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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登录注册 

1.1 登录 

1.1.1 首次登录 

用户首次登录页面为用户名密码登录。用户输入账户名密码后点击【安全登录】进行

登录操作，登录前需同意个人服务协议，登录成功后可进入手机银行首页。 

注：若用户未开通我行手机银行功能，请点击【自助注册】成为我行用户。 

 

1.1.2 非首次登录 

若用户不是首次登陆，此时已绑定账户，则可选择【手势密码】、【登录密码】、【指纹

密码】和【人脸识别】多种方式登录，登录成功后可进入手机银行首页。 

注：根据手机型号的不同可展示部分或全部登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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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找回登录密码 

若用户忘记原登录密码，在登录首页点击【找回登录密码】或【快速找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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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重置登录密码页面，默认为“手机号+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的验证方式，点击

【切换认证方式】，可切换成“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的验证方式， 

  

选择一种验证方式验证通过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设置登录密码页，设置完新登录密

码后点击【下一步】提示【修改登录密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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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注册 

用户可在登录首页点击【自助注册】进入注册页面，页面需输入手机号并发送验证码，

验证通过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设置登录密码】页面。 

 

设置登录密码完成后，点击【确定】完成注册，跳转至【注册成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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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绑卡 

注册登录成功后，若用户未绑定银行卡，可点击【添加银行卡】进入页面。 

 

1.3.1 添加银行卡 

用户已有我行银行卡，点击【添加我行银行卡】进入【实名认证】页面，点击【身份证

正/反面】图标拍摄身份证照片。身份证识别成功后确认信息无误，点击【下一步】，进入【人

脸识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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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信息采集验证成功后跳转至【绑定银行卡】页面，用户选择需绑定的银行卡，验证

姓名、卡密码、手机号和验证码后，进入【设置支付密码】页面。设置完成后，提示【绑卡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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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申请电子账户 

用户未有我行卡，在【添加银行卡】页面点击【立即申请】，进入【实名认证】页面，

进行申请二类电子账户操作。点击【身份证正/反面】图标，拍摄身份证信息后，点击【下

一步】， 

 

进入二类账户开户确认页，点击【确认】，进入远程银行开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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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远程银行客服提示上传身份证信息和人脸识别后，进入【二类户开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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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相关信息后，点击【下一步】，提示【申请成功】。 

2 首页 

2.1 首页 

进入软件展示【首页】，点击【查询余额】，即可查看客户名下所有我行储蓄卡的余额，

左右滑动屏幕可切换不同的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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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搜索和消息 

通过首页页面展示最近的搜索历史和热门词汇，点击搜索按钮进行搜索，搜索结果包含

功能产品等分类下的信息。 

 

由【首页】点击消息按钮进入【消息中心】页面，页面分为动账通知和消息通知两个模

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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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账户 

用户点击底部【我的】，进入个人页面。页面展示个人头像、姓名、上次登录时间等信

息，包含退出、设置、客服、交易明细、电子社保卡、软证书管理等功能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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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的银行卡 

客户点击【我的】-【我的银行卡】进入我的银行卡页面，页面展示本账户绑定的银行

卡列表，每条记录展示卡号、账户类型、账户余额、开户行等信息。点击【添加本行卡】进

入添加本行卡页面，点击银行卡列表某一条记录可查看该银行卡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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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详情页面，可进行复制卡号、查询余额、查询开户行、二类户充值/提现、绑定卡

列表（查询/新增/解绑）、转账限额设置、解绑卡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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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我的资产 

客户点击【我的】-【我的资产】，进入我的资产页面，显示客户名下所有的资产和负债

情况。 

 



15 
 

3.3 交易明细 

客户点击【我的】-【交易明细】，进入交易明细查询页面，选择卡号和时间可查询某时

间段的交易流水情况。 

 

3.4 电子社保卡 

    电子社保卡用于客户查询并使用电子社保卡的相关功能。 

客户点击【我的】-【电子社保卡】，进入电子社保卡页面，若未领取过电子社保卡，状

态显示为待开通，点击电子社保卡图标，跳转到人脸识别领取电子社保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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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在其他 APP 领取过电子社保卡，则提示已领取过，验密后即可领取；若在本 app

已领取电子社保卡，则显示电子社保卡详情。 

4 转账汇款 

4.1 银行账号转账 

用户点击【转账汇款】-【银行账号转账】，进入银行账号转账主页面。填入收款人户名、

账号、收款银行、转账金额，选择付款卡和到账方式（实时、普通、次日），可选填短信通

知和转账附言，点击【下一步】，进行支付验证，验证通过后转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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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预约转账 

