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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概述 

“网上综合查询系统 5.0”是基于校园网实现的财务数据查询系统。通过校园网，整合

财务数据资源，提高学校财务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开性，为学校各级领导决策提供有力的数据

支持。 

本系统采用 Browser/Server 体系结构，财务处可另外设立 web 服务器用于财务信息的网

上数据发布，从而避免了财务核算服务器与外部网的直接连接。web 服务器与财务系统唯一

开放为数据通道定期传送数据，充分保证了财务数据的绝对安全，防止不必要的信息泄露和

人为破坏。 

“网上综合查询系统 5.0”是基于 Windows Server 平台操作系统的 web 应用程序，凡是

使用“天财高校财务软件 5.0”、“天财学生收费系统 5.0”、“天财工资管理 5.0”、“公积金管

理”和“个人其他收入管理系统 5.0”软件的学校，均可以安装本系统，使财务管理信息通

过互联网对外发布，不论你身在学校里的任何地方，只要能访问校园网，都能让相关人员和

各级主管方便、快捷地通过浏览器得到他们关心的财务数据。本系统简单易用、得心应手、

功能齐全，画面美观流畅，希望能为您的教学、科研、及日常工作带来方便。本系统较旧版

本的网查系统新增了报表功能，方便用户打印，同时查询结果中增加了累计数据，项目相关

数据查询结果中包含年初、往来、收支、结余等，查询结果内容更加丰富。 

本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前台查询程序”和“后台管理程序”。其中，“前台查询程序”

属于软件的外部功能，是指用于在校园网上发布的主页；“后台管理程序”是在财务处控制

下的、在局域上使用的应用程序，主要用于整合财务、收费、工资、公积金的数据和分配查

询权限。 

后台管理程序包括账务、收费、工资、所得税、公积金等数据的更新和整合，“一键式

更新”保证数据转换可在高度自动化下完成；也可设置定时自动更新，当每天到达规定时间

时自动开启通路进行数据更新。系统管理员需要进行功能设置（工资查询方案设置、工资条

应用查询方案设置、工资条显示栏目设置、所得税项目显示设置等），进行用户和权限设置

（设置用户类型、导入用户信息、设置用户的部门查询权限、项目查询权限、项目类型查询

权限、科目查询权限、学生性质查询权限、收费项目查询权限），从而保证各角色都有相应

权限，彻底保证各人、各部门、各分管领导财务数据的保密性。 

前台查询程序包括领导角色、教工角色、学生角色查询三部分，基础数据是由后台导数

工具传输的，主要整合了个人项目、工资、学生收费、来款、报销款等模块，并加入了报表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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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登录界面 

第一节 教工查询 

教工登录系统后将看到自己的首页，顶部显示当前用户姓名，以及方便在领导角色和教

工角色之间切换的链接。鼠标移动到“个人项目”“个人工资”“来款信息”“报销款信息”

处将显示出下级菜单。下方默认显示当前登录的教师所负责的项目经费情况，并提供直接查

询“我的工资”和“来款信息”的链接。单击每个项目行的往来、收支、科目汇总、额度链

接可以查询该项目的借款还款情况、收入支出情况、科目汇总和额度信息。 

 
教工登录后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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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工登录后进入我的工资 

 
教工登录后进入来款信息 

 

一、个人项目 

1、额度收入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额度收入】进入操作界面；主要查询每个部门下每个项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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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控制拨款和余额的详细信息。在页面左边【部门名称】这个选项框里点击选取的部门名称，

在右边会出现该部门下的项目信息；在该页面可勾选想要查询的项目，勾选【全选】则全部

选中项目，也可点击在【项目大类】的下拉列表 选取相应项目类型，可按年度查询或选

择“全部”。最后点击【查询】按钮在下面显示选择好的项目明细信息；该信息记录页数很

多时，可以点击该页面下面中部的 按钮来选择首页、上

一页、下一页、尾页；在旁边文本框中输入想要跳转到的页数点击 按钮进行页面跳转；  

 

点击该页面的【报表】可以以报表样式显示查询结果，支持打印和导出 Excel、PDF 和

Word。 

 

可以点击本页面左上角的页面跳转按钮选择首页、上一页、下一页、末页。也可以在中

间文本框中输入页码，然后敲回车，直接跳转到该页面。还可以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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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nd 按钮进行查找，点击 Next 进行查找下一个。最后点击 导

出下拉列表进行选择导出格式（Excel、PDF、Word）。 

注：本系统所有查询功能的基本操作都与此类似，后文将不再赘述。 

2、额度支出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额度支出】进入操作界面；主要查询每个部门下每个项目额度控

制支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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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人往来款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个人往来款】进入操作界面；主要查询当前登录教工在指定时间

段的未还往来款和全部往来款信息。查询条件默认截止日期为当前系统时间，单击日期数据

框将弹出如下日历控件，指定好日期后控件将自动关闭，日期栏填好选定的日期。 

 

 

