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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什么是『汇丰中国企业服务』？ 

『汇丰中国企业服务』是汇丰银行中国推出的官方微信服务号，为银行的企业客户

提供 7х24 在线服务，包括余额查询、交易提醒、银企对账电子回函以及智能金融

服务助手等。 

 

2. 『汇丰中国企业服务』微信服务号目前有哪些功能？  

1) 推送消息，包括： 

 市场资讯和活动信息 

 在汇丰财资网设置并触发的以下通知*： 

o 付款状态通知（包括：付款授权提示、付款状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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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付款授权核查通知 

o 账户变动提醒（包括：交易余额提醒、进账通知、出账通知） 

o 贸易服务通知（包括：贸易服务提示、保函提示、备用信用证提示） 

o 外汇交易状态通知 

o 请求状态通知（包括：信息中心授权警告、信息中心状态提示） 

o 文件处理状态通知（包括：文件级授权提示、文件状态提示） 

o 授权管理通知 

o 帐户资料变更通知（包括：档案变更、用户管理变更提示） 

 银企对账提醒
*
 

 定向推送的服务消息
*
 

2）菜单功能，包括： 

 用户绑定（或解绑） –用户输入汇丰财资网『用户名』，『安全码』，『密码』，

『提示问题的答案』完成绑定； 

 余额查询* –用户可查询该用户的汇丰财资网项下的前 10 个活期账户余额信

息，如希望查看全部账户信息，可以点击该消息 前往汇丰财资网移动端查看； 

 银企对账电子回函
*
 –用户可以在线提交银企对账结果以确认相应月份的账单

所列示的所有账户的交易记录和余额准确无误，如已通过微信确认对账结果，无

需再以纸质回函或电话确认； 

 交易授权 –用户点击菜单中该选项，跳转到汇丰财资网移动端，登录后进行后

续交易授权操作； 

 联系客户经理* –用户可查看其公司的客户经理的电话，邮件地址，所属分行

的地址，在微信中点击电话或邮件地址直接拨打电话和发邮件给客户经理； 

 手机银行下载 –用户点击菜单中该选项，直接跳转到手机应用中心的下载页

面； 

 智能客服(“问小汇”) –用户直接在微信对话框中输入问题，智能客服实时回

答； 

 营业网点 –用户可以搜索我行工商金融业务的分支行网点，查看地址和地图

定位； 

 最新资讯 –用户点击菜单中该选项，查询我行发布的最新公告资讯和活动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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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工具 –用户点击菜单中该选项查看存款利率、外汇汇率和贸易文件追踪

器； 

 汇丰营商汇 –用户点击菜单中该选项，跳转到“汇丰营商汇”网站登录页面进

行后续操作。 

标注“*”的功能为完成财资网用户绑定后可使用的功能 

 

3. 如何启用『汇丰中国企业服务』？ 

答：搜索微信公众号“汇丰中国企业服务”，关注服务号后即可使用智能客服（“问

小汇”），营业网点，最新资讯，在线工具，汇丰营商汇以及手机银行下载等基本

服务功能。汇丰财资网用户完成绑定后即可进行余额查询，交易提醒，银企对账以

及联系客户经理等服务。 

 

若贵公司已是汇丰财资网的用户，并已同意开通汇丰中国企业微信服务，则可直接

进行绑定。若贵公司尚未同意开通汇丰中国企业微信服务，可联系客户经理或环球

资金管理部客户服务经理提交开通申请。 

 

4. 微信服务号支持何种语言？ 

目前微信服务号支持中文服务。 

 

5. 绑定成功后的用户是否可以与微信服务号解除绑定？ 

对于已经绑定成功的财资网用户，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解除绑定： 

1） 取消关注微信服务号 

2） 在微信服务号的对话框中输入‘jcbd’ 

3） 联系公司汇丰财资网的系统管理员，管理员在微信服务号的对话框中输入

‘jcbd+汇丰财资网用户名’, 例如 ‘jcbd+us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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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公司是否可以查到名下有哪些汇丰财资网用户绑定了微信服务号？ 

贵公司的汇丰财资网系统管理员可以在微信服务号的对话框中输入‘cxbd’进行 查

询，在对话框内会显示贵公司名下已经与微信服务号绑定的汇丰财资网用户。 

 

7. 一个汇丰财资网用户可以与多个微信用户绑定吗？ 

一个汇丰财资网用户只能与一个微信用户绑定。当一个汇丰财资网用户与另一个微

信用户重新绑定时，该财资网用户与之前的微信用户之间的绑定将会被自动解除。 

   

8. 如果汇丰财资网用户的权限被删除或不能正常登录，是否还能使

用汇丰中国企业微信服务? 

微信服务号中不需要绑定汇丰财资网用户的服务可以继续使用，例如汇丰银行手机

银行下载、查看最新资讯和营业网点、使用在线工具、与汇丰企业服务智能金融助

手‘小汇’直接交流。 

但是微信服务号中需要绑定财资网用户后方可使用的服务，例如余额查询、银企对

账电子回函等将无法继续使用。 

 

9. 微信服务号有最低系统配置要求吗？ 

有最低配置要求。使用 Android 系统的用户需更新至 Android 4.1 及以上版本，使

用 iOS 操作系统的用户需更新至 iOS 8.0 及以上版本。 

 

10. 汇丰财资网用户绑定微信服务的步骤: 

