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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电子汇票 

1.1. 背书 

1.1.1. 背书申请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背书申请服务。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背书 >> 背书申请。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出票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票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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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票号”，点击【背书申请】按钮，进入“背书申请确认”页面。 

 

4． 输入“被背书人名称”、“被背书人账号”，选择“被背书人开户行”、“省份”、“网点

名称”，输入“背书人备注”（可选），选择“可以转让”或者“不可转让”，点击【确

认】，弹出 ukey 密码对话框，输入 ukey 密码，确认，进入“背书申请结果”页面。 

 

1.1.2. 背书结果查询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背书结果。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背书 >> 背书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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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选择“查询状态”（包括：代签收、

已签收、已拒绝），点击【查询】按钮，查看背书结果列表。 

 

1.1.3. 背书撤回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回背书。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背书 >> 背书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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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出票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票据信息。 

 

3． 选择“票号”，点击【背书撤回】按钮，进入背书撤回确认页面。 

 

4． 确认背书撤回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背书撤回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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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被背书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被背书签收服务。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背书 >> 被背书签收。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出票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票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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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票号”，点击【被背书撤回】按钮，进入被背书撤回确认页面。 

 

4． 确认“背书签收”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背书签收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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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保证 

1.2.1. 提示保证申请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提示保证申请服务。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保证 >> 提示保证申请。 

 

2． 选择“持票人客户账号”、“保证类型”，输入“票号”，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待

保证票据列表。 

 

3． 选择待保证票据，点击【编辑提示保证】按钮，进入“录入保证查询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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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增 

a.点击【新增】按钮，进入保证信息添加页面。 

 

 

a. 录入保证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保证信息添加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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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 

a． 选择一条保证信息，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保证信息修改页面。 

 

b． 修改保证信息，点击【确认】按钮完成，进入保证信息修改结果页面。 

 

（3）删除 

a． 选择一条保证信息，点击【删除】按钮，进入保证信息删除确认页面。 

 

b．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保证信息删除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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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提示保证 

a． 选择一条保证信息，点击【提示保证】按钮，进入提示保证信息确认页面。 

 

b．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提示保证结果页面。 

 

（5）返回 

 a．点击【返回】按钮，返回上一页。 

1.2.2. 撤销保证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销保证的服务。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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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电子汇票 >> 保证 >> 撤销保证。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据号码，点击【查询】按钮，查询保证信息列表。 

 

3． 选择一条保证信息，点击【撤销提示保证】按钮，进入撤销提示保证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撤销提示保证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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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查询提示保证已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提示保证已签收的票据。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保证 >>查询提示保证已签收。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据号码，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提示保证已签收的票据

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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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查询提示保证已拒绝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提示保证已拒绝的票据。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保证 >>查询提示保证已拒绝。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据号码”，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提示保证已拒绝的

票据列表。 

 

1.2.5. 保证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保证签收的服务。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保证 >> 保证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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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一条票据，点击【保证签收】按钮，进入保证签收确认页面。 

 

3． 确认信息，点击【同意】按钮，进入保证签收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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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拒绝】按钮，进入提示保证拒绝签收结果页面。 

 

1.3. 出票 

1.3.1. 出票清单编辑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编辑出票清单。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出票清单编辑。 

 

2．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收款人名称”、“出票编辑”、“出票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看待出票登记票据查询列表。 



泉州银行企业网银电子汇票用户操作手册 

泉州银行企业网上银行 19 

 

3．（1）新增票据信息 

a.点击【新增】按钮，进入“新增票据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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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输入票据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弹出 ukey 验证密码输入框，输入 ukey 密码确定，

进入新增汇票信息结果页面。 

 

（2）票据信息修改。 

a.选择一条票据，点击【修改】按钮，进入票据信息修改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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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修改票据信息，点击【提交】按钮，输入 ukey 密码确定，进入到票据信息修改结果

页面。 

 

（3）票据信息复制。 

a.选择一条票据信息，点击【复制】按钮，进入票据信息复制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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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点击【提交】按钮，输入 ukey 密码确定，进入到票据信息复制结果页面。 

 

（4）删除票据信息。 

a.选择一条票据信息，点击【删除】按钮，弹出确定出口，点击确定，进入到待出票登

记票据删除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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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确认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进入待登记汇票信息删除结果页面。 

 

1.3.2. 出票登记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登记出票信息。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出票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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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收款人名称”、“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执行出票登记的电票。 

 

3．选择一条票据，点击【出票登记】按钮，进入“票据信息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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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输入 ukey 密码确定，进入出票登记结果页面。 

 

1.3.3. 查询出票登记已确认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出票登记已确认信息。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查询出票登记已确认。 

 

2．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票登记已确认

的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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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提示承兑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申请提示承兑。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提示承兑。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票登记

已确认的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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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一条票据信息，点击【提示承兑】按钮，进入提示承兑信息确认页面。 

 

4．确认信息后，点击【确认】按钮，进入提示承兑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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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撤销提示承兑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销提示承兑。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撤销提示承兑。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票登记

已确认的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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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票据信息，点击【撤销提示承兑】按钮，进入撤销提示承兑的票据信息确