4、个人项目余额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个人项目余额】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登录人所负责

的全部项目截止到当前登录年月的年初、往来、收支、结余金额数，每行最右边的列提供具

体查询往来、收支、科目汇总、额度明细的链接。用户可以自己指定是否累计、是否按项目

大类统计、余额为零是否显示、显示哪些项目（个人、公共或全部）等查询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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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明细账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明细账】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起始年度和截止年度为当

前年度，起始月份为 01，截止月份为当前月。选择部门和项目后单击查询按钮，系统将查

询网上查询数据库，显示出相应项目在指定时间段的项目明细账。 

 

6、项目明细账（实时）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明细账（实时）】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起始年度和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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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为当前年度，起始月份为 01，截止月份为当前月。选择部门和项目后单击查询按钮，

系统将通过 WebService 查询账务数据库，显示出相应项目在指定时间段的项目明细账。 

7、项目决算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决算】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项目后系统自动选中其对应的模

板，指定时间段后单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按照决算模板显示对应时间段该项目的决算数

据。 

 

8、项目决算格式二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决算格式二】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项目后系统自动选中其对

应的模板，指定时间段后单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按照决算模板显示对应时间段该项目的

决算数据，与项目决算功能的区别在于数据显示格式不同，格式二是分年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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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项目决算明细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决算明细】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项目后系统自动选中其对应

的模板，指定时间段后单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按照决算模板显示对应时间段该项目的决

算明细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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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项目预算执行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预算执行】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部门、项目后单击【查询】

按钮，系统会显示出项目预算科目、额度、支出、结余和执行比例信息。 

 

11、账务项目负责人设置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账务项目负责人设置】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部门、项目后单击【检

索】按钮，下方将显示出项目负责人列表，在负责人编号列输入负责人，然后单击【保存负

责人】按钮可以保存设置。通过【增加行】可以为一个账务项目设置多个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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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暂存款查询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暂存款查询】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始日期、截止日期，金额条件

和对方单位条件，单击【查询】按钮，系统将显示出符合条件的全部到款信息。 

 

13、个人借开票查询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个人借开票查询】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始日期、截止日期，单击

【查询】按钮，系统将显示出符合条件的全部个人借开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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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项目冻结明细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冻结明细】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部门项目，单击【查询】按钮，

系统将显示出所选部门项目的冻结明细。 

 

 

15、项目转账明细 

点击菜单【个人项目】【项目转账明细】进入操作界面，选定部门项目，单击【查询】按钮，

系统将显示出所选部门项目的转账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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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个人工资 

1、工资信息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工资信息】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年度 1 月到当前月的

工资信息，每月显示一行。可打印或导出。 

 

2、工资格式二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工资格式二】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年度 1 月到当前月

的工资信息，每月显示一行，显示格式与工资信息不同。 

 

3、工资格式三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工资格式三】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年度 1 月到当前月

的工资信息，显示格式与前两者都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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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资按发放批次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工资按发放批次】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年度 1 月到当

前月的工资信息，显示类似格式三，加入了按发放批次折行显示。 

 

5、公积金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公积金】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各年度每月的公积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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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所得税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个人所得税】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年度每月的个人收

入和税信息。 

 

7、其他收入明细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其他收入明细】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年度截至到当前

月每月的其他收入信息。 

 

8、教工年度收入汇总 

点击菜单【个人工资】【教工年度收入汇总】进入操作界面，系统默认显示当前登录人当前

年度的工资信息和其他收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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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来款信息 

1、来款查询 

点击菜单【来款信息】【来款查询】进入操作界面，指定查询范围（全部、未处理、已领取、

已转暂存）、起止日期、银行名称、领取部门、用途、金额、来款单位等条件后单击【查询】

按钮即可得到查询结果。 

 

2、来款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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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来款查看 

 

4、来款退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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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报销款信息 

1、报销款对公查询 

点击菜单【报销款信息】【报销款对公查询】进入操作界面，指定对方单位（此处对方单位

名称比如输入完整、正确的全称）或账号、交易状态（成功、失败）、起止日期等条件后单

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查询结果。 

 

2、报销款对私查询 

点击菜单【报销款信息】【报销款对私查询】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日期然后单击【查询】

按钮即可得到查询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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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领导查询 

 

一、首页 

领导登录后界面首页显示按照项目大类汇总的项目年初、往来、收支、结余信息以及明细超

链接。鼠标移动到“部门财务信息”“教职工信息”“学生信息”处将显示出下级菜单。 

 

 

二、部门财务信息 

1、部门收入支出汇总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部门收入支出汇总】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年度、月份、

是否累计等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各项目大类汇总的年初、

往来、收支、结余数，以及继续查询明细信息的超链接，部门汇总采用按项目大类分级分组

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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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收入支出明细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部门收入支出明细】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年度、月份、

是否累计、是否按项目大类统计等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

各项目的年初、往来、收支、结余数。 

 

 

3、科目余额表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科目余额表】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始科目、截止科目、会计

