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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能介绍 

1.1 读者 

本手册将用于指导交易平台用户操作，同样本手册可用于对于系统开发人员和系

统操作员的培训。 

1.2 关于此用户手册 

手册将用于指导用户在企业网银系统内完成各项操作。给出业务操作流程，对于

各操作过程中出现的重要页面，手册将给出截屏。 

1.3 功能介绍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  

交易市场用户在柜面开立签约成功后，登录企业网银系统，进入银商结算通，

交易市场可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监管账户查询、会员账户查询、出金、入金、

资金划转操作。交易市场操作员执行出入金后，必须由交易市场复核授权人员复

核授权通过后，交易正式生效。 

交易市场在不同银行间头寸调拨，详见出金/入金功能。 

 

交易资金监管模块涉及到的页面按钮及其功能： 

  跳转进入下一页面； 

  清空已输入的信息。 

  跳转进入下一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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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回到上一页面； 

 

 

2 交易市场网银操作功能 

2.1 监管账户查询 

2.1.1 功能介绍 

存管账户也称为交易资金存管汇总账户，用来存储会员交易资金及市场手续

费、账户利息。在其下面包以下虚拟子账息子账户、手续费子账户、清收子账户

及各会员交易资金明细账户。 

交易市场可通过此功能查询到资金存管汇总账户的相关信息。根据提示选择

查询当天/历史交易，输入查询条件，可查询当天交易记录和历史交易记录。 

2.1.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点击监管账户查询，可以查询交易市场的基本资料及会员数量。 

通过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可以查询出该监管账户的清收子账户、手续费子

账户、利息子账户这三个功能子账户的当日或历史的出入金明细。 

2.1.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付款业务→银商结算通→监管账户查询，如图：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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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监管账户查询”，进入功能页面，如图： 

 

第二步：点击 当天/历史 交易查询，如图： 

 

如为历史交易查询，则选择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如下图： 

 

历史查询的默认结束日期，比当前日期早一天，默认查询 30 天之内的交易记录，

选择日期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查询种类，默认选择为“出金”，如下图： 

 

第三步：选择查询子账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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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进入详细查询页面。 

 

第四步：点击“详细信息”可查看对应交易记录的详细信息，如图： 

 

 

第五步：点击“打印”即可打印该笔交易的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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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会员账户查询 

2.2.1 功能介绍 

交易市场可以通过此交易信息查询我行所有在该交易市场注册会员的资金存

管明细账户当前金额、状态和交易明细。 

根据提示选择查询当天/历史交易，输入查询条件，可查询会员子账户的当天

交易记录和历史交易记录。 

2.2.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点击会员账户查询，可查询会员的子账户信息以及该账户名下的当

日或者历史交易明细。 

首先通过模糊查询查找具体的会员，再通过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可以查询

出该会员子账户的当日或历史的出入金明细交易记录。 

2.2.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付款业务→银商结算通→会员账户查询，如图：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会员账户查询”，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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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查询条件：全部/会员代码/子账户/子账户名称，输入相应的查询信

息，点击“查询”界面如图： 

 

第三步：点击会员代码可查询该账户的详细信息，如图： 

 

 

第四步：点击 当天/历史 交易查询，如下图： 

 

如为历史交易查询，则选择开始日期和结束日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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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查询的默认结束日期，比当前日期早一天，默认查询 30 天之内的交易记录，

选择日期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查询种类，默认为“出入金类”，如图： 

 

点击 按钮，进入详细查询页面。 

 

点击“详细信息”，如图： 

 

 

第五步：点击“打印”可打印本笔交易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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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交易市场入金 

2.3.1 功能介绍 

由于交易市场会员可能涉及各家银行，需要在不同银行间头寸调拨，交易市

场如需从他行将头寸资金调入我行存管账号， 

1、需先将调拨资金先转入清收子账户绑定的我行一般结算账户。 

2、点击入金，系统默认会选择清收子账户，输入转入金额，将资金转入交

易市场存管账户。 

注： 

   1、市场出入金绑定的一般结算账号，是市场在柜台开通交易资金存管服务时，

由我行柜员根据市场填写的申请表为市场绑定。 

2、不允许通过跨行转账方式，将资金直接转入市场存管账户。 

3、该功能不受交易市场签到或签退机制影响。 

4、付款账户必须首先在低柜完成出入金账号维护业务。 

2.3.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点击入金，输入相应信息后，该笔入金指令录入成功，待企业复核

员复核通过后，该入金指令才发送给交易市场确认，执行入金操作成功。 

2.3.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付款业务→银商结算通→入金，如下图：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入金”，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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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和付款账号均是自动关联的，不须手工输入（需要在柜台维护出入金账

号后才能在网银端执行出入金交易）。点击“账户余额”可查询该账户的余额信息，

如图： 

 

第二步：输入金额，反显金额大写，输入用途，如下图： 

 

全部详细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按钮，进入确认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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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 按钮，提交待复核，如图： 

 

此时，交易市场复核及授权人员可在交易授权功能模块中，对该笔入金进行复核

及授权。详见 2.6 章结交易授权。 

操作完成后，交易市场入金到清收子账户成功。 

2.4 交易市场出金 

2.4.1 功能介绍 

交易市场通过该功能可以将清收/手续费/利息子账户中的资金转入网银下挂

的企业账户中。 

交易市场如需将头寸从我行划转到自己在其它银行开立的存管账户， 

1、执行清收子账户出金交易，将资金转入清收子账户绑定的我行一般结算

账户。 

2、通过网银普通转账功能，将资金从该一般结算账户转出到他行账户，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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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实现资金调出操作。 

