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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客户银期签约、解约、转账方式

个人客户-银期签约、解约

转账方式
银行 银期代码

签约途径 解约途径

银行柜台 网上银行 手机APP 签约是否
需要U盾 银行柜台 网上银行 手机APP

工商银行 11700000 ü ü ü需网银盾 需要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招商银行 660119 ü ü ü 专业版需要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建设银行 038202 ü ü ü 不需要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交通银行 000161 ü ü ü 不需要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农业银行 01960000 ü ü 不支持 需要 ü ü 不支持 柜面/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民生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需要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

光大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不需要 ü ü 不支持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

中信银行 01960000 ü ü 不支持 需要 ü ü 不支持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平安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不需要 ü ü 不支持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

浦发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不需要 ü 不支持 不支持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兴业银行 020006 ü ü ü 不需要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中国银行 00000196 ü ü ü 需要 ü ü 不支持 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需开通电话银行）

银期签约时间：交易日9:00-15:30  20:30-2:30（工行、平安、建行不支持晚上银期绑定）

我司中行、建行是可以在开户时自动关联银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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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客户银期签约、解约、转账方式

                                         法人客户-银期签约 、解约

银期转账方式
银行 银期代码

签约途径 解约途径

银行柜台 网上银行 银行柜台

工商银行 11700000 ü 不支持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招商银行 660119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建设银行 038202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交通银行 000161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农业银行 01960000 ü 不支持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民生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光大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中信银行 01960000 ü 不支持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平安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浦发银行 01960000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法人仅出金）

兴业银行 020006 ü ü ü 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中国银行 00000196 ü ü（需开通投资理财） ü 网上银行/期货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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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入金 出金

出入金时间

早上8:30-下午4:00 早上9:10-下午4:00

晚上8:30-凌晨2:30 每日出金次数5次

次数 无限制
单笔出金限额为可用资金的95%

（可取资金：浮盈不计入，浮亏计入）

额度 无限制 每日出金限额500万元

转账方式 交易系统、柜面划转、电话银行、网上银行 交易系统、手工出金

查询

客户可通过交易系统查询期货账户余额

若客户转账操作失败，可致电客服热线400-820-5060

官网出入金规定



SEPARATOR P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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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支持12家银行银期签约：

入金时间：8:30-16:00，20:30-2:30               出金时间：9:10-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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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 P21

工商银行 P10

建设银行 P34

农业银行 P60

交通银行 P47

民生银行 P68

光大银行 P80

中信银行 P91

平安银行 P101

浦发银行 P110

兴业银行 P120

中国银行 P136



1 1.1 工商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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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银行服务热线：95588工商银行银期签约

工商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工行借记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 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复印件
3、 法人授权委托书；
4、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和《期货经纪合同》原件；
5、 签订由银行提供的《法人客户集中式银期转账业务申请书》；
6、所有材料需加盖公章
7、 携带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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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工
行网点开通网上银行

在期货公司签署《银期
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工商银行个人客户

工行网上银行办理
工行营业网点办理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行卡到工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登录工行网上银行，开通银期转
账业务

工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工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
交易系统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公章到期货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机构代码证复印件、法人公章及与
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行联，到工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机
构代码证复印件、法人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

《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工行柜台开通银
期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银行柜台办理

银期转账业务建立

通过工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期货交易系统进行银
期转账

签署《法人客户集中式银期转账业务申请书》和《中国工
商银行集中式银期转账协议》

登录企业网上银行进
行签约

工行网上银行办理

工商银行法人客户

注：适用账户包括灵通卡、e时代卡、
理财金卡、活期存折、实体II类卡。



1 1.2 工商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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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工商银行首页：

           http://www.icbc.com.cn/icbc/

登陆个人网银账户

需要U盾
1.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开通电子银行的卡，到工

行任意网点申办新U盾/更换损坏U盾（不能代办）。

2. 已开通手机银行/网上银行，携带本人身份证件、

网上银行和手机银行柜面注册卡，到工行网点将安

全介质更换为通用U盾。

（查询本人已办理的安全介质：手机银行“我的账户-更多-

安全介质管理”或“我的-安全中心-更多-安全介质管理”功能

·

·

http://www.icbc.com.cn/icbc/


15

选择【基金.证券.期货】

                  【集中式银期注册】

签订银期签约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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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开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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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2xxxxxxxxxxxxxxx

xxxxxxx

确认开户信息、
                  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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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期货”

登录手机银行（需要U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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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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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银行解约：

u登录手机网银，在搜索栏内输入“期货”关键字；

u选择“期货”—>选择“集中式银期转账注册变更”

u选择需要解约的期货公司—>点击“注销”；

u核对基本资料，信息无误后点击“确定”