认页面。 

 

4．确认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输入 ukey 密码确定，进入撤销提示承兑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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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查询提示承兑已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提示承兑已签收票据。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查询提示承兑已签收。 

 

2.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承兑已签收

的票据。 

 

1.3.7. 查询提示承兑已拒绝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提示承兑已拒绝的票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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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出票 >> 查询提示承兑已拒绝。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承兑

已拒绝的票据。 

 

1.4. 提示付款 

1.4.1. 提示付款申请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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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申请提示付款。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付款 >> 提示付款申请。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付款

申请列表。 

 
3． 选择一条提示付款申请记录，点击【提示付款申请】按钮，进入提示付款申请确认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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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提示付款申请结果页面。 

 

1.4.2. 提示付款结果查询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提示付款结果。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付款 >> 提示付款结果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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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选择“查询状态”（包括：待签收，

已签收，已拒绝），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付款结果列表。 

 

1.4.3. 提示付款撤回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回提示付款。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付款 >> 提示付款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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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付款

撤回列表。 

 

3． 选择一条提示付款撤回记录，点击【提示付款撤销】按钮，进入提示付款撤回确认

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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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提示付款撤回结果页面。 

 

1.5. 撤票 

1.5.1. 撤销票据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销票据。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撤票 >> 撤销票据。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撤销票

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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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可撤销票据，点击【撤票申请】按钮，进入撤票申请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撤销】按钮，进入撤票申请结果页面。 

 

1.5.2. 已撤票查询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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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已撤销票据。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撤票 >> 已撤票查询。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已撤销票

据列表。 

 

1.6. 承兑签收 

1.6.1. 承兑签收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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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承兑签收。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承兑签收 >> 承兑签收。 

 

2．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待提示承兑票据

列表。 

 

3．选择一条待提示承兑票据，点击【承兑签收】按钮，进入承兑签收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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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承兑签收结果页面。 

 

1.7. 贴现 

1.7.1. 贴现申请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申请贴现。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贴现 >> 贴现申请。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贴现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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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 

 

3． 选择一条贴现申请记录，点击【贴现】按钮，进入贴现申请确认页面。 

 

4．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贴现申请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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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 贴现撤回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回贴现。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贴现 >> 贴现撤回。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贴现申请

撤回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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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贴现撤回记录，点击【贴现申请撤回】按钮，进入贴现申请撤回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贴现申请撤回结果页面。 

 

1.7.3. 赎回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赎回签收。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贴现 >> 赎回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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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赎回签收

列表。 

 

3． 选择一条赎回签收记录，点击【赎回签收】按钮，进入赎回签收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赎回签收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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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质押 

1.8.1. 质押申请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申请质押。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质押 >> 质押申请。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质押票

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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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可质押票据，点击【质押申请】按钮，进入质押申请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质押申请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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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质押申请撤回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回质押申请。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质押 >> 质押申请撤回。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撤回质

押票据列表。 

 

3． 选择一条可撤回质押申请票据，点击【质押撤回申请】按钮，进入质押撤回申请确

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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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质押撤回结果页面。 

 

1.8.3. 解质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解质签收。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质押 >> 解质签收。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解质

签收票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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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解质签收票据，点击【解质押签收】按钮，进入解质押签收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解质押签收结果页面。 

 

1.9. 提示收票 

1.9.1. 提示收票 

 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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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提示收票列表。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收票 >> 提示收票。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执行提

示收票的票据列表。 

 

3． 选择一条可在执行提示收票的票据，点击【提示收票】按钮，进入提示收票执行确

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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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认信息，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执行提示收票结果页面。 

 

1.9.2. 提示收票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签收提示收票。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收票 >> 提示收票签收。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执行提

示收票签收的票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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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可执行提示收票签收的票据，点击【提示收票签收】，进入提示收票签收确

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提示收票签收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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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 撤销提示收票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撤销提示收票。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收票 >> 撤销提示收票。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撤销提

示收票的票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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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可撤销提示收票的票据，点击【撤销提示收票】，进入撤销提示收票确认页

面。 

 

4． 确认信息，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撤销提示收票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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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查询提示收票已签收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已签收的提示收票。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收票 >> 查询提示收票已签收。 

 

2． 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

“出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收票

已签收的银票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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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 查询提示收票已拒绝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已拒绝的提示收票。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提示收票 >> 查询提示收票已拒绝。 

 

2．选择“客户账号”，输入“票面金额”，“票据号码”，“出票日期”，“票面到期日”，“出

票人名称”，“承兑人名称”，“收款人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提示收票已拒绝

的票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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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商票扣款通知 

1.10.1. 商票扣款通知 

 功能描述 

    提供客户通过网银查询商票扣款通知。 

 操作步骤 

1． 选择电子汇票 >> 商票扣款通知 >> 商票扣款通知。 

 

2． 选择“客户账号”，点击【查询】按钮，查询扣款通知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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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一条商票扣款通知记录，点击【确认扣款】按钮，进入商票扣款确认页面。 

 

4． 确认信息，点击【确认】按钮，进入商票扣款结果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