注： 

   1、市场出入金绑定的一般结算账号，是市场在柜台开通交易资金存管服务时，

由我行柜员根据市场填写的申请表为市场绑定。 

2、交易市场存管账户不支持普通对外转账交易。 

3、该功能不受交易市场签到或签退机制影响。 

4、收款账户必须首先在低柜完成出入金账号维护业务。 

2.4.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点击出金，输入相应信息后，该笔出金指令录入成功，待企业复核

员复核通过后，该出金指令才发送给交易市场确认，执行出金操作成功。 

2.4.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付款业务→银商结算通→出金，如图：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出金”，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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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从账号下拉菜单中选择子账户账号，可选择手续费子账户、利息子账户

和清收子账户，如图： 

 

选好后，系统会自动关联收款人账号、收款人名称、收款人开户行，如图： 

 



  用户使用说明书 

本文档所有权属于平安银行              第  15  页    共 48 页              内部资料，注意保密 

点击“账户余额”可查询该账户的余额信息，如图： 

 

第三步：输入金额，反显金额大写，输入用途，如图： 

 

全部详细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按钮，进入确认页面，如图： 

 

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 按钮，提交待复核，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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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交易市场复核及授权人员可在交易授权功能模块中，对该笔出金进行复核

及授权。详见 2.6 章结交易授权。 

操作完成后，交易市场从功能子账户出金到真实的企业账户成功。 

2.5 资金划转 

2.5.1 功能介绍 

交易市场通过此功能将清收子账户资金划转到网银下挂的企业账户中。 

2.5.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点击资金划转，输入相应信息后，该笔资金划转指令录入成功，待

企业复核员复核通过后，该划转指令才发送给交易市场确认，执行资金划转操作

成功。 

2.5.3 基本操作流程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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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资金划转”，进入功能页面，如图： 

 

从账号下拉菜单中选择清收子账户，如图： 

 

第二步：点击“选择出金账户”，跳转到出金账户列表界面，如图： 

 

选好后，系统会自动关联收款人账号、收款人名称、收款人开户行，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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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转账金额：全部详细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按钮，进入

确认页面，如图： 

 

 

 

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确定”，进入待复核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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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交易市场复核及授权人员可在交易授权功能模块中，对该笔出金进行复核

及授权。详见 2.6 章结交易授权 

操作完成后，交易市场从功能子账户划转到真实的企业账户成功。 

 

2.6 交易授权 

2.6.1 功能介绍 

交易市场通授权人员通过该功能，对交易市场批量注册操作，市场出入金操

作进行复核及授权 

2.6.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授权人员点击交易授权项下的授权人员复核授权按钮，系统自动搜

索交易市场出入金等待复核纪录，授权人员可逐笔或批量进行授权，授权通过后，

我行系统正式执行指令。 

2.6.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交易授权→授权人员复核授权，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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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授权人员复核授权”，界面如图： 

 

第二步：点击“资金划转”或“入金”或“出金”，本手册以入金为例，界面如图： 

 

第三步：点击“指令流水号”可查询本笔入金交易明细，界面如图： 

 

 

第四步：可以勾选多笔交易，点击 ，也可以点击单笔交易最后的【复

核】链接，对交易进入复核，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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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复核通过，会提示交易成功或失败信息。 

 

2.7 对外转账 

2.7.1 功能介绍 

单笔转账指令录入交易，实现账户对外付款功能，收款行可以是行内、他行；

同城、异地的任意一家收款银行。该交易提供加急、普通两种转账方式的选择。 

交易市场通过此功能将一般结算账户内的资金划转到市场在我行或他行开

立的账户，主要用来实现市场间的头寸调拨。 

2.7.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操作用户登录企业网银，进入付款业务→支付结算→对外转账功能，

根据用户需要将资金对外划出。 

2.7.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付款业务→支付结算→对外转账，如图： 

 

操作步骤： 

第一步：进入对外转账功能，根据用户需要输入对外转账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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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加急方式我行选择普通/次日转账，他行选择普通/加急/次日转账 

他行 ： 

 

本行： 

  

点击“收费标准”可查看网上银行企业转账收费表。 

点击“账户余额”可查询该账户的余额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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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金额，反显金额大写，输入用途，如图： 

 

全部详细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 按钮，进入确认页面，如图： 

确认信息无误后，点击 按钮，提交待复核，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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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交易市场复核及授权人员可在交易授权功能模块中，对该笔转账进行复核

及授权。 

操作完成后，该笔对外转账成功。 

2.8 交易市场对外转账交易授权 

2.8.1 功能介绍 

交易市场通授权人员过该功能，对交易市场资金对外转账进行复核及授权 

注： 

1、该功能不受交易市场签到或签退机制影响。 

2.8.2 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市场授权人员点击交易授权项下的授权人员复核授权按钮，系统自动搜

索交易市场对外转账等待复核纪录，授权人员可逐笔或批量进行授权，授权通过

后对外转账指令发送给交易市场确认，执行对外转账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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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3 基本操作流程 

页面路径：交易授权→授权人员复核授权，如图：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授权人员复核授权”，界面如图： 

 

操作步骤： 

第二步：点击“对外转账”，界面如图： 

 

第三步：点击“指令流水号”可查询本笔对外转账交易明细，界面如图： 

 
 



  用户使用说明书 

本文档所有权属于平安银行              第  26  页    共 48 页              内部资料，注意保密 

 

第四步：可以勾选多笔交易，点击 ，也可以点击单笔交易最后的【复

核】链接，对交易进入复核，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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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复核通过按钮，系统对该笔对外转账进行复核处理，处理后界面如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