 网银解约：

u  选择“网上期货-集中式银期转账-集中式银期转账注册变更”， 点击“注销”按钮。

（如果客户只是变更结算账户，可以通过“变更银行账户”来操作，而不需通过注销后再做注册来操作。）

柜台解约：

u先在期货公司申请注销银期转账，然后在交易日9：00-15：30之间，持有效身份证和办理银期的储蓄

卡或存折，到任一网点注销。（法人客户解约所需携带材料与签约时材料相同）

工行银期解约



2 2.1 招商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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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招行银行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 签署银行提供的《招商银行银期转账业务功能申请表》、《招商银行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期货资金账号；
3、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银行预留印鉴；签署银行提供的《招商银行银期转账业务功能申请表》、《招商银行银
期转账服务协议》；
6、所有材料加盖公章；
7、携带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招商银行银期签约 招商银行服务热线：95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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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持本人身份证到招行网

点开通网上银行

在期货公司签署《银期
转账服务协议》

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招商银行个人客户

招行网上银行办理
招行营业网点办理

客户携带本人身份证、《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行卡到招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登录招行网上银行，开通银期转
账业务

招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招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
系统进行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法人公章到期货公
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机构代码复印件、法人公章及与期
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

行联，到招行柜台开通银期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公司公
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行联，到招行柜台开通银期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招商银行法人客户

招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转账
服务

客户通过招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进行银期转账



2 2.2 招商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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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招商银行首页：

          https://www.cmbchina.com/           

【个人业务】-【投资理财】-【银期转账业务】
           登陆个人网银账号  

注：
大众版：输入一卡通卡号和查询密码，直接登录(不需要UKEY)。
专业版：需要UKEY，须本人带身份证和一卡通到柜台办理，然后在
电脑下载客户端使用。

https://www.cm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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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个人银行

【自助转账】-【银期转账】
           
         【建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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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同意协议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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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协议信息

✔ ✔

期货资金账号

期货资金密码

银行卡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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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期货资金账号

资金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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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企业网银签约

1.  经办用户登录企业网银，点击"投资理财-银期转账-经办";

（若没有“投资理财”，需管理员开通改功能或设置业务模式权限：由管理员通过“系

统管理-业务模式管理-网银业务模式”(11.2.0.5及以上版本路径“网银设置-业务模式管

理-网银业务模式”)查看。

2.  选择模式、账号、业务类型，输入相应的金额，点击"经办"∶（办理"保证金转活期"

时，需要您输入保证金密码，密码是建立银期转账关系时设置的）

3. 经办成功后，审批用户登录网银，点击"投资理财-银期转账-审批"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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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行APP解约：

u 登录手机银行后，点击【理财→银证期转账→银期转账→协议管理】进行取消银期转账功能。

网银解约：

u 选择菜单“一卡通—投资理财—期货—银期转账”；

u 点击协议管理里的“取消”按钮；

u 按照对话框提示进行相关信息的录入后点击“取消协议”；

u 确认信息无误后点“确定”；

u 银期取消成功。

柜台解约：

u 个人解约：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银行卡

u 法人解约：携带企业营业执照正本原件、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注：客户申请取消银期转账关系，申请当日必须未发生银期转账交易。

招行银期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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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商银行办理银期签约时，还需单独开通“期货端转账控制权限”，否则客户将
无法通过期货交易软件进行转账，如客户签约时未进行选择的，可通过如下途径
开通“期货端转账控制权限”：

1、银行柜面：客户本人填写《招商银行银期转账业务期货端转账控制功能申请
表》，并提交本人一卡通和有效身份证件原件。

2、网上个人银行专业版菜单：一卡通→投资管理→期货→银期转账→期货端转
账控制

3、网上个人银行大众版菜单：自助转账→银期转账→期货端转账控制

4、手机银行：我的一卡通→自助转账→证券期现货转账→银期转账→期货端转
账控制 或我的一卡通→投资管理→证券期现货转账→银期转账→期货端转账控
制

招商银行特别提示

无法实现期货端出入金：
在银期绑定成功后，选择选择【理财】-【证券期现货】-【银期转账】，点击
“期货端转账控制”，勾选“期货端活期转保证金”和“期货端保证金转活期”
后，点击“修改”后即可完成设置。



