销凭证吗？

不可以。住宿费订单可以作为住宿费的补充说明，但不能作

为报销凭证。报销时需要提供国内正规税务发票（有税务部门的

发票监制章），或者国外酒店出具的 Invoice 或 receipt.

18.出国（境）期间购买的办公用品、邮寄费等可以报销吗？

出国（境）公杂补助以包干形式发放，已包含用于市内交通、

邮电办公用品和必要的小费等。因此，出国（境）期间购买的办

公用品、邮寄费、小费不再报销。

19.出国（境）人员报销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所需材料：

①《因公临时出国任务和预算审批意见表》(可以是复印件）；

②邀请函；

③护照首页、签证页、出入境记录复印件(出入境走自助通道

的，需打印出入境记录)；

④机票/火车票需提供纸质订单信息、机票行程单、登机牌及

付款信息；

⑤有效费用票据等（用中文注明开支内容、币种、日期、金

额）；

⑥报销单，须部门负责人／经费负责人及团组负责人签字。

注：选择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或选择其他国家（地区）中转

的，需填写《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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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出国（境）人员产生的剩余外汇该如何处理？

出国（境）人员产生的剩余外汇自行办理结汇手续。

21.因公出国（境）持普通护照可以报销吗？

不可以。

七、其他业务报销

1.办公用品、复印打印费报销需要提供明细吗？

若发票内容开具为复印费、文具、体育用品、材料费等概括

性内容的，需提供对方单位出具的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应税劳务、

服务清单，并加盖对方单位印章。

2.印刷费用、邮寄费报销需要提供明细吗？

报销印刷费时应附印刷厂开具的印刷费用明细清单，报销邮

寄费时应附邮寄清单。

3.购买图书是否办理入库手续？

是，须到办公室办理入库手续。

4.报销委托外部课题费应提供什么票据？

纵向（财政）科研项目可用对方单位的银行到账单及收据可

作为报销凭证，其他（自筹）项目必须要对方提供发票才可报销。

5.如何报销市内交通费？

报销市内交通费时填写《市内交通费报销单》，注明出行时

间、地点、事由和乘车人。报销网约车发票还应提交网约车公司

提供的行程明细清单。

6.如何报销租车费？

报销租车费时需要附租车明细清单;清单上需要有使用人的

签字;原则上 5000 元（含）以上的租车费需附租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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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何查询指标余额？

通过网上报销系统——指标余额表进行查询。

八、公务卡

1.什么是公务卡？

公务卡指秘书处在职人员（以下简称持卡人）持有的，主要

用于日常公务支出和财务报销业务的银联标准个人信用卡。

2.什么样的人员可以申办公务卡？

秘书处在职人员均可申办。

3.哪家银行是学会公务卡的发卡银行？

目前学会公务卡的发卡银行是中国工商银行。

4.公务卡如何申请办理？

申请人须提交个人身份证复印件、办卡申请表等资料，由秘

书处统一向发卡机关申请办理。

5.公务卡信用额度为多少？

学会公务卡的信用额度为 3 万元。

6.公务卡的消费行为属性如何认定？

公务卡具有双重属性，既可用于公务消费，也可用于个人消

费。持卡人在未办理公务卡消费报销手续之前，无论是公务消费

还是个人消费均属个人消费行为，个人承担由此导致的经济、法

律等全部责任。持卡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办理财务报销手续，否则

由此产生的透支款项利息及手续费等由持卡人承担。

7.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全额还款，要收利息吗？

持卡人在到期还款日前未能全额还款，银行按规定要收取利

息。

建议：①持卡人应将本人同行储蓄卡作为公务卡指定自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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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还款帐户，授权发卡银行在到期还款日当天，将不能及时报销

