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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行部分

1.1个人签约

1.1.1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个人网银，进入“投资理财”>“商品交易所”页面，可

以进入银商结算通业务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的“签约”。

第二步：进入签约主页面，可通过输入交易市场名称搜索需要签约

的市场，检索出待签约市场后，点击右侧操作列中的“签约”。

http://stg.pingan.com.cn/demo/newtoa/ebank/shangpingjiaoyisuo/qianyu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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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签约页面后，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签约账号，输入在商

品交易所的交易账号或资金账号，选择“已阅读并同意“客户服务协议”，

点击 “继续”。

（注：交易商必须先在交易市场注册账号，才能在银行端签约）

第四步：确认签约信息，并输入取款密码，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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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确认签约信息，点击“确定”，签约成功。

1.2个人解约

1.2.1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个人网银，进入“投资理财”>“商品交易所”页面，可

以进入银商结算通业务主页面，点击左边菜单中的“解约”。在已签约

交易所列表中，选择要解约的交易所，点击“解约”。第三步：对签约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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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进行确认，输入取款密码，点击“确定”，解约成功。

1.2.2注意

解约条件：1、交易商持有订货为零，资金为零。

2、当日没有出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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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个人入金

1.3.1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个人网银，进入“投资理财”>“商品交易所”页面，可

以进入银商结算通业务主页面，点击对应的“银行账户转交易账户”→

“转账”。

第二步：输入取款金额，击“下一步”。

第三步：确认取款信息，并输入取款密码，点击“确定”，转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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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查询“资金划转明细查询”，可查看银行端和交易市场

端的资金划转明细情况。

1.3.2注意

入金金额不得大于交易商银行账户可用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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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个人出金

1.4.1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个人网银，进入“投资理财”>“商品交易所”页面，可

以进入银商结算通业务主页面，点击对应的“交易账户转银行账户”，

进入“交易账户转银行账户”主页面。

第二步：输入转账金额，点击“下一步”。

第三步：确认转账信息，并输入取款密码，点击“确定”,转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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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点击查询“余额查询”，可查看银行端和交易市场端的余额

情况。

通过交易市场平台进行出金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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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资金系统，输入出金金额，点击出金即可，如下图。

1.4.2注意

1、出金金额不能大于交易商资金账户的可用余额。

2、交易商出金除可通过网银发起，还支持通过交易市场平台发起。

3、因银行大额出金报备制度，如有 500万元以上的出金需要，请

提前一个工作日通知稀交所客服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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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银行账户维护

1.5.1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个人网银，进入“投资理财”>“商品交易所”页面，可

以进入银商结算通业务主页面，点击“银行账户维护”进入“银行账户维

护”主页面，选择对应交易所信息，点击“维护”。

第二步：选择新签约账号，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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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输入该账号对应取款密码，点击“确定”。

第四步：银行账户维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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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余额查询

1.6.1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个人网银，进入“投资理财”>“商品交易所”页面，可

以进入银商结算通业务主页面，点击“余额查询”，进入“余额查询”主页

面，选择对应交易所信息，点击左侧操作列“余额查询”，返回查询结果。

1.7本行客户平安手机银行

1.7.1签约

登录手机银行后进入商品交易所（如下图左）点击签约按钮（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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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签约的交易所，点击签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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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菜单中选择签约帐号，只能选择一个帐号，输入该帐号密码，输

入在商品交易所的唯一会员代码，选择“已阅读并同意客户服务协议”，

点击确定（如下图）。

确认显示信息正确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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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成功给出成功页面（如下图）。

1.7.2入金

登录手机银行后进入商品交易所，点击银行账户转交易账户（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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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银行账户转交易账户”页面，选择要转入的交易所（如下

图）。

输入币种、金额和取款密码，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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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成功。

1.7.3出金

登录手机银行后进入商品交易所，点击交易账户转银行账户（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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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交易账户转银行账户”列表页面，选择要转出的交易所（如

下图）。

输入币种、金额和取款密码，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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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成功。