3 3.1 建设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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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建行借记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 签订由银行提供的《银期直通车业务协议书（个人投资者）》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和经办人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盖公章）
2、银行结算账号 
3、已加盖公章和预留印鉴的《银期直通车业务（开通／取消）申请表》
4、机构投资者和期货公司已签章的《银期直通车业务协议书（机构投资者用）》
5、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6、已签好的《银期直通车业务（开通／取消）申请表》和《银期直通车业务协议书》
7、营业执照正本及复印件（盖公章）
8、所有材料加盖公章
9、携带公章财务章法人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建设银行银期签约 建设银行服务热线：95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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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签
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或活期存折），
到建行网点开通“个人网上银行”功能

建设银行个人客户

建行网上银行办理建行营业网点办理

持本人有效身份、银行卡与期货公司签署的
《银期转账服务协议》，到建行网点签署

《建行银期直通车业务协议书》，验证客户
资金密码和银行密码 登录建行网上银行，进行“银期直通车签约”

的操作，验证客户资金密码、交易密码

客户通过建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
交易系统进行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期直通车业务协议（机构投资者
使用）》、《建行银期直通车业务申

请表（法人）》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
公章到期货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期直通车业务协议（机构投资者使用）》、
《建行银期直通车业务申请表（法人）》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行
政公章和预留印鉴）、法人机构代码复印件、
公章及与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银行联、《建行银期直通车业务申请表
（法人）》到建行网点办理银期直通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行政公章和预留印鉴）、
法人机构代码复印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

协议》银行联，到建行柜台开通银期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建设银行法人客户

建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直通车业务

客户通过建行网上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系统进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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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设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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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建设银行首页：

           http://www.ccb.com/

  登陆个人网银账号 

电脑网银登录需要U盾             

http://www.ccb.com/cn/home/indexv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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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银期直通车】-

        【银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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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期货公司

           点击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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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账号

期货资金密码

填写期货资金账户信息

                 为必填/必选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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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期货资金账户信息

        选择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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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金账号

资金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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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机构客户银期签约

插入网银盾-菜单栏-服务管理-流程管理-自定义流程-业务类型为投资理财-按照页面提示设置流程；

回到主菜单-投资理财-期货业务 -银期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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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货交易日的8:30-16:00选择以下方式：

1、登录手机银行：点击“投资理财—全部投资产品（或“全部投资理财”）—其他—银期直通车—银期管

理—解约”根据页面提示操作。

网银解约：

1、选择“投资理财 - 银期直通车 - 银期管理”；

2、选择需要做银期解约的银行卡，再点击“取消银期”；

3、进入取消界面，输入期货资金密码，点“确定”后，弹出选择数字证书输入证书密码确定即可。

柜台解约：

1、个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银行卡（法人客户解约所需携带材料与签约时相同）

如当日有交易（包括预约交易），或存在欠费，则不能解约。

建行银期解约



4 4.1 交通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47



48

交通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交行借记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 签订由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2、 加盖公章和预留印鉴的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3、 法人授权委托书
4、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5、 签订由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6、所有材料加盖公章
7、 需携带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交通银行银期签约   银行服务热线：95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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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交行营业网点开通
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携带本人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交通银行个人客户

交行网上银行办理交行营业网点办理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与期货公司签
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联，到交

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登录交行网上银行，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交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
交易系统进行转账

在期货公司营业网点签
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法人公章到期货公
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复印
件、机构代码复印件、法人公章及与期
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

行联，到交行柜台开通银期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司
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公司公
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银行联，到交行柜台开通银期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交通银行法人客户

交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转账
服务

客户通过交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进行银期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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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交通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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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交通银行官网：

http://www.bankcomm.com/

  登陆个人网银账号

            不需要U盾  

1. 可通过手机银行扫二维码登录或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完成登录进
行银期签约。

2. 若持有USBKey（设备上有usb插口），可选择”证书登录“按
钮，输入usbkey密码即可完成登录。

http://www.ab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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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证券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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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选【银期转账】 

         -【银期转账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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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填写银期转账签约     

资金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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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确认签约流程 

        填写资金密码与交易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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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行机构客户银期签约

       需要录入员完成签约信息录入提交后，授权人再做授权通过处理。

具体操作如下：

u录入人操作步骤：

登录企业网银-配置服务区-集中签约-银期转账签约-银期转账签约申请

   （填写期货资金账号、选择期货公司、选择证件类型、输入组织机构代码证、输入联系电话、设置限额、同意协

议、点击提交）。

u授权人操作步骤：

登录企业网银-配置服务区-集中签约-银期转账签约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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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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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银行解约：

u通过手机银行“左上角三条横杠 - 设置 - 业务开通/关闭 - 银期转账开通/关闭”菜单撤销银期转账协议。

网银解约：

u点击“证券期货 - 银期转账 - 客户签约信息维护” ，点击撤销按钮即可关闭银期转账功能。

（如签约了多个期货账户，关闭某一账户不影响其他未关闭的期货账户操作银期转账。）

柜台解约：

个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太平洋借记卡到营业网点办理解约。（法人客户解约所需携带材料与签约时相同）