1. 绑定所需信息 

在开始绑定前，您需准备一下三项信息： 

1) 您的汇丰财资网用户名 

2) 安全密码器生成的安全码 

3) 提示问题的答案和密码（如忘记，请用电脑登录汇丰财资网，在以下页

面重置） 

登入汇丰财资网后相关的操作步骤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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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绑定所需信息 

第一步：开始绑定并接受条款 

  

第二步：根据提示输入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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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完成绑定，回到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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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如何在汇丰财资网上重置提示问题答案或密码？ 

答：用电脑登录汇丰财资网后根据以下操作步骤及示例图完成重置（重置后的密码

和提示问题的答案即时生效） 

1. 点击页面右上角您自己的用户名 

2. 选择“安全细节”进入重置页面 

3. 在该页面中完成密码重置 

4. 在该页面中完成提示信息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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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完成微信绑定后就可以收到交易提醒等提醒消息了吗？ 

如果想在微信上收到来自汇丰财资网的提醒消息，在完成微信绑定后还需回到汇丰

财资网上设定“计划提示”。具体操作如下： 

1) 建立计划提示–根据您使用的汇丰财资网版本，有以下不同的步骤。若找不

到“客户提示”选项，请联系公司的汇丰财资网系统管理员 添加该选项，

具体添加步骤可参照以下步骤“7）”。 

a) 如果您使用的是汇丰财资网（标准版），请登录后参照以下步骤操作：  

 

b) 如果您使用的是汇丰财资网（商业版），请登录后参照以下步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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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设置提示：以设置账户交易提醒为例，如下： 

 

3) 按需求在以下页面设定提示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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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选择要设定提醒的账号： 

 

5) 选择接收人和通知方式，用户如勾选“电子邮件”为通知方式，则将会收到

电子邮件提醒，同时也开启了微信服务号中的提醒服务。用户如勾选“短信”

为通知方式，则将会收到短信提醒，同时也开启了微信服务号中的提醒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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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确认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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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若用户登录财资网后没有『客户提示』选项，公司的财资网管理员可通过以

下步骤为用户添加： 

i. 登录汇丰财资网后找到『用户管理』功能： 

（使用汇丰财资网（标准版）的用户请看下图） 

 

（使用汇丰财资网（商业版）的用户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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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选择『修改用户访问级别』： 

 

iii. 搜索用户名： 

 

iv. 在『普通服务』部分找到『用户提示』并点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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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勾选『提示工具』复选框并确认，如需另一个管理员批复的话，请联系

相应的管理员进行批复： 

 

 

13. 如何限制特定的汇丰财资网用户绑定微信? 

该项操作需由汇丰财资网系统管理员完成。管理员可通过汇丰财资网的『修改用户

访问级别”功能来设定汇丰财资网用户与微信绑定的权限，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汇丰财资网后找到『用户管理』功能 

（使用汇丰财资网（标准版）的用户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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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汇丰财资网（商业版）的用户请看下图） 

 

 

2. 选择『修改用户访问级别』：  

 

3. 搜索用户名： 



 

PUBLIC  

 

4. 在『普通服务』部分找到『微信』并点开： 

 

5. 在『微信服务权限』里， 『限制微信绑定』复选框默认选项为“未勾选”， 表

示该汇丰财资网用户可以与微信服务号进行绑定。如要限制该用户绑定微信，

则勾选该复选框, 如需另一个管理员批复的话，请联系相应的管理员进行批复： 



 

PUBLIC  

 

 

14. 如何授权汇丰财资网用户通过微信提交银企对账电子回函? 

该项操作需由汇丰财资网系统管理员完成。管理员可通过汇丰财资网的『修改用户

访问级别』功能来设定某个汇丰财资网用户可通过微信服务号提交银企对账电子回

函，具体操作如下： 

1) 登录汇丰财资网后找到『用户管理』功能 

（使用汇丰财资网（标准版）的用户请看下图） 

 

（使用汇丰财资网（商业版）的用户请看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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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修改用户访问级别』：  

 

3) 搜索用户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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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账户服务』部分找到『银企对账电子回函』并选择『指定账户』： 

 

5) 在『银企对账电子回函授权详情』里，该用户所有的有访问权限的账户都会被

列举出来，如需授权该用户可以对某一个特定的公司通过微信提交银企对账电

子回函，则只需选择该公司名下的一个或多个账户（请留意阅读页面上的“重

要事项”）, 如需另一个管理员批复的话，请联系相应的管理员进行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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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何使用智能金融助手小汇？ 

直接在微信服务号对话框中输入问题，或者点击菜单“微服务”-〉“问小汇”，然

后在对话框界面中输入问题。 

 

16. 智能金融助手小汇可以解答的问题范围？ 

智能金融助手小汇可以解答的问题主要针对工商金融服务相关业务标准，目前已涵

盖以下业务或产品相关的专业知识点，可以解答的知识点数量超过 500 条。其中部

分解答仅适用于汇丰银行工商金融业务（已在解答中注明）。 

• 开户 

• 转账付款交易 

• 贸易和外汇 

• 电子渠道：汇丰财资网/汇丰财资网手机银行/企业微信服务号   

• 客户经理相关包括商业运筹账户(新尊贵版) 

• 账户和产品的操作运营 

• 电子账单和回函 

 

17. 智能金融助手小汇能够识别何种语言？ 

智能金融助手小汇能够识别简体中文和繁体中文。 

 

更新日期：[2018年 9月 29日] 

 

声明： 

以上常见问题汇总解答基于截止上述更新日期的汇丰中国企业微信服务项下的服

务内容、范围、对象和方式制作。汇丰中国企业微信服务可能不时更新，请以最新

的服务介绍和相关服务条款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