的公务消费款项，从个人储蓄卡中自动扣划到公务卡。

②到期还款日当天，持卡人储蓄卡应有足够余额，避免公务

卡还不及时，给持卡人产生透支利息、滞纳金以及个人不良信用

记录。

8.公务卡遗失或毁损后怎么办？

公务卡只限持卡人本人使用，卡片和密码均由持卡人负责保

管。公务卡遗失或损毁后，持卡人应及时向发卡行办理挂失与补

办手续，并将新卡账号信息在 5 个工作日内通知财务与资产管理

部。

9.持卡人离开学会，在学会申办的公务卡如何处理？

持卡人因调离、退休等原因离开学会时，应及时还清债务，

结清余额，由本人自行注销公务卡。

10.公务卡结算的适用范围是什么？

《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详见附件五）中的

结算项目均应使用公务卡结算。

11.进行公务刷卡消费后，应该在什么时间报销？

原则上，持卡人应在公务消费 1 天后、最迟在发卡银行规定

的免息还款期前 7 个工作日内，到财务部门办理报销手续。若因

还款不及时所产生的透支利息、滞纳金等费用，由经办人自行承

担。

12.未能及时报销的公务卡消费，能否先自行还款？报销时是

否还要编制公务卡消费记录？

公务卡消费可自行还款。已还款的公务卡消费，在报销时仍

需编制公务消费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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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劳务费

1.分支机构固定人员劳务发放时间是什么时候？

已在学会备案的分支机构固定人员劳务费每月发放一次，分

支机构经办人每月 10 日前通过网上报销系统提交。

2.分支机构固定人员变更需要什么材料？

应提供本理事会或常务理事会决议，并报学会秘书处联络与

宣传部备案。

3.临时工作人员劳务费，需要哪些信息？

申请发放临时工作人员劳务费应提供姓名、身份证号、银行

名称、开户行及开户行所在城市、银行卡号及发放事项说明。

4.专家劳务费标准？

成果鉴定专家劳务费 评审专家劳务费 讲课费

20 万 字

(含 20 万

字）以下

1200 元
正

高

级

职

称

第一天

2000 元/人

/天，第二

天以后

1500 元/人

/天

院士、全

国知名专

家

每学时一

般不超过

1500 元

20 万 字

以 上 至

40 万 字

（ 含 40

万字）

1500 元
正高级技

术职称

每学时一

般不超过

1000 元

40 万 字

以 上 至

60 万 字

（ 含 60

万字）

1800 元

副

高

级

及

以

第一天

1500 元/人

/天，第二

天以后

1000 元/人

副高级技

术职称

每学时一

般不超过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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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职

称

/天
60 万 字

以上
2000 元

注意：讲课费按实际发

生学时计算，每半天最

多按 4 学时计算。

5.专家劳务费，需要哪些信息？

①姓名及身份证号；

②银行信息：姓名、银行卡号、银行名称、开户行及开户行

所在城市；

③发放事项说明及专家介绍；

④会议通知及日程。

6.劳务费需要邮寄纸质材料吗？

除分支机构固定人员劳务费外，发放其他劳务费均须邮寄材

料。分支机构负责人审批后，打印审批单，连同其他材料邮寄至

秘书处联络与宣传部。

7.为什么有时候劳务费应发金额一致，实发金额不一致？

当月从学会领取两次及以上劳务费的，将合并收入计税，所

以有时候实发金额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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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赴地方差旅住宿费标准明细表
单位:元/人·天

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1 北京 全市 1100 650 500

2 天津

6个中心城区、滨海新区、东丽区、西青区、

津南区、北辰区、武清区、宝坻区、静海区、

蓟县

800 480 380

宁河区 600 350 320

3 河北

石家庄市、张家口市、秦皇岛市、廊坊市、

承德市、保定市
800 450 350

张家口市
7-9 月、

11-3 月
1200 675 525

秦皇岛市 7-8 月 1200 680 500

承德市 7-9 月 1000 580 580

其他地区 800 450 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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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4 山西

太原市、大同市、晋城市 800 480 350

临汾市 800 480 330

阳泉市、长治市、晋中市 800 480 310

其他地区 800 400 240

5

内

蒙

古

呼和浩特市 800 460 350

其他地区 800 460 320

海拉尔市、满洲

里市、阿尔山市
7-9 月 1200 690 480

二连浩特市 7-9 月 1000 580 400

额济纳旗 9-10 月 1200 690 480

6 辽宁
沈阳市 800 480 350

其他地区 800 480 330

7 大连 全市 800 490 350 全市 7-9 月 960 590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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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8 吉林
长春市、吉林市、延边州、长白山管理区 800 450 350

吉林市、延边

州、长白山管理

区

7-9 月 960 540 420

其他地区 750 400 300

9

黑

龙

江

哈尔滨市 800 450 350 哈尔滨市 7-9 月 960 540 420

其他地区 750 450 300

牡丹江市、伊春

市、大兴安岭地

区、黑河市、佳

木斯市

6-8 月 900 540 360

10 上海 全市 1100 600 500

11 江苏
南京市、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镇江市 900 490 380

其他地区 900 490 360

12 浙江
杭州市 900 500 400

其他地区 800 490 340

13 宁波 全市 800 450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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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14 安徽 全省 800 460 350