如当日有交易，则不能解约。

交行银期解约



5 5.1 农业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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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农行借记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 签订由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经办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与复印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法人授权委托书
4、单位借记卡及对公结算账户账号
5、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6、签订由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及业务申请表
7、所有材料加盖公章
8、携带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农业银行银期签约 农业银行服务热线：95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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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期货公司签署《银期
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身份证、银行卡、与期货公司签订的《银期
转账服务协议》、银行卡到农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

转账业务

农业银行个人客户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

农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农行网上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系统进行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到期
货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行
政公章和预留印鉴）、法人机构代码复印件、
《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农行网点办

理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原件及加盖公章
的复印件或企业代码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
件、单位法定代表人授权书、法定代表人身份
证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与期货公司签署的

《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农行柜台开
通银期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农业银行法人客户

农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转账服务

客户通过农行网上银行、柜台进行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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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农业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流程图（手机银行暂不支持）



64

登录农业银行官网：

http://www.abchina.com/cn/

  登陆个人网银账号 
          要用k宝登录哦~             

http://www.ab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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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投资】-【证券期货】    

         -【银期转账】            

   【签约管理】-选择银行账户-

        【银期转账自助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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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账号

✔

资金密码

   自助签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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柜台解约：

1.  个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借记卡或卡号到营业网点办理解约。

2.  机构客户需提供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单位借记卡、卡号或对公结算账户账号，到开户柜台填写《业务

申请表》，并加盖公章。

农行银期解约



6 6.1 民生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68



69

民生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银行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 到银行柜台签署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
3、加盖客户公章和预留印鉴的银期转账业务开通申请表；
4、双方已盖章签字的《中国民生银行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5、提供客户银期转账银行结算账户；
6、期货资金账号；
7、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9、所有材料加盖公章
10、携带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民生银行银期签约 民生服务热线：9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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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
到期货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机构
代码证原件、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

《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联，到民生银行网
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机构代码证原件、公
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银行联，到民生银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

账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民生银行法人客户

签署《中国民生银行集中式银期转账协议》，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通过民生银行网上银行、柜台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民生银行营业网点开
通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民生银行个人客户

民生银行网上银行办理民生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登录民生银行网上银行，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建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
交易系统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民生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民生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
期转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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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民生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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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民生银行官网：

http://www.cmbc.com.cn/

 【网上银行登录】-【个人网上银行 】 

签约交易需要使用安全工具，U盾/动态令牌+交易密码

http://www.cmbc.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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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财】-【银期直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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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签约期货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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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账号

    填写签约流程

          选择【签约账号】

                 【币种】

                 【期货公司】

                 【资金账号】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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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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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银行解约：

u登录手机银行，点击“全部 - 银证银期 - 银期直通车”，出现已签约期货公司的账号名称，直接点击“解约”，

在期货公司解约界面中输入期货公司资金账户密码并按确认进行解约操作。

网银解约：

u登录个人网银首页，点击菜单“理财 - 银期直通车 - 签约管理”，在此页面中，可看到之前已签约的记录，在

某条签约信息右方点击“解约”按钮，进入确认解约信息页，点击“提交”进入解约结果页。

柜台解约：

u个人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银行卡到营业网点办理解约。（法人客户解约所需携带材料与签约时相同）

民生个人银期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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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网银操作员登陆后在页面上方选择【投资理财】，点击【银期直通车】下拉菜单选择银期签约，点击橙色【签约】
按钮开始制单。

u 在右边签约账号下拉框中选择需要签约的账号，期货公司代码和名称下拉框中选择要签约的期货公司，在客户类
型下拉框中选择对应的机构，在期货公司开户证件下拉框中选择营业执照，在国籍下拉框中选择中国，在期货资
金账号框中输入账号，在期货资金密码框中输入密码，最后在我已阅读前方框中打勾，然后选择下一步。

u 在银期签约信息页面确认后选择【提交】按钮。

u 提交后显示提交成功页面，通知审批人并且确认。

u 管理员登陆后在上方菜单中选择【审批】，在左侧审批事项中选择【待办事宜】，在右侧页面【您要查询的凭证
属于】中选择本人审批，在【按制单日期范围查询】中输入日期查询签约制单，点击查询后显示需要审批的制单
信息，同意然后点击【下一步】。

u 页面显示待办事宜：结果为审批同意成功，最后点击【返回】。

民生银行机构客户网银银期签约



7 7.1 光大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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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光大银行卡
3.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到银行柜台签署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2、期货资金账号； 
3、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正副本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加盖公章））
5、加盖公章和预留印鉴的《银期转账业务开通申请书》和《银期转账业务协议》；
6、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
7、携带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光大银行银期签约 光大服务热线：95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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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
到期货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
证、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光大银行网点柜台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公司公章及
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
联，到光大银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光大银行法人客户

