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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预定流程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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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套差旅制度—差旅标准 

国内机票差旅管理实施细则 
 11级以下人员出行，允许预订普通经济舱及以下机票，超标（预订公务舱、头等舱）需触发超标申请； 

 8级（含）-11级（含）人员出行，允许预订高端经济舱及以下机票，超标（预订公务舱、头等舱）需触发超标申请； 

 7级人员出行，允许预订商（公）务舱及以下机票。 

 6级人员出行，允许预订头等舱及以下机票。 

 舱位限制 

出行场景 标准名称 适用职级 机票标准 管控要求 

出差 机票头等舱标准 6 头等舱 违规需审核 

出差 机票经济舱标准 7 商（公）务舱 违规需审核 

出差 机票经济舱标准 8，9，10，11 高端经济舱 违规需审核 

出差 机票经济舱标准 11以下 普通经济舱 违规需审核 



二、配套差旅制度—出差申请 

员工出差管理办法 
 

1. 公司内不同单位员工联合出差、同一单位不同部门人员联合出差，应分别填写出差申请；同一部门人员联合出差，可指

定一人提交出差申请； 

 

2. 公司员工出差申请，按照岗位及工作隶属关系向上一级审批；单位主要领导互相审批，主要负责人为一人的，指定一位

副职领导审批； 

 

3. 员工连续多地出差，已经确认的行程应分段详细填报并一次性完成审批手续； 

 

4. 出差人出差时间、出差地点等发生变化，如尚未预订，需重新提交申请；如已经预订或部分行程已完成，应将变更的部

分重新履行审批手续；如需提前结束出差而返回的，无需履行审批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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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交商旅试点内容 

1、本期中交商旅试点内容 

 出差申请单的填写和审批 

 国内机票预定（因公月结、因私现付） 

 浪潮网报系统报销 

 

2、其他产品的预定处理 

 酒店预定：出差申请在中交商旅完成，产品预订保持原有渠道和业务流程不变，不在中交商旅完成 

 火车票预定：出差申请在中交商旅完成，产品预订保持原有渠道和业务流程不变，不在中交商旅完成 

 国际机票预订：出差申请和产品预订均保持原有渠道和业务流程不变，不在中交商旅完成 

 其他差旅出行：出差申请在中交商旅完成，产品预订保持原有渠道和业务流程不变，不在中交商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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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业务操作全流程 

1、登陆中交商旅 

2、提交出差 

申请审批 

4、提交报销申请 

5、企业结算 

对账 

3、预定国内机票 

6、财务打款 

四、中交商旅操作手册—操作全流程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登录中交商旅 

点击中交商旅 1 进入交建通，点击工作台 2 跳转至中交商旅首页 3 



1 点击审批 点击出差申请 2 填写信息后提交申请 3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提交出差申请审批 



5 
提交申请成功，领导交建通收到待
办通知，同时收到短信提醒 

4 审批通过 6 
领导可通过三种模式：点击待办通知中申请详情，或者
短信回复相应数字，以及点开中交商旅审批模块，可直
接审批同意或拒绝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提交出差申请审批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提交出差申请审批 

提交出差审批注意事项： 

 

1、出差理由：必填项，填写此次出差目的 

2、交通工具：乘坐的是什么交通工具就需要选择什么交通工具，如果出差申请提交火车，但是要去买机票，

是无法购买的 

3、出差行程：如果填写单程，则回来的行程需要单独提交出差审批，如果填写往返，比如成都-上海，则回

程的行程为上海-成都，如预定了上海-广州，则要求重新提交审批 

4、行程时间：允许出发前后一天因公预定，比如提交的时间是17号-20号，则可以预定16号-21号的机票 

5、添加行程：如果一趟出差不止一趟行程，可以直接添加多行程提交审批 

6、预算金额：无实际预算管理意义，可不填写 

7、申请列表：领导审批的结果可以在申请列表查看 



查询航班 1 点击机票 2 选择航班 3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内） 



填写订单，选择乘机人 4 选择舱位 5 提交订单 6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内） 



7 点击企业支付 点击确认提交，支付成功待出票， 
1分钟出票 

8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内） 



查询航班 1 点击机票 2 选择航班 3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外） 



填写订单，选择乘机人 4 选择舱位 5 6 预定提示违规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外） 



提交订单 7 选择违规理由 8 点击企业支付 9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外） 



10 
点击确认提交，若涉及超标审批，
超标审批通过后自动出票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预定国内机票（差旅标准之外） 

国内机票预订注意事项： 

 

1、选择乘机人：如果同样的名字有多个，请用搜索功能，选择对应公司或者

部门的乘机人 

 

2、超标审批：涉及到超标审批的地方只有舱位预定，如果涉及到舱位预定超

标，按照预设超标审批流程向上两级审批，审核通过后才会出票 

 

3、企业支付：因公支付不需要员工自己给钱，点击企业支付即可，可在订单

管理界面查看订单出票状态出票后会收到短信通知 

 