15 福建
福州市、泉州市、平潭综合实验区 900 480 380

其他地区 900 480 350

16 厦门 全市 900 500 400

17 江西 全省 800 470 350

18 山东

济南市、淄博市、枣庄市、东营市、烟台

市、潍坊市、济宁市、泰安市、威海市、

日照市

800 480 380
烟台市、威海

市、日照市
7-9 月 960 570 450

其他地区 800 460 360

19 青岛 全市 800 490 380 全市 7-9 月 960 590 450

20 河南
郑州市 900 480 380

其他地区 800 480 330 洛阳市 4-5 月上旬 1200 720 500

21 湖北
武汉市 800 480 350

其他地区 800 480 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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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22 湖南
长沙市 800 450 350

其他地区 800 450 330

23 广东

广州市、珠海市、佛山市、东莞市、中山市、

江门市
900 550 450

其他地区 850 530 420

24 深圳 全市 900 550 450

25 广西

南宁市 800 470 350

其他地区 800 470 330 桂林市、北海市
1-2 月、

7-9 月
1040 610 430

26 海南

海口市、三沙市、儋州市、五指山市、文昌市、

琼海市、万宁市、东方市、定安县、屯昌县、

澄迈县、临高县、白沙县、昌江县、乐东县、

陵水县、保亭县、琼中县、洋浦开发区

800 500 350

海口市、文昌

市、澄迈县
11-2 月 1040 650 450

琼海市、万宁市、

陵水县、保亭县
11-3 月 1040 650 450

三亚市 1000 600 400 三亚市 10-4 月 1200 72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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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27 重庆
9 个中心城区、北部新区 800 480 370

其他地区 770 450 300

28 四川

成都市 900 470 370

阿坝州、甘孜州 800 430 330

绵阳市、乐山市、雅安市 800 430 320

宜宾市 800 430 300

凉山州 750 430 330

德阳市、遂宁市、巴中市 750 430 310

其他地区 750 430 300

29 贵州
贵阳市 800 470 370

其他地区 750 450 300

30 云南

昆明市、大理州、丽江市、迪庆州、西双版

纳州
900 480 380

其他地区 900 48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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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31 西藏
拉萨市 800 500 350 拉萨市 6-9 月 1200 750 530

其他地区 500 400 300 其他地区 6-9 月 800 500 350

32 陕西

西安市 800 460 350

榆林市、延安市 680 350 300

杨凌区 680 320 260

咸阳市、宝鸡市 600 320 260

渭南市、韩城市 600 300 260

其他地区 600 300 230

33 甘肃
兰州市 800 470 350

其他地区 700 450 310

34 青海

西宁市 800 500 350 西宁市 6-9 月 1200 750 530

玉树州、果洛州 600 350 300 玉树州 5-9 月 900 525 450

海北州、黄南州 600 350 250 海北州、黄南州 5-9 月 900 525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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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地区

(城市)

住宿费标准

旺季地区

旺季浮动标准

旺季期间

旺季上浮价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部级

司局

级

其他

人员

海东市、海南州 600 300 250 海东市、海南州 5-9 月 900 450 375

海西州 600 300 200 海西州 5-9 月 900 450 300

35 宁夏
银川市 800 470 350

其他地区 800 430 330

36 新疆

乌鲁木齐市 800 480 350

石河子市、克拉玛依市、昌吉州、伊犁州、

阿勒泰地区、博州、吐鲁番市、哈密地区、

巴州、和田地区

800 480 340

克州 800 480 320

喀什地区 780 480 300

阿克苏地区 700 450 300

塔城地区 700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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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出差计划审批表
编号：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领导签字： 年 月 日

出差人员 职 务 拟乘交通工具 公务外出事由

出发时间 年 月 日 预计返京时间 年 月 日

出差地点 接待单位

部门审核

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字：

备注

填报人 联系电话

说明：本表原则上应于公务外出前提交，经批准后方可外出，并作为报

销凭证。若因特殊情况紧急出差，经请示后事后应补办报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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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务接待审批单
部门： 填报时间：

