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

3b 

姓名 用户代码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 -

网银用户信息（仅自定义版适用）

制单员

授权人

转账汇款 存款/理财 集团业务 商业汇票 贸易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

查询账户信息 银企对账

业务类型

角色

可操作哪个账号?网银交易

1 2

4

全部账户

或

3 

指定账户：

C

E

A B

D

F

姓名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 用户代码

+ -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

1 2

3 4

全部账户

  或

C

E

A B

D

F

+ -

手机号码和电子邮箱必须填写，将用于新用户激活和密码重置

1 2

3 4

  或

C

E

A B

D

F

网银授权人需提交其本人身份证件复印件
点击 这里 下载附页

勾选一个(如需)

查询账户信息 银企对账

网银交易

查询账户信息 银企对账

网银交易

用户分组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请参见前述账户信息）

用户分组

制单员

授权人

转账汇款 存款/理财 集团业务 商业汇票 贸易
业务类型

角色

姓名  必须和身份证件一致 用户代码 以字母开头，4~10位大写字母和数字的组合

电子邮箱手机号码     +(国际区号)- (电话号码)

制单员

授权人

转账汇款 存款/理财 集团业务 商业汇票 贸易
业务类型

角色

全部账户

可操作哪个账号?

新增 变更

勾选一个(如需)

新增 变更

用户分组 勾选一个(如需)

新增 变更

其他说明：

可操作哪个账号?

指定账户：

（请参见前述账户信息）

其他说明：

指定账户：

（请参见前述账户信息）

其他说明：

http://www.ocbc.com.cn/assets/pdf/forms/velocity/velocity-addUserPremium_chs.pdf


授权策略（仅自定义版适用） 

所有业务 或 转账汇款 存款/理财 集团业务 商业汇票 贸易

3b 

任意一位授权人
或

交易金额 : 从 ~ 至 (RMB) 授权要求

或

或

或

或

< ≥

是否要求
顺序授权? 

自定义授权策略（比如A+B，A或B）

3b 其他设置（仅自定义版适用） 

人民币汇款仅开通“定向支付”，即只能向提前登记的收款人付款

打勾表示收款人信息必须由制单员提前登记，然后由任意一位授权人完成审核后才可以向其付款。

人民币汇款的批量汇款（含画面和文件导入），根据单笔最大金额适用授权策略
打勾表示按单笔最大金额授权，不打勾表示按整个批次的总金额授权。

使用加密文件导入
银行工作人员将联系您确认具体要求。

申请开通集团网银的银企对账 -  为集团内其他子公司开通网银银企对账功能
请在以下 备注中列明需开通网银“银企对账”的公司清单

备注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所有业务 或 转账汇款 存款/理财 集团业务 商业汇票 贸易

任意一位授权人
或

交易金额 : 从 ~ 至 (RMB) 授权要求

或

或

或

或

< ≥

自定义授权策略（比如A+B，A或B）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任意一位授权人

任意两位授权人

点击 这里 下载附页

是否要求
顺序授权? 

http://www.ocbc.com.cn/assets/pdf/forms/velocity/velocity-addMatrixPremium_ch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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