4.2.1 预约转账 

预约转账，用于用户指定转账周期，持续时间，结束时间的转账。 

用户点击【预约转账】，进入预约转账页面，填入预约转账信息后，点击【下一步】，进

行支付验证，验证通过后转账预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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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周期可选择（单次、按月、按年）；转账时间可选（上午 10:00 发起、下午 15:00

发起） 

 

4.2.2 预约转账查询 

在预约转账页面，选择卡号、预约状态和时间，可查询预约转账记录信息，点击其中一

条记录，可进入预约转账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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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预约转账修改 

在预约转账详情页面，点击修改图标，即可修改预约转账信息。 

 

4.2.4 预约转账撤销 

用户在预约转账详情页面，点击【撤销】，弹出确认撤销弹框。点击【确定】，进入验证

支付密码页面。校验密码成功之后，预约转账撤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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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他行卡转入 

4.3.1 单笔转入 

客户点击【他行卡转入】-【单笔转入】，进入他行卡单笔转入页面。选择收/付款卡，

输入转账金额，点击【提交】，验证支付方式通过后，提示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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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资金归集 

资金归集：通过设置归集规则，可把您他行的银行账户（即付款卡）资金，自动转账归

集到指定的收款卡中。 

4.3.2.1 添加资金归集 

客户点击【他行卡转入】-【资金归集】-【添加计划】，进入添加资金归集页面。可设

置：归集名称、归集周期、收/付款卡、归集类型、归集金额等信息。点击【提交】，验证支

付方式通过后，提示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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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2 资金归集详情 

客户点击【他行卡转入】-【资金归集】，进入资金归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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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资金归集计划，则提示用户“添加计划”。如果已经添加过资金归集，则展示

资金归集计划，包含“正在执行归集”和已终止归集。 

点击某条资金归集计划，进入资金归集详情页面。上部分显示归集计划详情，下部分显

示该计划的执行记录，如果无归集记录，显示“暂无记录”。 

 

4.3.2.3 修改/终止资金归集 

在资金归集详情页面，点击右上方设置图标，进入修改资金归集页面。可修改或终止资

金归集计划，已终止的计划不能修改。 



25 
 

 

4.3.3 管理他行卡 

客户点击【他行卡转入】-【管理】，进入管理他行卡页面。点击【添加卡片】，进入添

加他行卡页面。输入他行卡信息无误后，点击【下一步】，提示添加成功。 

注：此处手机号应为用户在他行预留的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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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转账记录 

转账记录查询，用于所有转账历史记录的查询。 

用户点击【转账记录查询】，进入转账记录查询页面，选择付款账号和时间即可查询。

点击单条记录进入相对应的转账记录详情页面。 

点击【再转一笔】，进入相应的转账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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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转账撤销 

转账撤销：适用于银行账号转账的撤销，如普通、次日到账，不包括预约转账。 

用户点击【转账撤销】，进入转账撤销页面，选择时间进行查询，可查询撤销操作和撤

销记录。在撤销操作栏，如果交易状态显示有“交易未发起”，则点击当前条目进入详情页。

点击【撤销】进入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提示撤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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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常用收款人 

用户点击【转账汇款】-【常用收款人】，进入常用收款人页面，默认显示所有收款人信

息。用户点击【搜索】，可以根据姓名进行查询。 

点击其中某一个收款人信息，可进入对此收款人的转账页面。 

选择一个收款人向左滑动，可对其进行编辑和删除。 

 

点击【新增收款人】，进入新增收款人页面。点击【保存】，提示新增收款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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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理财 

5.1 金芒果理财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理财】-【金芒果理财】，进入金芒果理财展示页面，产品

列表显示：产品名称、风险等级、预期年化收益率、起购金额、理财期限、剩余额度等。

 

5.1.1 购买理财 

在【金芒果理财】页面点击某一条产品可跳转到产品详情页，查看产品无误后勾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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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知，点击【购买】，跳转到理财购买页面；输入购买金额、勾选阅读须知，点击【确认信

息】； 

 

跳转到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成功后跳转到购买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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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我的理财 

用户点击【金芒果理财】-【我的理财】进入我持有的理财页面，页面客户当前持有的

理财产品。 

 

点击一条产品进入【产品详情】页面，显示持有产品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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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撤单 

用户点击【金芒果理财】-【我的理财】-【理财撤单】进入可撤单产品页面，点击一条

记录，进入产品撤单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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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撤单，验证支付方式通过后，展示撤单结果。 

 

5.1.4 理财交易记录 

用户点击【金芒果理财】-【我的理财】-【交易记录】进入交易记录展示页面，点击某

一条记录，显示对应的交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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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电子凭证】，跳转到该交易的电子凭证页面。 