1.7.4解约

解约条件：1、交易商持有订货为零，资金为零。

2、当日没有出入金。

进入入商品交易所”页面，点击菜单中的“解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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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签约交易所列表中，选择要解约的交易所（如下图）。

输入取款密码，并确认信息正确，点击“确定”（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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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成功

2跨行部分

2.1个人交易商部分

2.1.1注册

2.1.1.1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商按注册要求输入客户个人信息、鉴权银行卡信息，进入到注

册确认页面，需在有效时间内输入正确的手机动态码，系统校验通过后

注册成功。

2.1.1.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稀交所公布的平安银行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注册链

接，跳转到注册主页面。如图 1点击跨行用户→签约，跳转到注册主页

面如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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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图 2

第二步：填写个人注册信息：客户类型选择“个人”，并输入姓名、

证件号码、银行卡开户行、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等信息，其中

跨行卡开户行可通过点击“查询开户行”查询支持的跨行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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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下一步”进入确认页面，如图：

第四步：在有效时间内输入正确的手机动态口令，点击确认提

交系统，银联鉴权成功后，注册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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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登录

2.1.2.1基本业务流程

个人注册成功后会收到平安银行发送注册成功短信，凭短信或注册

成功提示页面显示的登录用户名和密码信息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

统。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登录网址：

https://my.orangebank.com.cn/corporplat/index_payb.jsp，也可在稀交

所客户端点击跨行用户→改约解约打开登录界面，如下图。首次注册需

要需改登录密码。个人需验证手机动态口令。非首次登录时，输入用户

名、密码、验证码后直接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

2.1.2.2基本操作流程

首次登录修改用户名密码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用户名、登录密码（初始化密码：999999）、验证

码，点击立即登录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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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修改用户初始化密码首页，重置密码并输入手机动态口

令，如图：

第三步：点击“确定”后，用户初始密码修改成功。 点击“确定”

返回登录首页。



平安银行操作手册

26

非首次登录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用户名、登录密码、验证码，点击立即登录按钮，

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如图：

第二步：登录成功进入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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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签约解约

2.1.3.1签约

签约：交易商可选择已在平安银行开通银商结算通服务的市场进行

签约，签约时需要进行银联鉴权并与银行签署《平安银行电子商务“银

商结算通”服务使用协议》。

2.1.3.1.1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合约管理>签约功能，选

择未签约的交易市场进行签约。签约时需重新进行绑定卡鉴权并签约协

议，并验证个人交易商手机动态口令。

2.1.3.1.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交易商登录系统，进入合约管理>签约功能，可通过搜索

按钮通过关键字查询需要签约的市场。选择未签约的交易市场，点击

“签约”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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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输入交易商在该交易市场的交易账号或资金账号、绑定银

行卡号、开户行、手机动态口令，点击“下一步”如图：

平安银行支持的跨行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

设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民生

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上海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江苏银行、广

发银行、华夏银行、招商银行、浙商银行、渤海银行、恒丰银行、杭州

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浙江泰隆商业银行、浙江稠州商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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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签约页面，交易商阅读并勾选协议，点击“签约”按钮，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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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签约成功，如图：

2.1.3.2解约

对于交易商已签约市场，交易商可通过此功能解除交易商与市场签

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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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约条件：1、交易商持有订货为零，资金为零。

2、当日没有出入金。

2.1.3.2.1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合约管理>解约功能，选

择已签约的交易市场进行解约。个人交易商解约需验证手机动态口令。

2.1.3.2.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交易商登录系统，进入合约管理>解约功能，系统返回所

有已交易市场，选择需解约交易市场，点击“解约”按钮进行解约操作，

如图：

第二步：进入解约页面，点击“获取密码”输入手机动态口令，点

击“解约”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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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解约成功，如图:

2.1.4签约市场绑卡维护

签约市场绑卡维护：交易商可通过银商结算通系统签约市场绑卡维

护功能对交易市场绑定账户进行变更。

交易商新签约市场时，已绑定一个通过鉴权的他行实体卡账户。通

过绑定账户维护功能，交易商可查询或变更交易市场下的绑定实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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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1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合约管理>签约市场绑卡