光大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
转账业务

通过光大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光大银行营业网点开
通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光大银行个人客户

光大银行网上银行办理光大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登录光大银行网上银行，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光大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系统进
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光大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光大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
期转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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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光大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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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光大银行官网：

http://www.cebbank.com/

 个人网银登录
需提前开通网银对外转账功能（需携带身份
证银行卡前往柜台办理）

Q：不知自己的卡是否已经开通对外转账功能？
A：可以通过个人网银右上角-网银设置-网银
安全设置-对外转账功能查询是否已经开通

http://www.ceb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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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理财】-【银期转账】

         -【账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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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签约银期转账】       



87

    签约银期转账流程

               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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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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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大银行银期解约

网银解约：

u  登录光大个人网银-投资理财-银期转账-“解约”栏目办理

柜台解约：

u个人客户不允许代办，携带本人身份证，到柜台填写申请书，签字确认解约。

u法人客户所需材料与签约材料相同（若机构客户为光大银行托管客户，提供托管部门的相关

授权书、托管业务代理人提供有效身份证及复印件，办理银期转账销户业务）

暂不支持手机银行解约。



8 8.1 中信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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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银行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和资金密码
4、 签署由银行提供的《中信银行全国银期转账业务服务协议》、
《中信银行全国银期转账业务开通申请表》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副本原件及复印件；
3、企业预留印鉴的《期货经纪合同》、期货资金账号和期货资金密码；
4、填写由银行提供的《中信银行全国银期转账业务服务协议》、《中信银行全国银期转
账业务开通申请表》；
5、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6、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
7、携带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中信银行银期签约 中信服务热线：95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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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
到期货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
证、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中信银行网点柜台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法人公章及
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
联，到中信银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中信银行法人客户

中信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
转账业务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柜台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登录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中信银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
系统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中信银行营业网点开
通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中信银行个人客户

中信银行网上银行办理中信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中信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中信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
期转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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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中信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流程图（手机银行暂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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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中信银行官网：

https://www.citicbank.com/

 个人网银登录

https://www.citicban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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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择【投资理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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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理财】

         下选【客户签约】

      

       



98

   勾选本人已阅读

         并同意进入下一流程      

       



99

    填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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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银行银期解约

网银解约：

u  登录中信银行个人网银 - 投资理财 - 银期转账 -“解约”办理

柜台解约：

u个人客户携带本人身份证和银行卡，到柜台解约。

u法人客户所需材料与签约材料相同。



9 9.1 平安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101



102

平安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银行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和资金密码
4、 签署由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法人及经办人身份证及复印件；
3、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正本或副本；
4、期货公司资金账号和资金密码；
5、签订由银行提供的银期转账协议
6、所有材料需加盖公章
7、携带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平安银行银期签约 平安服务热线：95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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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
到期货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
证、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平安银行网点柜台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组织机构
代码证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

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法人章、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平安银行网点柜台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平安银行法人客户

平安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
转账业务

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系统进
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平安银行营业网点开
通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平安银行个人客户

平安银行网上银行办理平安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登录平安银行网上银行，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平安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系统进
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平安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平安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
期转账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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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平安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手机APP流程图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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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bank.ping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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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账户管理】

         点击 “账户管理”

      

       

   期货存管签约      

       



107

   确认签约信息

        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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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期货

平安银行银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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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银行银期解约

网银解约：

u  登录平安个人网银 - 账户管理 - 银期转账 -“解约”栏目办理

柜台解约：

u个人客户携带本人身份证与银行卡解约。

u法人客户所需材料与签约材料相同。



1010.1 浦发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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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法人仅出金）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浦发银行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4、 到银行柜台签署银行提供的《浦发银行银期转账业务功能申请表》、《浦发银行银期
转账服务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2、期货资金账号； 
3、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5、签署银行提供的《浦发银行银期转账业务功能申请表》、《浦发银行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银行提供）；
6、所有资料均需加盖公章
7、携带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浦发银行银期签约 浦发服务热线：9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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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
到期货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原件、机构
代码证、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
转账服务协议》银行联，到浦发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证、法人公章及
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银行
联，到浦发银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浦发银行法人客户

