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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汉口银行企业网银现金管理系统（以下简称企业网银）可为您的企业提供了多种可定制

的特色产品。本手册将为您详细介绍此类特色产品的功能、使用方法以及办理流程。建议您

浏览本手册之前，先阅读《汉口银行企业网银（现金管理系统）操作手册》，本手册未尽描

述的系统基本功能与使用方法，均在该手册中进行了说明。 

期待汉口银行企业网银伴随您的企业共同成长！ 

我们的成绩： 

2011 年 最佳网银安全奖 

2012 年 最佳网银业务拓展 

2013 年 企业网上银行功能性排名第一（区域性商业银行） 

截止到 2014 年 5 月，我们已为超过 2.5 万户的企业提供服务 

                      以上荣誉由权威机构中国金融认证中心（CFCA）颁发 

 

2.特色产品及操作说明 

2.1 多级账簿 

2.1.1 产品说明 

多级账簿是指企业在银行开立的结算账户下，可根据财务管理需要设置多个级别的多个

虚拟分户，每个分户用来核算不同的账务用途。从而满足特殊客户财务管理，方便客户明细

信息查询，从而达到在同一结算账户下实现分级核算管理的功能。 

适用企业：只能开一个实户，但须分级核算的企事业单位。例如：教育局、财政局、医

院等事业性单位，烟草公司、厂矿等企业单位。 

具体应用场景如下： 



1.业务模型：

 

2.多级账簿案例一：

 



3.多级账簿案例二：

 

2.1.2 申请流程 

您可在开立企业网上银行时勾选此产品，或通过填写企业网银维护申请表签约此产品，

除此之外，您还需在柜面领取《多级账簿功能申请表》，通过表格详尽的描述贵企业所需的

服务（建议您在填写表格先与网点电子银行支持人员沟通，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填写）。 

2.1.3 多级账薄余额调整 

功能说明：用于对账户下多个级别的不同账簿进行可用余额的调整。操作步骤： 

点击系统界面中的多级账簿-多级账户余额调整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选择账号下拉菜单，再分别选择”调出账簿”、”调入账簿”，输入调整金额及用途，调整

金额即时生效，您只需点击提交即可。 

2.1.4 多级账薄支付限额查询 

功能说明：用于查询结算账号下各级账簿支付限额。 

操作步骤：(1)点击系统界面中的 按钮，出现如下界面: 

 

 (2) 在账号下拉菜单中选择账号，点击查询按钮，可查询到账号，币种，账簿号，账

簿名称，单笔限额，日限额，月限额，不定期限额，不定期开始时间，结束时间等信息。如

图： 

 

2.1.5 多级账薄信息查询 

功能说明：用于查询结算账号下各级账簿信息。 

操作步骤：点击系统界面中的 按钮，进入界面如下图： 

 

在账号中输入需查询的账号，确认无误后点击“查询”，出现各级账簿树状图，如图所

示 



 

选中某一账簿后，点击“账簿详情”，出现该级账簿详细信息；也可直接双击该账簿获

取账簿详情，如图所示： 

 

2.1.6 多级账簿交易明细查询 

功能说明：用于查询系统中某一结算账户下各级账簿交易明细。 

操作步骤：(1)点击系统界面中的 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

图： 



 

(2)从“付款账号”下拉菜单中选择需查询的账号，“账簿号”下拉菜单中选择需查询的

账簿号，依次在“起始日期”，“终止日期”中选择需查询的时间段，点击“查询”按钮。如

下图： 

 

2.1.7 多级账簿余额查询 

功能说明：用于查询系统中某一结算账户下各级账薄的余额 

操作步骤：点击系统中 按钮，进入操作界面选择相关信息后点击

“查询”即可，如图： 

 