接待类型

来宾单位

接待时间 年 月 日 午餐/晚餐

接待事由

接待人数 陪餐人数 领导级别

餐费预算 就餐地点

经办人 部门负责人
主管业务

领导

秘书长审批意见

注：1.接待类型为出席会议、考察调研、执行任务、学习交流、检查指导、

请示汇报工作、其他。

2.各部门应事前填报，若确因情况特殊，请在次日补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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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公务接待清单
部门： 年 月 日

公函号 公务内容 单位名称 姓名 职务

陪同人员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费用合计

经办人
部门

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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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坐非国内航空公司航班和改变中转地审批表
编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单位 姓名

出访国家（地区） 出访时间

乘坐航班

选择非国内航空

公司航班原因，或

者改变最邻近目

的地国（地区）中

转地原因

外事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

审核意见

财务部门审核意见

审核单位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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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预算单位公务卡强制结算目录

序号 公务卡结算项目 备注

01 办公费
指单位购买按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不符合固定资

产确认标准的日常办公用品、书报杂志等支出。

02 印刷费 指单位的印刷费支出。

03 咨询费 指单位咨询方面的支出。

04 手续费 指单位支付的手续费支出。

05 水电费 指单位支付的水电费支出。

06 邮电费
指单位开支的电话费、电报费、传真费、网络通

讯费等支出。

07 物业管理费

指单位开支的办公用房、职工及离退休人员宿舍

等的物业管理费，包括综合治理、绿化、卫生等

方面的支出。

08 差旅费
指单位工作人员因出差支付的住宿费、购买机票

支出等。

09 维修（护）费

指单位日常开支的固定资产（不包括车船等交通

工具）修理和维护费用，网络信息系统运行与维

护费用。

10 租赁费
指租赁办公用房、宿舍、专用通讯网以及其他设

备等方面的费用。

11 会议费
指会议中按规定开支的房租费、伙食补助费以及

文件资料的印刷费、会议场地租用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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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务卡结算项目 备注

12 培训费 指各类培训支出。

13 公务接待费
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

待）费用。

14 专用材料费

指单位购买日常专用材料的支出。具体包括药品

及医疗耗材，农用材料，兽医用品，实验室用品，

专用服装，消耗性体育用品，专用工具和仪器，

艺术部门专用材料和用品，广播电视台发射台发

射机的电力、材料等方面的支出。

15
公务用车运行维

护费
指公务用车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费等支出。

16 其他交通费用

指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外的其他交通

费用。如飞机、船舶等的燃料费、维修费、保险

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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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报销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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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账户信息

序号 机构名录 收款户名 开户行 收款账号

1 秘书处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0200003309088104357

2
外国留学生教育管理分

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598

3 职业技术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606

4 引进国外智力工作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614

5 校友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622

6 教育信息化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630

7 高等教育管理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648

8 影视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15655

9 教育基金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26199

10 理科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098

11 教学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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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录 收款户名 开户行 收款账号

12 继续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148

13 薪酬管理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155

14 实验室管理工作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163

15 师资管理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171

16 创新创业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502

17 校际合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775

18 学生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2783

19 档案工作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39861

20 辅导员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42444

21 招生考试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42451

22 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42949

23 工程热物理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42964

24 保卫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74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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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录 收款户名 开户行 收款账号

25 教育数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75246

26 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81756

27 大学文化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81764

28 教育评估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93389

29 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93926

30 广告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94759

31 产教融合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96333

32 高等财经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597976

33 保健医学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00614

34 廉政建设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01588

35
高校学生管理与就业创

业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26326

36 秘书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01604

37 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2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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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机构名录 收款户名 开户行 收款账号

38 宣传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26270

39 公共关系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28557

40 校史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35065

41 一带一路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94245

42 数字化课程资源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696398

43 自学考试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700794

44 美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700943

45 统战工作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744495

46 地方大学教育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442

47 教师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459

48 马克思主义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467

49 融合发展教育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475

50 生态文明教育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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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外语教学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491

52 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509

53 院校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517

54 科技管理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02525

55
国际政治研究专业委员

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33

56 思想政治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41

57 学习科学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58

58 社会科学科研管理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66

59
仪器科学及测控技术专

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74

60 高等商科教育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82

61 设计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7990

62 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8006

63 特殊教育研究分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8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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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体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8022

65 外国文学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8030

66
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

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8048

67 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长安支行 9558850200000858055

注：开户行行号 102100000337

网上报销系统安装及操作手册：https://www.cahe.edu.cn/site/content/1309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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