签署《银期转账协议》，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柜台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浦发银行营业网点开
通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浦发银行个人客户

浦发银行网上银行办理浦发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登录浦发银行网上银行，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浦发银行网上银行和期货交易系统进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浦发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浦发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
期转账业务



10 10.2 浦发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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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对于已取得期货公司期货资金账户的个人客户，可通过个人网银、手机银行或网点办理期货保证金存管业务签约开户。

网上银行菜单：投资理财＞股票与期货＞签约开户＞服务商类型选“期货”，查询到相关期货公司后，点击签约。

手机银行菜单：您可以登录手机银行APP，搜索关键字“证券期货”，点击大宗商品签约，选择新增银期签约。

l 对于未取得期货公司期货资金账户的客户，可以登录手机银行APP，搜索关键字“证券期货”，点击期货开户，即可申

请开通指定期货公司期货资金账号。

u 对于已在本行开立单位银行结算账户的公司客户，可通过公司网银或开户网点办理银期转账功能的开通。

A、公司网银菜单：同业市场>银衍转账>签约开户，点击进入“签约开户”界面进行签约。若交易需要授权，则授权后才生

效，未授权交易不会生效。

B、通过开户网点办理需提供以下资料：

①营业执照正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③非法定代表人前来办理时，还应出具《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经办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浦发银行银期签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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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浦发银行首页：

https://www.spdb.com.cn/

登陆个人网银账户

可以手机扫码快速登陆哦~

https://www.spdb.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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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网银激活

【投资理财】-【股票与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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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约开户
选择服务商
01960000

填写签约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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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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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发银行银期解约

浦发目前只支持柜台解约：

u个人客户通过浦发网点柜面渠道发起解约申请，本人凭有效身份证件、银行卡，并填写申请

表进行解约操作。

u法人客户解约所需材料与签约材料相同。

不能在解约当日用相同的期货资金账号进行签约，需要在下一交易日。



1111.1 兴业银行银期签
约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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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
机构：柜面/网上银行/期货端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 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 银行卡
3、 期货公司资金账号和资金密码
4、 签署由银行提供的两方协议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法人及经办人身份证明文件；
3、营业执照（三证合一）正本或副本；
4、携带公司公章；
5、期货公司资金账号和资金密码；
6、签订由银行提供的银期转账协议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兴业银行银期签约 兴业银行服务热线：95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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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

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
到期货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营业执照副本、机构代码
证、公司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兴业银行网点柜台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有效身份证复
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

书、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法人公章及与期货公司签署的《银期转账服务
协议》银行联，到兴业银行网点柜台开通银期

转账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兴业银行法人客户

兴业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
转账业务

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期货交易系统进
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兴业银行营业网点开
通网上银行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到期货公司开户

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
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兴业银行个人客户

兴业银行网上银行办理兴业银行营业网点办理

登录兴业银行网上银行，开通
银期转账业务

客户通过兴业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交易系统进
行银期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银期转账
服务协议》银行联，到兴业银行网点柜台

开通银期转账业务

兴业银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
期转账业务

签署《法人客户集中式银期转账
业务申请书》和《中国兴业银行

集中式银期转账协议》

签署《法人客户集中式银期转
账业务申请书》和《中国兴业
银行集中式银期转账协议》



1111.2 兴业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与机构网上银行、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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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兴业银行首页：
https://www.cib.com.cn/

选择个人网银登陆

个人网上银行银期签约

https://www.cib.com.cn/cn/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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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理财】-【期货】-【银期业务】-【签约管理】-【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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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

选择【期货公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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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

填写签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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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网上银行银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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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银期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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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手机号码

中州期货

填写地址

填写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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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银期解约

手机银行解约：

u登录手机银行，点击投资理财 - 期货 - 银期业务 - 签约管理 - 解约

网银解约：

u登录网银，点击投资理财 - 期货 - 银期业务 - 签约管理 - 解约

柜台解约：

u个人客户本人携带身份证以及银行卡到柜面申请解约。

u法人客户解约所需材料与签约材料相同。



1212.1 中国银行银期签约
办理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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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银行银期指南一览表
银期签约方式 个人客户：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开户行柜面

机构客户：开户行柜面

资金划转方式 个人：柜面/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期货端（需要开通电话银行）
机构：网上银行/期货端（需要开通电话银行）