2.2 法人定期一户通智能账户 

2.2.1 产品说明 

定期一户通是指我行为法人客户开立一户通智能账户，用于对不同存期、不同金额的多

笔人民币定期存款、通知存款进行集中核算的一种管理手段，遵从我行定期存款、通知存款



的业务处理流程、相关控制及计息规则。一户通总户下挂的分户类别有：人民币单位定期存

款、单位通知存款两种。您在签约法人一户通智能帐户业务后，自动转存的法人一户通智能

帐户自起息日至支取日达到 7 天（含）以上，则整个存期按照七天通知存款利率计付利息；

如果起息日至支取日超过 1 天但不足 7 天，则整个存期按照一天通知存款利率计付利息。一

户通智能帐户 50 万元起存，且自动转存后活期账户最低留存金额应不少于人民币 50 万元

（含）。 

适用企业：有定期存款产品以及资金增值需求的企业。 

具体应用场景如下： 

 
具体方式：使用我行企业网银，并开通法人定期一户通智能账户功能，实现一户通项下

定期存款的分户开户及存入、到期支取、到期部分支取等功能，企业根据闲置资金的大小、

性质、周期自主配置成各种企业定期存款，在无投资风险的情况下，增加了企业的非经营性

收入。 

2.2.2 申请流程 

您可在开立网上银行时户时勾选此功能，或通过填写企业网银维护申请表申请增加此功

能，除此之外，您还需在柜面领取《法人一户通智能账户业务申请书》，通过表格详尽的描

述贵企业所需的服务（建议您在填写表格先与网点电子银行支持人员沟通，并在工作人员指

导下填写）。以下是《法人一户通智能账户业务申请书》文件样式。 



 

2.2.3 定期一户通分户开立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在我行开通的定期一户通的账户下自行开立不同金额和不同存

期的分户。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2）点击“账号”栏的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系统会在“户名”栏返显对应的信

息，点击“产品类型”、“期限”和“转出账号”栏中点下拉键选择对应的选项。系统会在“转

出户名”栏返显对应信息、在“金额”栏输入对应信息后在“大写金额”栏中会返显对应信

息，接着在“自动转存”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对应的选项。如图： 

 



（3）点击“提交”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4）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5）点击“确定”按钮，提示窗口消失即交易成功。 

2.2.4 定期一户通分户支取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在定期到期日后支取分户的部分款项。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操作界面

如下图： 

 
（2）在操作界面的“账号”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然后点击“查询”按钮

系统会显示相关分户的账户信息如下： 



 

（3）选择需要支取的账户，然后点击“支取”按钮，系统会跳转到另一界面点击界面

中的“转入账号”栏的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系统会在“转入户名” 栏目返显出对应

的信息。在“金额”栏中输入相应信息后系统会在“大写金额”栏 中返显对应信息。点击

“提交”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4）点击“提交”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5）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6）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打印窗口如下图： 

 
（7）根据客户自身需求调整打印参数，也可直接默认然后点击“确定”按钮，系统会

出现保存路径的选择框如下图： 

 

（8）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9）点击“是”按钮，提示窗口消失即交易完成。 



特别说明：智能账户转活期是指客户签约转出活期账户在其作为贷款扣款账户、银承到

期扣收账户的条件下，当发生贷款还款、银行承兑汇票到期需从活期账户扣款时，如出现账

户余额不足，系统将按照“后存先取”的原则，按起息日的先后顺序将转开的智能帐户中款

项转回，转回后活期账户按最大可用余额扣款。 

2.2.5 定期一户通分户销户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在一户通产品中进行分账户销户的操作。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操作界面

如下图： 

 

（2）点击“账号”栏中的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户，点击“款项状态”栏中的下拉键选

择状态，然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显示相关信息如下图： 



 

（3）通过点击来选择对应的分账户，然后点击“销户”按钮，系统跳转到销户操作界

面如下图： 

 
（4）在界面中的“转入账号”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户，系统会在“转入户名”

栏中返显对应的信息。系统会在“金额”栏和“大写金额”栏中自动返现出此账户的全部金

额。然后点击“提交”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5）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6）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7）根据客户自身需求调整打印参数，也可直接默认然后点击“确定”按钮，系统会

出现保存路径的选择框如下图： 

 

（8）点击“保存”按钮，系统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9）点击“是”按钮，提示窗口消失即交易完成。 

2.2.6 定期一户通分户查询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查询一户通产品下的分户信息。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操作界面如

下图： 

 

（2）点击“账号”栏中的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在“款项状态”栏点击下拉键选择

对应的款项状态，然后点击“查询”按钮，会出现相关信息如下图： 

 

2.2.7 定期一户通通知存款通知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在定期一户通产品中预约通知存款的服务。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操作界