维护功能，选择已签约的交易市场进行绑卡维护。输入新的他行实体卡

账户提交鉴权通过后绑定卡变更完成。

2.1.4.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交易商登录系统，进入合约管理>签约市场绑卡维护功能，

系统返回所有已签约交易市场，客户选择交易市场，点击“绑卡维护”，

如图：

第二步：进入市场绑卡维护页面，输入新绑定银行卡号、选择开户

行、输入手机动态口令，点击“确认”，如图：



平安银行操作手册

34

第三步：交易市场绑卡维护成功，如图：

2.1.5出入金

1、出入金时间为 19:30-次日 16:30。

2、因银行大额出金报备制度，如有500万元以上的出金需要，请提

前一个工作日通知稀交所客服部。

3、当日入金当日不可出金。

4、受人民银行转账系统限制，工作日17:15-20:30及非工作日前一

日17:15至非工作日最后一日20:30，单笔跨行出金不可超过5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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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国庆假期时，9月30日的17：15至10月7日20：30。

2.1.5.1入金

通过交易市场下已绑定的实体账户通过跨行转账（凡支持转账业务

的支付工具均可操作，如：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柜台、自动柜员机等）

向交易市场资金汇总账户转账。以中国银行为例进行入金操作说明。

第一步：登录跨行银行卡的网银，如下图是中国银行网银登录界面。

第二步：点击转账汇款，进行跨行转账，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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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国内跨行汇款→跨行转账汇款，如下图。

第三步：填写转账信息，按照银行提示进行转账汇款即可，如下图。

收款人名称统一为：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收款账户统一为：

15000097375112，收款银行为：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呼和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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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分行（因跨银行不同可能名称略有差异）。

示例，通过中国银行手机银行入金操作如下：

第一步：登录成功后点击转账汇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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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账号转账，如下图；

第三步：填写转账信息，按照银行提示进行转账汇款，点击下一步，如

下图。收款人名称统一为：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有限公司，收款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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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为：15000097375112，收款银行为：平安银行（原深圳发展银行）

呼和浩特分行（因跨银行不同可能名称略有差异）。

第四步：确认转账信息，输入手机交易码或动态口令，转账成功（转账

到账时间因银行不同有所差别，自行关注银行转账到账时间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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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2出金

通过交易市场平台进行出金操作，如下图：

选择资金系统，输入出金金额，点击出金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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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忘记用户名或密码

交易商忘记用户名或密码时，可通过点击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登

录页面中的“忘记用户名或密码”功能对交易商用户密码进行重置，并

找回登录用户名。

2.1.6.1基本业务流程

通过点击登录首页的“忘记用户名或密码”，进入密码找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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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交易商类型，输入注册时交易商的证件类型、证件号码、手机号码，

通过验证手机动态口令，重置用户登录密码并找回用户登录名。

2.1.6.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登录首页点击“忘记用户名或密码”按钮，进入密码找回页

面，如图：

第二步：选择交易商类型为“个人”，录入交易商注册时的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注册手机号码，并获取动态口令，在有效的时间内输入动态

口令。选择鉴权开户行，如鉴权银行卡卡户行选择“他行”，需通过查询

页面选择开户行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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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信息录入完成，点击“下一步”。找回登录用户名成功，

密码重置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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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查询服务

2.1.7.1会员附属台帐查询

2.1.7.1.1功能介绍

通过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平台，查询服务菜单下“会员附属台帐

信息查询”功能可查询交易商在各交易市场出入金交易明细及入账收款

账户信息。

附属台帐信息查询：此功能可查询交易商子账户余额，出入金交易

明细等台帐信息。并可通过入金收款账户查询功能对交易商入金时交易

市场收款汇总账户进行查询。

2.1.7.1.2基本业务流程

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查询服务功能，选择会员附属台

帐查询，点击查询即可。

2.1.7.1.3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查询服务>会员附属台帐信息,可查询到已签约的交易