个人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
2、已开通电话银行功能的中行借记卡
3、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机构客户银行柜台签约所需资料 1、加盖企业公章的法人授权书；
2、经办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盖公章）；
3、法人身份证明文件及复印件（盖公章）；
4、营业执照（正、副本均可 复印件盖公章）；
5、携带公司公章法人章财务章；
6、期货公司资金账号；
7、签订由银行提供的银期转账协议
*建议机构客户办理业务前电话联系开户的业务网点，确认需要携带的资料 

中国银行银期签约 中国银行服务热线：95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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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公章到期货
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人公章到期
货公司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法人机构代码原件及复印
件、法人公章到中行网点办理银期转账业务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机构组织机构代码原件及
复印件、法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
复印件及法人公章到中行网点柜台办理银期转

帐业务  

银行柜台办理

法定代表人本人办理 授权代理人办理

中国银行法人客户

中行验证客户期货资金密码，开通银期转账服务

客户通过中行网上银行进行转账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中国银行网
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验证客户

资金密码和银行密码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公司开
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期货
公司开户网点签署《银期转账服务

协议》

持本人有效身份证、银行卡到中国银行
网点开通个人"网上银行"功能

中国银行个人客户

中行网上银行办理中行营业网点办理

登录中行网上银行，进行"银期转帐签的"，
验证客户资金密码、交易密码等，并开通

电话银行业务

客户通过中行电话银行、网上银行、银行柜台和期货
交易系统进行转账



1212.2 中国银行银期签约
                   个人网上银行与个人手机银行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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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中国银行首页：
           https://www.boc.cn/

个人客户网银登陆

https://www.bo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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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客户网银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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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期转账】-【客户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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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阅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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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签约信息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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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签约信息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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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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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期转账解约可以在中行营业网点、中行个人网上银行办理。

1、中行柜台：持有效证件（个人客户：身份证明文件；机构客户：经办人员身份证、法人授权书、

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至中行柜台申请解约。

2、个人网上银行自助解约：点击网银中证券期货 - 银期转账 - 客户解约，选择保证金账号并填写密

码后，点击下一步，按照页面提示操作即可解约，解约操作时不验证电子银行安全认证工具。

中行银期解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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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中行银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1）个人户办理时必需开通电话银行业务，才能正常银期转账。

（2）通过网上银行建立银期关系，仍需开通电话银行业务，才能进行银期转账。

（3）银转期需要输入电话银行密码。

（4）开个人户时必需使用银行卡不支持存折，否则无法办理。

（5）中行法人户在我司之前已经开通银期，当时签约时选择的是“其他证件”，近期中行银行端已经修改签约

证件类型，故需要修改在我司登记的签约证件类型。



SEPARATOR PAGE

03银期常见问题

若有银期相关疑问，可联系财务部-刘梦璇、叶缘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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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银期转账收费吗？
      银期转账不收取手续费。
2.银期转账每天有次数限制吗？
      每个资金账户每天银期转账的次数为5次，限额是500万，如果超过次数或者金额需要联系期货公司放开银期转账次数和金额的限制。
3.异地银行卡可以办理银期签约吗？
      可以，银期签约包括后续银期转账都不受银行卡开户地与期货开户所在地的影响。
4.银期转账需要验证哪些密码？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银期转账：农行入金需要验证银行卡取款密码；其他银行入金仅验证资金密码；所有银行出金均需要验证资金密码。

5.同一张银行卡可以绑定几个期货账户？
      同一张银行卡支持绑定多个期货账户。比如马先生已经用工商银行的一张银行卡在A期货公司绑定期货账户，他还可以用此卡在中州期
货再绑定一个期货账户，之后也可以再在B期货公司绑定期货账户。
6.在同一家银行拥有多张银行卡可以支持几张卡绑定期货账户？
      在同一家银行卡拥有多张银行卡，只有一张主卡能绑定期货账户。比如马先生在工商银行有两张银行卡，但他只能选择其中一张工行卡
作为主卡绑定期货账户，进行银期签约。         
7.一个期货账户能绑定几张银行卡？
      一个期货账户可以绑定多张银行卡。比如马先生要在中州期货开立期货账户，他可以用期货账户绑定不同银行的银行卡，但是同一银行
只能用一张银行卡绑定期货账户。
8.办理银期签约的时候提示：期货公司已签退？
      银期签约的业务办理时间有时间限制，出现已签退界面说明已经超过了银期签约时间。
      银期签约时间为：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9：00-15：30
                                     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外）20：30-次日2：30