点击机票订单 1 点击订单 2 机票列表 3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订单查看 



点击机票订单 1 点击订单 2 机票列表点击已出票，选择需
改签航班 

3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国内机票改签 



5 
选择改签人、理由、改签时
间提交改签 

订单详情，选择我要改签 4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国内机票改签 

改签注意事项： 

1、改签规则：只能同航空公司改签，

只能同舱位或者升舱改签 

 

2、改签支付：提交改期后，如果不需

要支付，则自动改签；如果需要支付的

订单，客服会通知支付 

 

3、如果已经选座值机，需要先取消值

机选座才能提交改签 

 

4、如果是航班变动改签，选择航班延

误，如果是正常改签，请选择计划有变，

千万不要将自愿改签选择为非自愿改签 



点击机票订单 1 点击订单 2 机票列表，已出票，点
击需要退票航班 

3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国内机票退票 



5 
选择退票人及理由提
交退票 

订单详情，点击我要退票 4 

退票注意事项： 

1、如果已经选座值机，需要先取消值

机选座才能提交退票 

 

2、退票提交显示提交成功即可，不需

要关注退票状态，只要提交成功，服务

商就不会与贵司结算 

 

3、如果一个订单多个人，只退其中一

个人，需要勾选对应的人员 

 

4、如若飞机出现航班延误或迫降引发

的退票，必须向机场柜台索要延误或备

降证明，才能完成退票（航空公司规定）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国内机票退票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服务中心 

1  2 点击服务中心 查看服务中心电话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经办人代领导订票 

1 出差人选择相应领导 输入姓名搜索相应出差领导的审批人 2 



4 
提交申请成功，领导交建通收到待
办通知，同时收到短信提醒 

3 审批通过 5 
领导可通过三种模式：点击待办通知中申请详情，或者
短信回复相应数字，以及点开中交商旅审批模块，可直
接审批同意或拒绝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经办人代领导订票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经办人代领导订票 

填写订单时乘机人选择相应的领导 

注：经办人只允许代

领导订票 



7*24小时服务热线： 

028-6555 7315   

 

商务人员： 

结月：电话 15692882158  

诗音：电话 18681279090 

 

 

四、中交商旅操作培训—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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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FAQ（常见问题） 

Q：我们公司以前没有提交出差申请单，现在怎么办呢？ 

A：试点期间，要求所有人出差都必须填写出差申请单，单位主要领导也必须有出差申请单才可进行产品预订。 

 

Q：我们几个人出差，可以互相提出差申请单么？ 

A：一个出差申请单可以帮包含自己在内的9个人提交出差申请单，但是要求必须为同一个部门的人员才能互相提，跨部门不

能互相提交出差申请单，建议最好个人提交个人的。 

 

Q：我们几个人出差，可以互相订票么？ 

A：可以。系统内员工可以互相提对方订票，但是如果乘机人没有出差申请单，还是不能继续预定，需要出差申请提交并且

审批完成才行。 

 

Q：试点只能预定国内机票，那酒店、国际机票、火车等怎么办呢？ 

A：酒店、火车票等产品的预定，继续维持原来订票渠道和流程不变，但是出差申请单在中交商旅完成。 



Q：出差回来后，报销怎么办，机票还需要报销么？ 

A：机票不需要拿票报销，但是在网报系统提交个人其他差旅费用报销的时候，如果涉及到机票订单，需要关联对应的机票

订单。 

 

Q：我们因私出行也想在中交商旅预定，可以么？ 

A：可以，因私预定也可以享受集团签署的优惠协议价产品，注意如果涉及到需要提供白名单备注的航空公司，若家属没有

提前备注到航空公司系统，则部分航司若要帮家属预定，则无法享受优惠价格。 

 

Q：公司请的一些外部人员，需要帮他们订票怎么办？ 

A：不采用因公月结的方式，不在商旅平台进行申请，因私现付预订机票，员工自行报销。 

 

七、FAQ（常见问题） 



Q：如果出差回程刚好遇到节假日，回家后再回公司，这种应该怎么处理？ 

A：由于行程严格管控，出差时间弱管控，如果回家导致行程跟出差申请单不一致，回程就需要重新提交一份出差申请单；如

果回程时间超过出差申请单时间1天以上，也需要重新提交申请单。 

 

Q：如果项目上新增加的人员，未在系统中需要出差怎么办？ 

A：原则上所有员工都要求提交出差申请单审批才能因公预定产品，所以建议将新增加的员工在人力资源系统添加，中交商旅

系统会直接同步组织架构数据，开户后即可提交出差申请审批。 

 

Q：如果领导不愿意提交出差申请，怎么办？ 

A：原则上要求所有人都要有出差申请审批，11级以上领导可以由经办人代为提交出差申请、预订机票，经办人在选择出差审

批人时可自主选择相应领导对应的审批人。 

七、FAQ（常见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