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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申请表

客户名称 邮寄地址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签约账户

变更类型 开户行 签约帐号

  新增    删除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新增    删除 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员

变更类型 系统管理员

  新增 

  删除
姓名  HSBCnet 

网银登录名

电话  

邮箱  

  新增 

  删除
姓名  HSBCnet 

网银登录名

电话  

邮箱  

  新增 

  删除
姓名  HSBCnet 

网银登录名

电话  

邮箱  

  新增 

  删除
姓名  HSBCnet 

网银登录名

电话  

邮箱  

  新增 

  删除
姓名  HSBCnet 

网银登录名

电话  

邮箱  

  我方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员与HSBCnet汇丰财资网系统管理员一致： 
（注：此选项仅适用于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与HSBCnet汇丰财资网同时开通的客户）

 是（以上表格无需填写）  否（请填写以上表格）

(电子商业汇票系统管理员可通过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客户端自行设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操作员及审批员）

系统管理员授权交易 

  单一控制   双重控制

申领电子商业汇票系统USBkey

我方需申领  个电子商业汇票系统USBkey （注：USBkey用于存放审批员的数字证书，且其仅限审批员使用  。）

银行专用（必填）

客户号码 

HSBCnet 客户代号 

致：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分行 (“贵行”)

日期：  (DDMMYYYY)

 新申请      修改

（该控制仅适用系统管理员的业务管理-授权交易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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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户声明 

我方在此确认我方所提供的上述资料完整、正确，并授权贵行可以通过贵行选择的渠道对此进行核实。 我方希望如上所述申请加入贵行的汇丰
银行电子商业汇票系统或对此前的申请进行变更。

我方确认本申请表包含《汇丰银行电子商业汇票业务条款和条件》（其公布在http://www.hsbc.com.cn上，简称“电子商业汇票条款和条件”）并
且我方受电子商业汇票条款和条件约束，如同电子商业汇票条款和条件已完整地被载于本申请表中。本申请表和电子商业汇票条款和条件共同构
成一份重要协议。

我方已经认真阅读并同意接受《CFCA数字证书服务协议》、《CFCA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以上文件公布在http://www.cfca.com.cn上），同意这
些文件内容构成我方与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我方应根据中金金融认证中心有限公司的指示自行从其网站下载数字证
书。我方确认贵行有权收取和从我方账户中扣除电子商业汇票系统USBkey及数字证书的费用（有关费率及收费周期以贵行不时公布的账户和服
务费率为准）。

签名及/或盖章 签名及/或盖章

我方授权贵行代我方进行如下电子商业汇票系统业务岗位（操作员/审批员）设置：

变更类型 
(仅选择一项)

姓名
HSBCnet 

网银登录名
岗位名称

（可多选，所有岗位均可由系统管理员自行删除或修改）
审批员邮箱地址 

（用于审批员接收下载数字证书凭证的电子邮件）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新增 

 删除  操作员  一级审批员  二级审批员 三级审批员

S.V. 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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