市场会员代码、交易网名称、帐号余额、冻结余额、状态、出入金明细、

入金收款账户等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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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会员代码”，可查询到当前交易商出入金交易信息，

如图：

第三步：出入金明细查询可选择当日或历史出入金查询，选择后点

击“下一步”，如图：

第四步：如需整页打印可点击下方的“打印”或“下载”，若只打印单

笔，可点击“详细信息”来打印单笔交易明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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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查询入金收款帐号，在会员附属台帐查询首页，点击“入

金收款账户”如图：

查询页面显示交易市场入金收款账户信息详情，其中“交易市场

（平台）汇总账户号”，“交易市场（平台）汇总账户名”，“交易市场

（平台）汇总账户开户行”，为交易商入金时需要填写的收款方账户信

息。

2.1.8用户管理

交易商可对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注册用户通过用户管理下销户功

能进行销户操作，销户的前提是交易商账户余额必须为“0”且与所有交

易市场全部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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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8.1销户

如客户不需要继续使用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功能，可通过此功能

进行销户操作。销户前需解约所有已签约的交易市场。

2.1.8.1.1基本业务流程

客户解约所有已签约的交易市场，完成安全验证后完成销户。

2.1.8.1.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点击用户管理>销户,进入销户主页面。销户前，需解约所

有交易市场。

第二步：输入手机动态口令，点击“销户”，销户完成。

2.1.8.2自助服务

客户信息维护

1、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自助服务>客户信息维护

功能，系统自动回显客户信息，交易商根据需求修改客户信息，提交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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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效。

2、基本操作流程

第一步：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自助服务>客户

维护维护功能，如图：

第二步：点击“下一步”，进入信息修改确认页面，输入验证手机动

态口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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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确定”后，修改客户信息修改成功。

用户名和密码修改

通过此功能交易商对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登录用户名和密码进行

修改。

1、基本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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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自助服务>用户名和密码

修改功能，交易商选择对用户名或密码进行修改,输入新用户名或新密

码提交成功后生效。

2、基本操作流程

修改登录用户名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新登录用户名，平台登录密码，点获取手机动态口令

并在有效时间内输入，如图：

第二步：点击“确认”后，交易商登录用户名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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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登录密码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新登录密码，点获取手机动态口令并在有效时间内输

入，如图：

第二步：点击“确认”后，会员平台登录密码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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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号码修改

个人交易商通过此功能可以修改手机号码，此号码用于接收签约、

解约等操作动态口令验证码。

1、基本业务流程

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自助服务>修改手机号码

功能，交易商输入新的鉴权银行卡号、修改后手机号码,选择鉴权银行

卡所属行、手机动态口令，点击“确认”即可修改成功。

2、基本操作流程

个人交易商修改手机号码

第一步：交易商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自助服务>修改

手机号码功能，输入新鉴权银行卡号、修改后手机号码和选择鉴权银行

卡开户行。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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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获取密码按钮，输入新手机号码接收到的动态口令，

点击“确认”交易商平台登录手机号码修改成功，如图：

2.2企业交易商部分

2.2.1注册

2.2.1.1基本操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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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点击稀交所客户端提供的平安银行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

注册链接（图 1），跳转到客户注册主页面（图 2）。

图 1

图 2

第二步：填写企业客户注册信息：客户类型选择“企业”，选择证件

类型，输入证件号码，企业跨行银行账号，预留手机号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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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下一步”进入确认页面，核实企业注册信息。输入验

证码，并在有效时间内输入正确的手机动态口令，点击确认提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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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平安银行对企业账户进行一笔小额打款，企业客户通过手

机或企业网银查询跨行银行卡账户收款记录，并回填金额。如图

第五步：点击“确认”，验证通过后完成验证企业客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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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登录

2.2.2.1基本操作流程

点击上图链接跳转到平安银行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或从稀交所客

户端点击“改约解约”跳转。

首次登录修改用户名密码，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用户名、登录密码（初始化密码：999999）、验证