面如下图： 

 

（2）点击“账号”栏中的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在“款项状态”栏点击下拉键选择

对应的款项状态，然后点击“查询”按钮，会出现相关信息如下图： 

 

（3）通过点击来选择需要开通通知服务的账号，然后点击“通知”按钮，进入操作界

面如下图： 



 
（4）在“转入账号”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系统会在“转入户名”中返

显出户名。系统会自动在“金额”栏和“大写金额”栏中返现相关信息。然后在“支取日期”

栏点击下拉键选择支取日期，如下图： 

 
（5）点击“提交”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6）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7）点击“确定”按钮，提示窗口消失即交易成功。 

2.2.8 定期一户通通知存款取消通知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在定期一户通产品中取消通知存款服务。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

操作界面如下图： 

 
（2）点击“账号”栏中的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在“通知状态”栏点击下拉键选择

对应的款项状态，然后点击“查询”按钮，会出现相关信息如下图： 

 



（3）通过点击来选择需要取消通知存款的账号，然后点击“取消”按钮，系统会跳转

到操作界面如下图： 

 

（4）点击“提交”按钮，会出现提示窗口如下图： 

 
（5）点击“是”按钮，会出现提示如下图： 

 
（6）点击“确定”按钮，窗口消失即交易成功。 

2.2.9 定期一户通通知存款通知查询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查询一户通产品中通知存款账户的相关信息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操

作界面如下图： 



 

（2）在“账号”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相应的账号，在“通知状态”栏中点击下拉键选

择对应的状态，然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会显示相关信息如图： 

 

2.2.10 定期一户通分户交易明细查询 

功能介绍：用于企业用户查询一户通产品中分户的交易明细 

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 —— 按钮，进入操

作界面如下图： 



 

（2）在“账号”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对应的账号，在“款项代码”栏、“开始日期”栏、

“结束日期”栏中点击下拉键选择对应信息后，点击“查询”按钮，系统会出现相应信息如

下图： 

 



 

（7）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即可。 

2.3 资金归集 

2.3.1 产品说明 

资金归集是指汉口银行根据与客户约定的账户层级关系、日期、方式和限额，为客户提

供账户间资金自动汇划服务。主要方式包括实时归集、定时归集和批量归集。该产品可以提

供企业利用银行的结算账户系统，将集团内部的资金以最快的速度归集到总部，利用银行的

电子化系统快速回笼资金，使资金能够有效的得到运用，使资金能够统一调配，减少集团内

部存贷双高的状况。总公司使用了下级公司的资金，或者将一个公司富裕的资金调剂给另外

一个资金需求方，会向银行提出在集团内部计价，便于资金在集团内部顺畅流动并为集团内

各企业出利息分配清单。对于集团企业而言，资金归集是不仅是一种产品，更是一种业务手

段。如果您使用汉口银行先进的网银系统，即可以满足集团企业各项化、多种归集方式的需

求。 

适用企业：有资金集中调配使用需求的集团性企业。 

我行资金归集主要可实现的归集方式有以下三种： 



 

实时归集：指根据与您约定的账户层级关系，实时地将下级账户的资金全部转往上级账

户或在下级账户通过企业网银发生支付时将上级账户的资金转往下级账户 。 

定时归集：指根据与您约定的账户层级关系，根据约定的时间，将下级账户的资金全部

转往上级账户或在下级账户通过企业网银发生支付时将上级账户的资金转往下级账户 。 

批量归集：是指汉口银行根据与您约定的账户层级关系、日期、限额，日终批处理时自

动将下级账户超过最高留存限额的资金转往上级账户，或将上级账户的资金转往下级账户以

补足其最低留存限额。 

我行企业网银资金归集不仅能解决贵公司的资金集中上拨需求，还可以个性化的为您配

置资金下划及子公司额度管理。您在签约了资金归集后，我行可为您的总公司设置三种下级

账户的支控方式，分别为以收定支、统收统支出和超额定支三种。 

以收定支：是指下级账户只能使用自己收入的资金对外支付。 

统收统支：是指子公司对外支付时，只要子公司对外支付金额小于或等于最高级账户的

实际可用余额，均可对外支付，否则不能对外支付。 

超额定支：是指子账户对外支付时，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1.子账户的支付金额必须小于或等于子账户余额登记簿登记余额+可用超额额度；  

