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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用户权限 

移动端支持报销人、审批人、终极审批人及票据收取人权限中的功能，如需

使用财务审核人和复核人权限的功能请登录 WEB 端。 

1. 报销人：具有报销需求的员工，具有提交报销单的权限。 

2. 审批人：报销人的上级领导,具有审批报销单的权限员工。 

3. 终极审批人：具有费用发生最终决定的员工，权限同“审批人”，此节点完

成审批后将进入财务审核流程。 

4. 票据收取人：将员工提交的报销单（可以包括发票）进行统一收集汇总的员

工，一般为财务部员工。 

二、 名词解释： 

1. 前加签：在当前审批人之前加签另外一个审批人，被加签人审批完后回到加

签发起人，由其继续审批。前加签驳回后直接驳回到报销人。被加签人也可

继续加签其他审批人。 

2. 审批后转发：当前审批人审批之后报销单流转到指定的审批人。驳回后直接

驳回到报销人。 

3. 不审批直接转发：当前审批人不审批，直接转发给指定的审批人。驳回后直

接驳回到报销人。 

三、 客户端下载 

IOS 端下载：1）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2）App Store 中，搜索“指尖报销”

进行下载。 



Android 端下载：1）扫描二维码下载客户端；2）腾讯、360 市场、华为应用

市场，搜索“指尖报销”进行下载。 

扫描二维码： 

 

四、 系统登录 

五、 操作步骤详解 

1. 创建费用项（报销人角色） 

点击“记一笔”进入费用项编辑页面，编辑页面包含附件信息，费用类型，

金额，地点，日期和项目信息等信息。带有“ ”字样的编辑项为必填项。 

 

1） 打开指尖报销 APP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用户名】：通过企业管理员添加的

邮箱 

【密码】：首次登录需点击邮件中的

链接生成指尖自有密码 

注：亦可使用公司邮箱及密码 

【忘记密码】：可以通过邮箱链接重新设

置账号登录密码 

【账号不存在】：如登录时提示“账号不

存在”，需联系团队接口人注册账号 

 



点击“附件信息”跳转至添加影像页面，点击”添加影像“进行影像上传，

影像可选“本地照片”和“拍照”。  

填写费用类型时会根据不同的费用类型会出现个异化动态填写项，如：选择

差旅-飞机即会出现‘出发地点’和‘到达地点’。  

如果需要报销的币种非本位币，则需要选择报销的币种，自行填写汇率，系

统自动换算出本位币金额。 

所有信息填写无误后保存生成费用项。 

                   



                                             

2. 创建报销单（报销人角色） 

点击首页中的“去报销”，页面跳转到【创建报销单】页面，系统默认生成 

报销单名称。 

                   

费用项添加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点击”添加费用“，进入费用详情页，保存后生成一条全新的费用项。 

第二，选择“导入费用”，页面跳转至【费用项列表】页，选择已经生成的

需要添加的费用项，点击“添加到报销单”，页面跳回【报销单】页。 

           

通过上述两种方式创建完成报销单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转发到

管理员预置的上级审批人消息，点击“确认”按钮，报销单提交成功。此时，报

销单为“待审批”状态。 



            

点击“转发”按钮，报销人可选择制定审批人进行报销单的审批。 

           

3. 查看费用项（报销人角色） 

通过首页“我的报销”按钮，进入我的报销模块，点击“费用项”按钮，可

以查看所有已生成且没有报销的费用项。 



             

 

            

点击添加到报销单，可将费用项添加到将费用项添加到已创建的报销单中。 

3. 查看报销单（报销人角色） 

通过首页“我的报销”按钮，进入我的报销模块，点击“报销单”按钮，默



认显示所有未提交的报销单，点击上方已提交按钮，可以查看已提交的报销单。 

        

        

点击报销单可进入报销单详情页查看报销单详情，通过右上方“审批流”按

钮可以查看报销单流转情况。 



                         

4. 创建出差申请（出差申请人角色） 

从首页“出差申请”入口创建，点击进出差申请单，包含出差事由、成本中

心、出差时间、出行人员、项目、交通计划和住宿计划，除住宿计划其它为必填

项。出行人员最多填写 9 人。 

                   

   



在编辑出差申请单界面点击“交通计划”按钮进行交通计划的填写，包含交

通工具”、“出发地”、“目的地”、“行程类型”、“出发日期”，“返程日期”日期和

其它要求；如涉及港澳台及国际城市，必须填写护照英文名。其中，带*字段为

必填项，其他要求为非必填，可填写航班号等信息。 

                       

如有住宿的需求，可通过“住宿计划”按钮进入住宿计划填写。住宿计划包

含入住城市、预订类型、入住日期、离店日期、预订间数和其它要求。 

                



出差申请单填写完成后，可点击“提交”，“转发”或“保存”按钮，点击

“提交”后，系统弹出转发到管理员预置的上级审批人弹窗，点击“转发”按钮，   

可将出差申请单转发给特定的审批人，点击“保存”按钮跳转到出差申请单的“未

提交”界面。 

             

          

 



特别说明： 

【交通工具】：目前通过线上订票只支持机票的订购。 

【国际机票】：如果涉及港澳台及国际城市订票，基础信息配置中必须填写护

照英文名。 

【行程类型】：如出差需要订购往返或单程，下方时间会随之变化，如单程则

只需填写‘出发日期’，如往返则需要填写‘出发日期’和‘返程日期’。 

【住宿计划】：可以按照时间情况，选择是否填写。若出差时间为当天往返，

不可操作住宿计划 

【出行人员】：作为出行的代理填写人，每次申请中填写的出行人员最多 9 人。 

5. 查看出差申请单（出差申请人角色） 

通过首页“我的出差”按钮，进入我的出差模块，点击“出差申请单”按钮，

默认显示所有未提交的出差申请单，点击上方已提交按钮，可以查看已提交的出

差申请单。 

             