 

5.2 风险评估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理财】-【风险评估】，进入风险评估页面。客户如果未进

行过风险评估，提示您还未进行风险评估，点击【开始风评】可进行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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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已过期，提示客户风评已过期，请及时风评，以免耽误理财产品购买，点击【开始评估】

进行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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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结构性存款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理财】-【结构性存款】，进入结构性存款展示页面，产品

列表显示：产品名称、风险等级、预期年化收益率、起购金额、理财期限、剩余额度等。 

 

结构性存款的相关交易流程参考金芒果理财交易流程。 

6 存款 

6.1 存款超市 

用户在首页点击【存款超市】，进入存款超市页面，页面展示各类存款产品的名称、利

率、期限信息，点击对应条目可跳转到相关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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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产品详情 

在【存款超市】点击某种产品，进入【产品详情】页面，包括产品名称、预期年化收益、

起存金额、存款期限、是否支持提前提取，说明等信息。相关产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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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转入办理 

以购买滨添利为例，在产品详情页面，勾选阅读协议，点击【转入办理】进入产品购买

页面；选择一种产品，点击【转入】进入转入页面；输入支付金额，点击【转入办理】；验

证支付方式；验证通过后提示转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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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购买记录查询 

以查询滨添利购买记录为例，在产品详情页面，点击【交易查询】，进入【购买记录】

查询页面；选择时间，点击【查询】，进入【购买记录】页面；点击【查看详情】，进入该产

品的【购买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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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天天赢 

在【存款超市】点击【天天赢】进入其产品详情页面，若客户未签约天天赢，在页面下

方提示【签约】；点击【签约】，进入天天赢签约协议页面；勾选阅读协议并点击【签约】，

进入天天赢签约确认页面，点击【立即签约】，验证支付方式通过后，提示【天天赢签约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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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储蓄服务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存款】-【储蓄服务】，进入储蓄服务列表页面，展示所有

的储蓄产品。 

 

6.2.1 活期转定期 

在【储蓄服务】页面点击【活期转定期】，进入转入页面；选择交易账号，输入转存金

额，选择存期，可添加备注，点击【确认】，进入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提示【交

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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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定期转活期 

在【储蓄服务】页面点击【定期转活期】，进入转出列表页面；选择存款账户，展示该

账户下的所有定期存款；选择一条存款记录，进入定期转活期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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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支取金额后，点击【确认】，跳转到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提示交易成功。 

 

点击【再转一笔】，返回【定期转活期】列表页面。 

6.2.3 活期转通知存款 

在【储蓄服务】页面点击【活期转通知存款】，进入转入页面；选择交易账号，输入转

存金额，选择存期，点击【确认】，进入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提示【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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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4 通知存款转活期 

在【储蓄服务】页面点击【通知存款转活期】，进入转出列表页面，选择存款账户，支

持对该账户下的通知存款进行【通知】和【立即支取】操作；选择一条通知存款记录，点击

【通知】/【立即支取】； 



47 
 

 

进入通知存款通知/支取页面，录入信息，点击【确认】； 

 

跳转到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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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5 通知存款通知/撤销查询 

在【储蓄服务】页面点击【通知存款通知】，进入通知存款查询页面；选择存款账户，

点击某条通知存款记录；进入【通知/撤销登记簿】，可查看该通知存款的通知/撤销详情。 

 

7 信用卡 

用户在首页点击【信用卡】进入信用卡页面。 

信用卡主页展示内容为信用卡号、已出账单额和剩余应还额。有账户管理、快速还款、

分期管理、还款管理、积分查询、申请进度查询、信用卡激活、客户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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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账户管理 

客户在【信用卡】主页点击【账户管理】进入账户管理页面，包含信用卡列表及账户详

情，账户详情展示可用额度、状态等内容，还可进行快速还款、分期管理、未出账单、已出

账单、一键挂失等快捷操作。 

 

点击【未出账单】进入未出账账单页面，页面分为已入账和未入账两部分，展示账单详

细列表。点击【已出账单】进入已出账单页面，页面展示账单金额、日期和账单明细，明细

包括款项名称、时间、金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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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分期管理 

点击【分期管理】进入页面，页面包含账单分期、消费分期、分期查询功能。 

 

点击【账单分期】进入账单分期页面，页面展示信息包括账单分期还款金额、最后还款

日、申请金额、最低分期金额、最高分期金额、分期方式、还款计划等信息。点击【下一步】，

跳转到确认分期验证支付方式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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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消费分期】进入消费分期页面，点击一条消费记录，进入消费明细页面；在下方

