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光大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对公业务申请表 

中国光大银行              行    客户号：                   是否银行代管： □是  □否     申请日期：20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请填写）： 证件号码  

账户管理(授权账户需同时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操作员管理(申请银行代管服务的客户请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操作员号： （至少三位）  操作员姓名：                    □新增  □修改  □删除  □锁定  □解锁  □其他                

阳光网盾 序号:          □新增 □解锁 □其他        角色 □一般操作员   □管理员 

客户证书 □新增 □撤消 □冻结 □解冻 □其他         证书序号 (柜台填写) 

密码 □挂失 □解挂 □重置 □其他 审核级别 
□不能审核     □一级审核   □二级审核  

□三级审核   □四级审核 

可操作账号 

□全部（“全部”为单选项，“增加”、“删除”可以混合选择） 

□增加                                                                                

□删除                                                                                

            其他申请事项 

□销户：本单位已知悉此客户号在网上银行销户后，签订的以网上银行服务为基础的其他服务协议同步终止（在交易完成时另有约定的

除外）。但并不影响签约账户在贵行网上银行其他客户号下的服务。 

本单位确保此客户号下已无网上银行网上直接开户的业务，如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 

□其他业务                                                                                                             

 

 

 

 

 

 

 

 

 

 

 

 

我单位在此授权本单位人员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前来贵行

办理网上银行业务，请贵行严格按照申请表内容办理。 

本次办理的业务具体包括：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以下内容银行填写 

我行已将本申请中指定的                                                                           服务办理完毕。 

本次发放物品或请客户留存：                                                          。 

另约定        年     月    日办理                             。（办理证书解冻、操作员解锁、密码解挂业务时填写） 

                                  经办：        复核：          银行签章：                           年    月    日  

正面 

第
一
联 

 

网
上
银
行
开
户
行
柜
面
留
存
（
一
式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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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带“□”的选项,请用“√”进行选择；若只有一个选项,则用“√”表示选择,用“×”表示不选择。 

2、“新增”客户证书应同时新增阳光网盾（商户证书除外），并在增加操作员（专业版）时，正确输入“证书号”（在“企业网上银行(专

业版)”的“个性配置”——“操作员管理”——“新增”功能中）。 

3、客户证书冻结后，对应的操作员即日起将无法登录网上银行。如需启用，请在我行办理客户证书解冻。 

4、专业版客户新增操作员时，银行将同时申请客户证书；删除操作员时，银行将同时撤消客户证书。 

5、密码重置后初始密码为 8个“8”。重新登录后，在“个性配置”－“修改密码”功能中修改操作员密码。 

6、“新增”阳光网盾后，请根据您的阳光网盾品牌在对应的用户管理工具中修改阳光网盾密码。 

7、账户数量超过一个请在背面填写并加盖账户预留印鉴。 

8、存储有效客户证书的阳光网盾若“损毁”,请彻底销毁；若“遗失”,可在柜台办理证书冻结，或登录“企业网上银行（查询版）”，在

“个性配置”下进行操作员挂失，以保证您的使用安全。 

 

账户管理(授权账户需同时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背面 



中国光大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对公业务申请表 

中国光大银行              行    客户号：                   是否银行代管： □是  □否     申请日期：20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请填写）： 证件号码  

账户管理(授权账户需同时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操作员管理(申请银行代管服务的客户请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操作员号： （至少三位）  操作员姓名：                    □新增  □修改  □删除  □锁定  □解锁  □其他                

阳光网盾 序号:          □新增 □解锁 □其他        角色 □一般操作员   □管理员 

客户证书 □新增 □撤消 □冻结 □解冻 □其他         证书序号 (柜台填写) 

密码 □挂失 □解挂 □重置 □其他 审核级别 
□不能审核     □一级审核   □二级审核  

□三级审核   □四级审核 

可操作账号 

□全部（“全部”为单选项，“增加”、“删除”可以混合选择） 

□增加                                                                                

□删除                                                                                

            其他申请事项 

□销户：本单位已知悉此客户号在网上银行销户后，签订的以网上银行服务为基础的其他服务协议同步终止（在交易完成时另有约定的

除外）。但并不影响签约账户在贵行网上银行其他客户号下的服务。 

本单位确保此客户号下已无网上银行网上直接开户的业务，如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 

□其他业务                                                                                                             

 

 

 

 

 

 

 

 

 

 

 

 

我单位在此授权本单位人员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前来贵行

办理网上银行业务，请贵行严格按照申请表内容办理。 

本次办理的业务具体包括：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以下内容银行填写 

我行已将本申请中指定的                                                                           服务办理完毕。 

本次发放物品或请客户留存：                                                          。 

另约定        年     月    日办理                             。（办理证书解冻、操作员解锁、密码解挂业务时填写） 

                                  经办：        复核：          银行签章：                           年    月    日  

正面 

第
二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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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说明： 