 2.子账户支付金额还必须同时小于或等于最高级账户可用余额+可用透支额度之和。 

具体应用场景如下： 

 1.典型业务说明图： 



 

    2.业务模型图： 

 



3.实时归集案例：

 
 具体实现方式：通过企业网银的实时资金归集功能，将分公司的经营回款实时上收到

总公司，这样做既可快速回笼资金，使资金得到有效监管，又能避免资金闲置的情况发生。  

 4.批量归集案例： 

 
具体实现方式：通过企业网银批量资金归集功能，在每天营业终了时将所有门店的资金

归集到总部，同时拨付一定数额资金给各门店，这样既可以充分利用闲散资金，又能保证各

门店日常支付的资金需求。 

2.3.2 申请流程 

首先需要您为母公司账户申请我行企业网银，您还需要前往我行柜台领取《汉口银行企

业网银现金管理系统维护申请表》、《汉口银行现金管理系统资金归集账户权限授权书》、《汉



口银行现金管理系统资金归集协议》，通过表格详尽的描述贵企业所需的服务（资金归集业

务较为复杂，强烈建议您在填写表格先与网点电子银行支持人员沟通，并在工作人员指导下

填写）。 

以下为《汉口银行现金管理系统资金归集账户权限授权书》中主要的部分填写内容： 

序号 1 币种  2 币种  

账号     

户名     

账户 

性质 

□基本户   □一般户   □临时户   □一户通   

□定期/通知存款   □专用户  □其他      

□基本户   □一般户   □临时户   □一户通   

□定期/通知存款   □专用户  □其他      

授权 

权限 

□账户查询        □转账付款 □账户查询      □转账付款 

□资金归集 

上级单位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级单位户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上 □下）级账户可用余额超过_______时

对（□上 □下）级账户进行（□实时）/（□批

量向上□批量双向）归集，归集周期为（□每天

□每月_日  □其它______），归集方式为（□全

额 □比例__% □限额 □取整_____元）归集，归

集账户最低留存额为______元，上存利率为___%，

下拨利率为：___% 

其他要求（位置不够可另附说明）：  

□资金归集 

上级账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级户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当（□上 □下）级账户可用余额超过_______时对

（□上 □下）级账户进行（□实时）/（□批量向

上□批量双向）归集，归集周期为（□每天□每月

_日  □其它______），归集方式为（□全额 □比

例__% □限额 □取整_____元）归集，归集账户最

低留存额为______元，上存利率为___%，下拨利率

为：___% 

其他要求（位置不够可另附说明）：  

 

 

 

 

 

2.3.4 批量归集资金划拨 

功能说明：用于对批量归集模式下手工进行资金的上划或下拨。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资金归集-批量归集资金划拨，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2）选择付款账号，选择划拨类型（上划或下拨），输入金额及用途，点击提交，即可

完成业务。 

2.3.5 定时归集时间设置 

功能说明：用于对定时归集模式下的归集时间进行设置。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资金归集-定时归集时间设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2）选择账号，勾选归集时间。我行可为您的公司提供多种归集时间的设置，如每天、

月末（系统将自动计算何为月末）、每周定期或每个月定期的日期，您甚至可以设置归集的

时点，相信我们的产品一定能满足贵公司的需要。 

2.3.6 定时归集时间查询 

功能说明：用于对定时归集模式下的归集时间进行查询。您点击此功能选项，展现的界

面基本上和 2.3.5 定时归集时间设置类似。 

2.3.7 不定期归集日期设置 

功能说明：可进一步个性化的设置贵公司归集时间。如 2 月 5 日归集，3 月 8 日归集，

具体需要什么时间归集，您轻点鼠标即可设置。操作步骤： 



（1）在系统界面中点击资金归集-不定期归集日期设置，进入操作界面如下图： 

 

（2）在系统界面中勾选您需要的归集日期，点击提交即可。 

2.3.8 归集账户余额查询及归集账户交易明细查询 

功能说明：可查询归集账户的实时余额及交易明细。此两项功能较为简单，您只需点击

相应功能按键，选择日期段，点击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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