码，点击立即登录按钮，如图：

第二步：进入修改用户初始化密码首页，重置密码并输入手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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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令，如图：

第三步：点击“确定”后，用户初始密码修改成功。点击“确定”返

回登录首页。

非首次登录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用户名、登录密码、验证码，点击立即登录按钮，

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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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登录成功进入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主页面：

2.2.3签约解约

2.2.3.1签约

第一步：客户登录系统，进入合约管理>签约功能，可通过搜索按

钮通过关键字查询需要签约的市场。选择未签约的交易市场，点击“签

约”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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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输入客户在该交易市场的交易账号或资金账号、绑定银行

卡号，选择“开户行”，点击“下一步”如图：

第三步：进入签约页面，客户阅读并勾选协议，点击“签约”按钮，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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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平安银行对企业账户进行一笔小额转款，企业客户通过手

机或企业网银查询跨行银行账户收款记录，并回填金额，如图：

第五步：签约成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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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2解约

对于客户已签约市场，客户可通过此功能解除客户与市场签约关系。

若出现下列任一情形，不能执行解约：

解约条件：1、交易商持有订货为零，资金为零。

2、当日没有出入金。

第一步：客户登录系统，进入合约管理>解约功能，系统返回所有

已交易市场，选择需解约交易市场，点击“解约”按钮进行解约操作，

如图：

第二步：进入解约页面，点击“解约”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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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解约成功，如图:

2.2.4签约市场绑卡维护

第一步：客户登录系统，进入合约管理>签约市场绑卡维护功能，

系统返回所有已签约交易市场，客户选择交易市场，点击“绑卡维护”，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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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进入市场绑卡维护页面，输入新绑定银行卡号、选择“开

户行”，点击“确认”，如图：

第三步：平安银行对企业绑定账户进行一笔小额打款，企业客户通

过手机或企业网银查询跨行银行账户收款记录，并回填金额，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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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交易市场绑卡维护成功，如图：

2.2.5出入金

1、出入金时间为 19:30-次日 16:30。

2、因银行大额出金报备制度，如有500万元以上的出金需要，请提

前一个工作日通知稀交所客服部。

3、当日入金的资金当日不可出金。

4、受人民银行转账系统限制，工作日17:15-20:30及非工作日前一

日17:15至非工作日最后一日20:30，单笔跨行出金不可超过50000元。

如：国庆假期时，9月30日的17：15至10月7日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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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1入金

通过交易市场下已绑定的实体账户通过跨行转账充值方式向交易市

场资金汇总账户转账。交易市场资金汇总账户可通过“查询服务>会员

附属台帐信息查询”下的“入金收款账户”进行查询。

以建设银行为例进行入金操作说明。

第一步：登录跨行银行卡的网银，选择转账业务。

第二步：在电商平台查询转账信息，如下图。点击“查询服务”→

“会员附属台账信息查询”→“入金收款账户”。

注：下图的交易会员入金账户号为汇款对方账号，交易会员入金账户名

为汇款对方户名，交易会员入金账户开户行为汇款对方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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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转账信息，按照银行提示进行转账汇款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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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2出金

通过交易市场平台出金功能进行操作。

选择资金系统，输入出金金额，点击出金即可，如下图。

2.2.6忘记用户名或密码

第一步：登录首页点击“忘记用户名或密码”按钮，进入密码找回页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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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选择客户类型为“企业”，录入客户注册时的证件类型、证

件号码、注册手机号码，并获取动态口令，在有效的时间内输入动态口

令。

第三步：信息录入完成，点击“下一步”。找回登录用户名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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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重置成功，如图：

2.2.7查询服务

2.2.7.1会员附属台帐查询

第一步：点击查询服务>会员附属台帐信息,可查询到已签约的交易

市场会员代码、交易网名称、账号余额、冻结余额、状态、出入金明细、

入金收款账户等信息，如图：

第二步：点击“会员代码”，可查询到当前会员出入金交易信息，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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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当日/历史查询，选择“当日”时，查询种类可查看“出入金