1、带“□”的选项,请用“√”进行选择；若只有一个选项,则用“√”表示选择,用“×”表示不选择。 

2、“新增”客户证书应同时新增阳光网盾（商户证书除外），并在增加操作员（专业版）时，正确输入“证书号”（在“企业网上银行(专

业版)”的“个性配置”——“操作员管理”——“新增”功能中）。 

3、客户证书冻结后，对应的操作员即日起将无法登录网上银行。如需启用，请在我行办理客户证书解冻。 

4、专业版客户新增操作员时，银行将同时申请客户证书；删除操作员时，银行将同时撤消客户证书。 

5、密码重置后初始密码为 8个“8”。重新登录后，在“个性配置”－“修改密码”功能中修改操作员密码。 

6、“新增”阳光网盾后，请根据您的阳光网盾品牌在对应的用户管理工具中修改阳光网盾密码。 

7、账户数量超过一个请在背面填写并加盖账户预留印鉴。 

8、存储有效客户证书的阳光网盾若“损毁”,请彻底销毁；若“遗失”,可在柜台办理证书冻结，或登录“企业网上银行（查询版）”，在

“个性配置”下进行操作员挂失，以保证您的使用安全。 

 

账户管理(授权账户需同时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背面 



中国光大银行网上银行服务对公业务申请表 

中国光大银行              行    客户号：                   是否银行代管： □是  □否     申请日期：20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申请人姓名  联系电话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请填写）： 证件号码  

账户管理(授权账户需同时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操作员管理(申请银行代管服务的客户请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操作员号： （至少三位）  操作员姓名：                    □新增  □修改  □删除  □锁定  □解锁  □其他                

阳光网盾 序号:          □新增 □解锁 □其他        角色 □一般操作员   □管理员 

客户证书 □新增 □撤消 □冻结 □解冻 □其他         证书序号 (柜台填写) 

密码 □挂失 □解挂 □重置 □其他 审核级别 
□不能审核     □一级审核   □二级审核  

□三级审核   □四级审核 

可操作账号 

□全部（“全部”为单选项，“增加”、“删除”可以混合选择） 

□增加                                                                                

□删除                                                                                

            其他申请事项 

□销户：本单位已知悉此客户号在网上银行销户后，签订的以网上银行服务为基础的其他服务协议同步终止（在交易完成时另有约定的

除外）。但并不影响签约账户在贵行网上银行其他客户号下的服务。 

本单位确保此客户号下已无网上银行网上直接开户的业务，如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等。 

□其他业务                                                                                                             

 

 

 

 

 

 

 

 

 

 

 

 

我单位在此授权本单位人员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证件有效期          ）前来贵行

办理网上银行业务，请贵行严格按照申请表内容办理。 

本次办理的业务具体包括：                                                                            

 

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或授权代理人） 

以下内容银行填写 

我行已将本申请中指定的                                                                           服务办理完毕。 

本次发放物品或请客户留存：                                                          。 

另约定        年     月    日办理                             。（办理证书解冻、操作员解锁、密码解挂业务时填写） 

                                  经办：        复核：          银行签章：                           年    月    日  

正面 

第
三
联 

 

客
户
留
存
（
一
式
三
联
） 



 

 

填写说明： 

1、带“□”的选项,请用“√”进行选择；若只有一个选项,则用“√”表示选择,用“×”表示不选择。 

2、“新增”客户证书应同时新增阳光网盾（商户证书除外），并在增加操作员（专业版）时，正确输入“证书号”（在“企业网上银行(专

业版)”的“个性配置”——“操作员管理”——“新增”功能中）。 

3、客户证书冻结后，对应的操作员即日起将无法登录网上银行。如需启用，请在我行办理客户证书解冻。 

4、专业版客户新增操作员时，银行将同时申请客户证书；删除操作员时，银行将同时撤消客户证书。 

5、密码重置后初始密码为 8个“8”。重新登录后，在“个性配置”－“修改密码”功能中修改操作员密码。 

6、“新增”阳光网盾后，请根据您的阳光网盾品牌在对应的用户管理工具中修改阳光网盾密码。 

7、账户数量超过一个请在背面填写并加盖账户预留印鉴。 

8、存储有效客户证书的阳光网盾若“损毁”,请彻底销毁；若“遗失”,可在柜台办理证书冻结，或登录“企业网上银行（查询版）”，在

“个性配置”下进行操作员挂失，以保证您的使用安全。 

 

账户管理(授权账户需同时填写本栏阴影部分内容)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账号  账户名称  单笔交易限额(元) (代管客户填写) 

账户类型   □签约账户  □授权账户 

(□追加 □删除 □修改) 

授权账户类别    □分公司 □子公司 □关联                 授权通知书 （编号） 

账户预留印鉴 

账户性质：□基本户（□开通网上银行代发工资）   □一般户   □专用户   □其他                

账户权限/授权范围：□查询  □集团内上划/下拨(申请集团服务时可选此项)  □转账  

(账户权限自左向右，权限依次扩大并被涵盖，仅供专业版填写)   

 

背面 



印刷要求 

规格说明：21*29.7cm； 

联次说明：一式三联,第一联网上银行柜面留存(黑油墨，52 克无碳复写上纸),第二联分

行系统管理员留存（或柜面专夹保管）(绿油墨，50克无碳复写中纸),第三联

客户留存(紫油墨，47克无碳复写下纸)。 

使用说明：用于修改或删除操作员，以及对其密码、客户证书、阳光网盾进行管理，追

加或删除账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