点击【消费分期】，跳转到分期试算页面；选择一种分期方式，点击【试算】，跳转到消费分

期确认页面；点击【确定】，跳转到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则分期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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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分期查询】进入分期查询页面，选择日期后点击【查询】，跳转到分期查询结果

页面；点击一条分期记录，进入【分期明细】页面，可查看分期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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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还款管理 

7.3.1 快速还款 

客户在【信用卡】主页点击【快速还款】进入页面，展示内容包含币种、应还款额、剩

余还款余额，到期还款日、最低还款额、信用卡账户、还款账户、还款金额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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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选择信用卡账户、还款账户，输入还款金额后，跳转到验证支付方式页面，验证通

过后，快速还款成功。 

 

7.3.2 约定还款 

    约定还款将客户持有的我行信用卡卡号与储蓄卡还款账号进行绑定，到还款日自动从还

款账号中进行扣缴。 

设置约定还款：未设置约定还款时，客户在信用卡主页点击【还款管理】-【约定还款】

页面，选择信用卡卡号，点击【下一步】，则跳转到设置约定还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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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删除约定还款：客户已设置约定还款，在信用卡主页点击【还款管理】-【约定还

款】页面，选择信用卡卡号，点击【下一步】，则跳转到约定还款显示页面，可对当前约定

还款进行修改/删除。 

点击【修改】进入修改约定还款修改页面，选择信用卡号、还款账号和还款方式后点击

【确定】进行修改。 

 

7.4 积分查询 

在信用卡主页点击【积分查询】进入积分查询页面，页面分为积分查询和明细查询两部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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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申请进度查询 

在信用卡主页点击【申请进度查询】进入页面，选择证件类型、填写证件号码后点击【查

询】，页面显示申请进度查询结果，列表信息包括卡片种类、姓名、申请日期及当前卡片状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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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信用卡激活 

当用户有未激活的信用卡时，进入信用卡主页提示用户的信用卡未激活，在提示框点击

【确定】（或在信用卡主页点击【信用卡激活】）进入页面，选择证件类型、填写对应卡号、

证件号码、有效期和 CVV2 后点击【下一步】， 

 

进入【交易密码】和【查询密码】设置页面，设置密码成功后，点击【下一步】，提示

【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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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客户管理 

7.7.1 密码管理 

在信用卡主页点击【密码管理】进入页面，可对卡密码和查询密码进行密码操作（包括

重置和修改）。 

修改密码：在密码管理页面选择密码类型，点击【修改】，进入密码修改页，输入原密

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后，点击【确认】，即可完成修改密码。 

  

重置密码：在密码管理页面选择密码类型，点击【重置】，进入密码重置页，验证证件

号码、CVV2、有效期通过后，点击【下一步】，再输入查询密码、新卡密、短信验证码，点

击【确认】，即可完成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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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账单寄送服务 

在信用卡主页点击【账单寄送】进入页面，选择卡号，填写寄送方式、电子邮箱、查询

密码，点击【确认】，提示交易成功。 

  

7.7.3 动账短信 

在信用卡主页点击【动账短信】进入页面，选择卡号，点击开通/关闭动账短信按钮，

输入查询密码，点击【确认】，提示交易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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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信用卡申请 

在信用卡主页点击【信用卡申请】进入信用卡申请条件查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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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活 

客户点击底部【生活】进入生活主页，主要功能包括手机充值、电费缴费、交通罚款、

缴税缴费和缴费查询等功能。 

 

8.1 手机充值 

在【生活】主页点击【手机充值】，进入话费充值页面，输入手机号码，选择话费金额，

点击【缴费】，选择付款卡，验证支付方式通过后，提示【缴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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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电费缴费 

在【生活】主页点击【电费缴费】，进入电费缴纳页面，输入缴费户号，点击【下一步】，

输入缴费金额，点击【缴费】，选择付款卡，验证支付方式通过后，提示【缴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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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交通罚款 

在【生活】主页点击【交通罚款】，进入交通罚款页面，输入驾驶证档案编号，点击【违

法书编号】，确定罚款明细无误后，点击【缴费】，选择付款卡，验证支付方式通过后，提示

【缴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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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缴税缴费 

在【生活】主页点击【缴税缴费】，进入缴税缴费页面，输入纳税人识别号、缴税凭证

序号和税务机构代码，点击【查询】，即可进行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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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缴费查询 

在【生活】主页点击【缴费查询】，进入缴费记录查询页面，选择缴费类型、查询缴

费日期后，点击【查询】，即可查询缴费情况。 

 