年度、会计期间、科目级次等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指定科目范围的科目余额表，

并可以跳转联查明细。 

 

4、项目超支统计表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项目超支统计表】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项目类型、年度、

月份、是否累计、是否按项目大类统计等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超支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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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部门各项目大类收入支出汇总 

系统支持分别查询部门各项目大类（预算类、科研类、专项类、基建类、收入类、基金类、

代管类、其他类）的收入支出汇总数据 

这里以部门科研类收入支出汇总为例，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部门科研类收入支出汇

总】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年月，是否按项目类型汇总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

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科研类项目的期初、往来、收支、结余数据。最后一列提供查询明细

的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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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资产明细账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资产明细账】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日期，单击【查询】按

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的资产明细账。 

 

 

7、部门明细账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部门明细账】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日期，单击【查询】按

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的部门明细账。 

 
 

7、部门往来款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部门往来款】进入操作界面，选择部门、指定起止日期、指定

数据筛选范围（未还往来款、全部往来款），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部门项目往来款明

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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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部门项目汇总查询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部门项目汇总查询】进入操作界面，选择部门、指定查询年度

和起止月份，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部门各项目的收支明细，包括月初数、各月收支数

和余额。 

 

 

 

9、支出费用汇总表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支出费用汇总表】进入操作界面，选择部门、指定查询年度和

起止月份，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部门各个经济分类科目的借贷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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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支出费用分类汇总表 

点击菜单【部门财务信息】【支出费用分类汇总表】进入操作界面，选择部门、科目、指定

查询年度和起止月份，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所选部门、所选科目下各个经济分类科目

的借贷明细。 

 

 

 

三、教职工信息 

1、部门教工信息 

点击菜单【教职工信息】【部门教工信息】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后单击【查询】按钮即

可得到相应部门的教工信息，包括人员编号姓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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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部门工资信息 

点击菜单【教职工信息】【部门工资信息】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查询年度、查询月份、

发放批次、教工类别等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相应部门的教工工资信息，包括人

员编号姓名等。 

 

3、部门教工年度收入汇总 

点击菜单【教职工信息】【部门教工年度收入汇总】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起止年月等

条件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相应部门的教工个人收入汇总信息，包括应发、扣税、实

发数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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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部门教工收入汇总 

点击菜单【教职工信息】【部门教工收入汇总】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起止年月等条件

后单击【查询】按钮即可得到相应部门的收入汇总信息，包括应发、扣税、实发数据等。 

 

 

5、部门教工项目信息 

点击菜单【教职工信息】【部门教工项目信息】进入操作界面，输入用户编号后单击【查询】

按钮即可查询出该用户的个人项目信息，此权限比较大，通常为权限很高的领导开启，一般

部门领导不建议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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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生信息 

1、部门学生学杂费信息 

点击菜单【学生信息】【部门学生学杂费信息】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年份然后单击【查

询】按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各收费项目的应收、实收、退费、减免、欠费汇总

数。 

 

单击结果集中每一行最后一列的“明细”超链接可以进一步查看该部门的学费明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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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细查询页也可以指定部门、学生性质、收费项目等进行查询。 

2、部门学生补助信息 

点击菜单【学生信息】【部门学生补助信息】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年份然后单击【查询】

按钮即可得到当前领导所辖部门的学生补助信息汇总数。 

 

单击超链接列可以继续查询相应部门的学生补助明细信息。 

3、欠费情况统计表 

点击菜单【学生信息】【欠费情况统计表】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年份然后单击【查询】

按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各收费项目的应收、实收、退费、减免、欠费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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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结果集中每一行最后一列的“明细”超链接可以进一步查看该部门的欠费明细信息。 

 

在明细查询页也可以指定起止年份、院系、专业、收费项目、班级等进行查询。 

4、收费情况统计表 

点击菜单【学生信息】【收费情况统计表】进入操作界面，指定起止年份然后单击【查询】

按钮即可得到当前登录领导所辖部门各收费项目的应收、实收、退费、减免、欠费汇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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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结果集中每一行最后一列的“明细”超链接可以进一步查看该部门的收费明细信息。 

 

在明细查询页也可以指定起止年份、院系、专业、收费项目、班级等进行查询。汇总方式可

以选择按院系、专业、班级、个人进行汇总。 

 

 

5、学生信息查询 

点击菜单【学生信息】【学生信息查询】进入操作界面，指定部门、班级可以查到具体的学

生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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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学生查询 

一、首页 

学生登录系统后首页显示其收费情况、补助金发放情况、劳务发放情况、助研费发放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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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来款、报销等信息 

如果项目负责人老师给学生授权的话，则学生也可以查询项目经费情况、来款信息，也有可

以通过顶部菜单查询个人项目（额度收入、额度支出、个人往来款、个人项目余额、项目明

细账、项目决算、项目预算执行等）、来款信息（来款查询、认领、查看、退领等）、报销款

信息（报销款对公、对私查询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