类”信息，选择后点击“下一步”，如图：

如需整页打印可点击下方的“打印”或“下载”，若只打印单笔，可点

击“详细信息”来打印单笔交易明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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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当日/历史查询，选择“历史”时，查询种类可查看“交易明

细类”信息，可以查询客户出入金、客户间交易明细。如图：

点击“详细信息”支持打印回单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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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查询入金收款账号：在会员附属台帐查询首页，点击“入

金收款账户”如图：

查询页面显示交易市场入金收款账户信息详情，其中“交易市场

（平台）汇总账户号”，“交易市场（平台）汇总账户名”，“交易市场

（平台）汇总账户开户行”，为客户入金时需要填写的收款方账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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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用户管理

2.2.8.1销户

客户解约所有已签约的交易市场，完成安全验证后完成销户。操作

步骤：

第一步：点击用户管理>销户,进入销户主页面。销户前，需解约所

有交易市场。

第二步：点击“销户”，销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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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自助服务

2.2.9.1客户信息维护

第一步：客户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自助服务>客户维

护维护功能，如图：

第二步：点击“下一步”，进入信息修改确认页面，并输入手机动态

验证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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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确定”后，修改客户信息修改成功。

2.2.9.2用户名和密码修改

修改登录用户名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新登录用户名，平台登录密码，并在有效时间输入手

机动态口令，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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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点击“确认”后，客户登录用户名修改成功。

修改登录密码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新登录密码，并在有效时间输入手机动态口令。如图：

第二步：点击“确认”后，客户平台登录密码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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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手机号操作步骤

第一步：输入新手机号码，并在有效时间输入手机动态口令。如图：

第二步：平安银行对企业绑定账户进行一笔小额打款，企业客户通

过手机或企业网银查询跨行银行账户收款记录，并回填金额。

第三步：点击“确定”通过后，修改手机号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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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3交易复核

待复核交易

此功能仅针对需要进行交易复核的现货平台。企业交易客户在交易

市场完成了确认付款交易后，需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通过交易

复核功能对交易进行复核，复核通过后交易成功。

第一步：客户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交易复核>待复核

交易功能，选择 “交易日期”默认为当前交易日期，如图：

第二步：输入对应的查询日期，点击“查询”，显示待复核的交易，

如图：



平安银行操作手册

81

第三步：选择需要复核的交易，点击“复核通过”，进入复核确认页

面，如图：

交易复核查询

客户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交易复核>交易复核查询功

能，选择 “交易日期”默认为当前交易日期,交易日期的取值只能为当前

日期至当前日期前 30天中任一日期，进行复核交易查询。

第一步：客户登录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进入交易复核>交易复

核查询功能，选择 “交易日期”默认为当前交易日期，如图：

第二步：选择对应的查询日期，点击“查询”，查询结果为复核通过

的交易，如图：



平安银行操作手册

82

安全工具变更

对于原注册时使用安全认证工具为Ukey的客户，可通过此功能将

安全认证工具变变更为手机动态验证码。

企业客户通过电商平台会员管理系统，自助服务>安全工具变更功

能，完成手机动态口令和企业账户小额鉴权验证后，完成客户安全工具

变更，由Ukey升级变更为手机动态验证码。

注意:1、如需更改安全工具变更操作时接收手机动态口令的手机号

可通过自助服务>客户信息维护功能对原预留手机号进行修改。2、客户

安全工具由 ukey变更为手机动态口令后，无法再变更回Ukey方式。

第一步：进入安全工具变更页面，在有效时间内输入手机动态口令

（如需变更接收手机动态口令的手机号，可通过自助服务>客户信息维

护功能对原预留手机号先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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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平安银行对企业账户进行一笔小额转款，企业客户通过查

询跨行银行账户收款记录，并回填金额。

第三步：完成验证后，企业安全工具变更成功。退出系统重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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