9 设置 

9.1 个人中心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设置】-【个人设置】，进入个人中心页面，包括修改头像、

手机号、邮箱、安全设置、关于 App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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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 修改头像 

在【个人中心】点击【头像】，支持拍照、从相册选择方式来上传头像。 

 

9.1.2 修改手机号 

在【个人中心】点击【手机号】进入手机号修改页面，输入新手机号、短信验证码，

点击【下一步】，验证密码通过后，提示【修改手机号成功】。 

 注：仅修改个人网银、手机银行系统的登录手机号，银行核心系统的手机号未联动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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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绑定换绑邮箱 

 在【个人中心】点击【邮箱】，初次点击跳转到新增邮箱页，输入正确邮箱格式后点击

【保存】，设置邮箱成功并返回个人中心；若不是初次设置跳转到邮箱修改页，显示之前绑

定的邮箱，输入邮箱格式正确后点击【保存】，设置邮箱成功并返回个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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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 关于 App 

在【个人中心】点击【关于 App】，可查看天津滨海农商银行个人手机银行 App 的版本

信息。 

 

 

9.2 安全设置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设置】-【安全设置】进入安全设置页面。 

 

9.2.1 登录密码管理 

用户在【安全设置】页面点击【登录密码管理】，进入修改登录密码页面，用户填入原

密码、新密码及确认新密码，点击【下一步】进入设置成功页面，提示修改登录密码成功。

点击【去登录】即可返回登录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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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用户忘记原登录密码，点击【忘记密码】，进入重置登录密码页面，默认为“手机号+

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的验证方式，点击【切换认证方式】，可切换成“姓名+身份证号+

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的验证方式，选择一种验证方式验证通过后，点击【下一步】进入设

置登录密码页，设置完新登录密码后点击【下一步】提示修改登录密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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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支付密码管理 

用户在【安全设置】页面点击【修改支付密码】进入支付密码管理页面，页面中有修改

和重置支付密码功能。 

 

9.2.2.1 修改支付密码 

用户点击【修改支付密码】功能，进入修改支付密码页面，用户输入原密码、新密码及

确认新密码，点击【下一步】，进入【修改支付密码成功】页面。 

 

9.2.2.2 重置支付密码 

用户点击【重置支付密码】功能，进入重置支付密码页面，用户输入卡密码、支付密码

及确认支付密码，点击【下一步】，进入【重置支付密码成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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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 登录方式管理 

用户在【安全设置】页面点击【登录方式管理】进入登录方式页面，可根据手机支持方

式设置手势密码登录、指纹密码登录、人脸认证登录，未设置以上方式默认为账号密码登录。 

9.2.3.1 手势密码登录 

用户在登录方式页点击【手势密码登录】按钮，跳转到手势密码设置页面，可设置新

的手势密码。已开通手势密码，再次点击开关可关闭手势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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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3.2 指纹密码登录 

用户点击【指纹密码登录】按钮，跳转到指纹密码登录设置页面，验证指纹通过后此

登录方式设置成功。开通后再次点击此按钮，可关闭指纹密码登录。 

 

9.2.3.3 人脸认证登录 

用户点击【人脸认证登录】按钮，跳转到人脸认证登录设置页面，验证人脸通过后此认

证方式设置成功。开通后再次点击此按钮，即可关闭人脸认证登录。 

 

9.2.4 限额管理 

用户在【安全设置】页面点击【限额管理】进入限额管理页面，可设置用户的单笔限额

和日累计限额，点击【确认】，跳转到验证登录方式页面，验证通过后提示限额设置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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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5 软证书管理 

9.2.5.1 证书申请 

用户在【安全设置】页面点击【软证书管理】-【证书申请】，跳转到证书申请页，输

入证件号、短信验证码、支付密码后，点击【下一步】，提示证书已成功开通。 

注：软证书默认限额为单笔 20万，日累计 50 万。软证书申请成功后，转账时不再下发

短信验证码，只需输入支付密码即可完成交易。软证书申请成功后不可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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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助手 

10.1 在线客服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助手】-【在线客服】进入在线客服页面，页面展示客户咨

询的多种常见问题，可点击相关问题链接获取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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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附近网点 

用户在首页点击【更多】-【助手】-【附近网点】进入网点查询页面，显示所有网点的

详细信息，包括网点名称、地址、距离客户当前距离，方便客户就近办理业务。 

在搜索框中输入网点的名称信息可对我行网点进行快捷查找；选择某条记录点击【详

情】，显示该网点的具体地址、营业时间、机构电话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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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地址】可链接到地图软件进行导航，点击【电话】，可对所选的网点拨打咨询电

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