          

6. 创建机票/酒店订单（出差申请人角色） 

有两种途径创建机票/酒店订单。 

第一种途径，点击审批通过的出差申请单里面交通计划和住宿计划中的“预

订”按钮跳转到订单查询页面。 

             



根据行程安排，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击【预订】按钮预订机票 

                   

在填写订单页面，通过点击+按钮，添加乘机人信息。出差申请单为多人时，

可添加多位乘机人。 

             



                    

                   

乘机人添加完成后，在填写订单页面，确认联系人姓名和手机号码是否正确。

并关注机票关联行程号是否正确（成本中心名称、一级部门名称、项目编码、成

本中心编码和部门名称（直属部门）均为信息自动带出字段，无需手动填写），



最终提交订单。 

  

酒店预定流程如下： 

点击审批通过的出差申请单里面住宿计划中的“预订”按钮跳转到订单查询

页面。 



 

根据行程安排，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击【预订】按钮预订酒店 

                   

在填写订单页面，通过点击+按钮，添加入住人信息。出差申请单为多人时，

可添加多位入住人。 



             

                  



                   

入住人添加完成后，在填写订单页面，确认联系人姓名和手机号码是否正确。

并关注酒店关联行程号是否正确（成本中心名称、一级部门名称、项目编码、成

本中心编码和部门名称（直属部门）信息均随关联行程单自动带出，无需手动填

写），最终提交订单。 



  

第二种途径，点击首页中的“机票酒店”按钮，跳转到预订系统首页，选择

“机票”或“酒店”按钮，跳转到订单查询页面。（预定前提：提交出差申请单

并且被审批通过） 

           



根据行程安排，选择合适的时间，点击【预订】按钮预订机票 

                   

在填写订单页面，通过点击+按钮，添加乘机人信息。出差申请单为多人时，

可添加多位乘机人。 

             



                    

                   

乘机人添加完成后，在填写订单页面，确认联系人姓名和手机号码是否正确。

手动选择机票关联行程号（成本中心名称、一级部门名称、项目编码、成本中心

编码和部门名称（直属部门）信息均随关联行程单自动带出，无需手动填写），



最终提交订单。 

  

 

7. 查看机票/酒店订单（出差申请人角色） 

通过首页“我的出差”按钮，进入我的出差模块，点击“机票订单”按钮和

“酒店订单”按钮，可以查看所有已生成的机票订单和酒店订单。 



            

           

8. 出差申请单关联报销单（报销人和出差申请人角色） 

关联出差申请单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第一，审批通过的出差申请单可以通过“去报销”按钮生成报销单，在新生

成的报销单页面可查看关联的出差申请单。 

               

第二、在报销单新建页面或编辑页面，点击关联出差申请单，可直接关联出

差申请单，最多可关联 5 个出差申请单。 

              



              

9. 业务审批（审批人角色） 

具有审批角色的人可以通过“业务审批”模块对报销单和出差申请单进行审

批操作。 

                 



A． 报销审批 

点击首页“业务审批”，进入报销审批列表； 

点击“待审批”，选择一个预处理报销单，进行“批准”“转发”或“驳回”

操作； 

点击“已审批”，查看所有过往已处理报销单列表； 

点击“审批流”，报销人和审批人都能查看报销单审批路径及当前节点； 

               

点击“批准”按钮，审批人同意报销，按照系统预置审批流程继续进入下级

审批流程或财务审核阶段。 

点击“转发”按钮，可将报销单转发给指定审批人，转发有三种形式，A.前

加签， B 审批后转发，C.不审批直接转发。 

点击“驳回”按钮，可将报销单退回给报销单。 

  



                  

如果报销人为终极审批人，转发时只能进行前加签和不审批直接转发。 

                 

审批人在报销单详情界面可通过右上方【审批流】查看此报销单的审批流详情。 

     

     



                 

B． 差旅审批 

点击首页“业务审批”，进入差旅审批列表； 

点击“待审批”，选择一个预处理出差申请单，进行“批准”“转发”或

“驳回”操作； 

点击“已审批”，查看所有过往已处理出差申请单列表； 

点击“审批流”，出差申请人和审批人都能查看出差申请单审批路径及当前

节点； 

 

  

     



                 

                  

点击“批准”按钮，审批人同意出差。 

点击“转发”按钮，可将出差申请单转发给指定审批人，转发有三种形式，

A.前加签， B 审批后转发，C.不审批直接转发。 

点击“驳回”按钮，可将出差申请退回给出差申请人。 

     

     



六、 系统辅助功能 

1. 消息管理 

当报销单状态发生变化或者有新增“待处理”的报销单时，系统会自动推送

消息。点击“消息管理”后，进入【消息中心】页可以对消息详情进行查看。 

 

2. 扫一扫（单据收取员核心业务） 

单据收取员点击首页右上角“扫一扫”，扫描待财务审核状态的报销单，用

户标示此报销单财务已接收； 

  



              

3. 我的功能详解 

A． 个人中心 

点击“我的”进入列表页，进入个人中心，页面中将对姓名、工号、邮箱、

审批人配置等账号基础信息； 

点击“护照英文名”，可自行加入对应信息；除“护照英文名”外，其余信 

               

   



息不支持用户自行更改，需联系企业管理员变更； 

B． 指南 

点击“指南”，可查看产品报销流程、审批流程和报销单状态说明，辅助了

解产品使用规则。 

 

C． 设置 

点击“设置”，可重置系统登陆密码、设置手势（苹果手机支持指纹）解锁、

产品更新版本、清理缓存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