9.期货账户如何新增或更换已绑定的银行卡？
       若绑定或更换的银行卡属于同一家银行，进行如下操作：
（1）解除原来银行卡的银期关系。
（2）重新绑定另一张银行卡建立银期关系。
       若绑定或更换的银行卡不属于同一家银行，进行如下操作：
（1）直接绑定新的银行卡。签约流程详解请见"银期转账流程图”
（2）注销原银行卡的银期关系，再绑定新的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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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农行转账失败显示“密码锁定状态”？

      密码输错三次卡片已被锁住，需要携带身份证去银行柜台解锁。

11.在农行柜台连接银期时显示“报文错误”怎么办？

      客户的资金密码输入错误，需客户核实密码，重新输入。

12.中信网银银期签约输入U盾密码时，提示“调用加密平台国密加密交易密码出错”？

      需要确认密码的格式或长度是否输入规范；确认您安全控件是否为最新版本，若非最新版本，请您通过控制面板卸载，通过下载中心重
新下载安装；清除浏览器缓存，使用网银时，确保您只打开了一个页面，打开多个页面也会造成此问题。

13.工行出入金时提示“银行主机系统错误”，是怎么回事？

     请客户核实卡的类型（二类卡有转账限额）、银行卡状态、银行卡的信息是否为空、证件是否过期。

14.工行签约不成功错误代码：H1302，是什么原因？

     客户办理银行卡上传的信息不合规，需要客户前往银行柜台办理。

15.个人客户工行网上银行签约银期，提示“非本地区账户不能做本交易”？

     在我公司登记的工行结算账户没有开通网银，在网上银行开通银期时使用的是另一张已开通网银的工行卡。

16.工行银期签约报错，错误代码H2012，此期货公司账号在此期货公司已开户，是什么原因？

     客户银期已建立成功，或者客户新增银期时，需要先销掉旧的银期关系。

17.工行提示“信息代码：H1099，交易市场返回失败，未找到【null】客户信息。”

     客户的交易账户填写错误。

18.工行提示信息代码H2207，交易市场未签到。

     可能是未在规定时间内办理网银业务，如果遇到工行系统故障，也会出现该提示。

19.中国银行银期网上签约时提示：前置机发送期货公司失败或与期货公司通信中断？

     银行端与期货公司网络不通畅造成的，稍后重试或更换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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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5062
原因：银行业务密码未初始化
处理：去银行柜台初始化

错误：995097
原因：银行卡状态有问题
处理：去银行柜台处理

错误：BERR,（EICSE0022）PIN（密码）验证失败，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密码输入错误

错误：机构户账号签约，提示CTP：证件号码或类型错误，证件类型为其他证件
原因：与投资者个性信息维护表中证件类型不符，此表证件类型为其他证件，可能与三证合一有关。
处理：联系客服修改投资者个性信息维护，证件类型由“营业执照”改为“其他证件”。

错误：5009，密码信息非法，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密码输入错误

错误：5009，对公客户业务密码不符，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密码输入错误

错误：4943，KMC加密错误
原因：银行卡密码错误，有可能是输错了，有可能是格式不对，期货端入金银行密码必须是连续的数字，符号和字母不行。

错误：BERR,（EABIS1471）卡状态不符，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卡状态有问题
处理：去银行柜台处理

错误：991260，交易行非开户行，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要去柜台做一个“对公户密码管理”才行，具体去银行柜台咨询
处理：去银行开户行柜台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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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0998：交易失败；由于系统或网络不稳定等原因，动账类交易的最终状态请通过明细查询进行确认，避免重复转账。

原因：1.期货资金密码输错，银期绑定时会让填写两个密码，银行卡取款密码与期货资金密码；

             2.银行卡的取款密码被锁定，无法通过网银办理相关业务。

处理：带上身份证及银行卡，前往农业银行的任意网点柜台解除锁定即可。到农行柜台也是能完成期货账户的绑定的，只需身份证跟银行卡即可，无需期货公司提供纸质资料。

             解除密码锁定的同时让银行柜台一起完成银期绑定操作，更加简单快捷。

错误：重复提交表单或页面已过期

原因：未通过农行K宝登录网银，无法进行银期签约

处理：带好身份证和银行卡，前往农行网点柜台申请网银K宝后登录网银签约；或直接在柜台办理银期签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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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E8199卡有效期已过，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卡过期

处理：去银行柜台处理

错误：ECR35，密码交易次数超限，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卡密码输错3次，银行卡锁定

处理：去银行柜台解锁

错误：E4500，账户控制状态不允许支取，未定义该错误

原因：银行卡状态有问题

处理：去银行柜台处理



156

中州期货有限公司
地  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民生路1299号丁香国际西塔1502室
电  话： 400-820-5060         网  址： WWW.ZZFC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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