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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资金集中篇 

一、“直连”的介绍 

（一）直连银行 

直连银行是与财务公司建立了“财银直连”关系的合作

银行。 

“财银直连”关系，是指通过技术手段，将财务公司的

核心业务系统与商业银行的核心业务系统进行关联，实现有

关信息的传递和接收。 

（二）直连银行账户 

直连银行账户是指各单位在直连银行开立，同时向财务

公司申请办理了直连手续的银行账户。 

直连银行账户可实现资金管控系统查询、通过“支付通”

转账等功能。 

（三）现有直连银行范围 

目前，直连银行有 8家，分别为工行、农行、中行、建

行、交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 

后续，除政策性银行外，财务公司将逐步与其他合作银

行建立直连关系。 

二、“资金集中”的介绍 

资金集中，即通过“直接集中”或“间接集中”的方式，

各单位将自有资金存入到财务公司。 

（一）直接集中 

直接集中是指资金直接存入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

内部账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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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集中有两种途径： 

①各单位将自有资金（或业务回款）直接转入内部账户

中，具体操作方式详见第三章； 

②各单位将自有资金（或业务回款）直接转入各单位已

开通“只收不付”功能的银行账户。 

上述两种方式资金均直接进入内部账户，各单位可通过

内部账户查看明细、余额等信息。 

（二）间接集中 

间接集中，又称二级户集中，是指各单位将在合作银行

开立的银行账户挂接至财务公司一级账户，形成二级户挂接

关系，该账户即成为“二级户”，挂接完成后该银行账户资

金实时上收至财务公司一级户。 

（三）哪些银行可以办理资金集中 

目前，财务公司可以办理资金归集的银行有 8家，分别

是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和

民生银行。 

后续，财务公司将继续扩大直连银行范围，具体以集团

公司资金在线集中管控系统（原航天网银，以下简称资管系

统）有关公告为准。 

 

注意：由于直连与间接集中在商业银行属于不同的产

品，因此，已办理间接集中的账户不一定属于直连银行账户。

此外，仅办理了“直连银行”手续的账户不属于资金集中范

畴，不纳入资金集中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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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只收不付”的介绍 

（一）“只收不付”的定义 

只收不付，即各单位将已办理直连和间接集中的银行账

户，向财务公司申请开通“只收不付”功能。开通以后，该

账户收到的款项实时上收至财务公司内部账户，同时各单位

不能通过银行柜台、网银等渠道通过该账户发起付款，各单

位可通过内部帐户发起付款。 

（二）哪些银行可以开通“只收不付” 

目前，财务公司可以办理资金归集的银行有 7家，分别

是工行、农行、中行、交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和民生银

行。建行暂不支持办理只收不付业务。 

后续，财务公司将继续扩大办理“只收不付”银行范围，

具体以资金在线管控系统（原航天网银）公告为准。 

四、各单位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只收不付的流程 

（一）工商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开通账户直连申请表（一式一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授权承诺函（（一式三份，两份交财务公司） 

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授权承诺函（一式一份） 

3.结算账户支付控制业务授权加入承诺函（一式三份）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开通账户直连申请表（一式一份） 

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开通账户直连申请表（一式一份） 

3.结算账户支付控制业务授权加入承诺函（一式三份） 



4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结算账户支付控制业务授权加入承诺函（一式三份） 

1.各单位资料寄到财务公司后 5-7个工作日，向开户银

行提交授权承诺函，并督促开户银行接收由工行北京分行发

送的挂接指令、进行系统操作。 

2.各单位在开通只收不付功能时，需要请工行的客户经

理在工行有关系统中进行确认： 

（1）登录“法客系统”，依次选择“业务办理-现金管

理-项目实施-财智账户协议-财智账户协议确认”，在查询

方式除，选择“集团主申请账号”，境内外标识选择“境内”，

集团主申请账号输入 0200004919027310217，找到对应项目

进行确认。 

（2）登录“法客系统”，依次选择“业务办理-现金管

理-项目实施-集团二级账户协议-集团二级账户协议确认”，

在集团一级账号处，输入 0200004919027310217，找到对应

项目进行确认。 

注意： 

1.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二）农业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现金管理业务授权书（一式三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现金管理业务授权书（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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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现金管理业务授权书（一式三份）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现金管理业务授权书（一式三份） 

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现金管理业务授权书（一式三份）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现金管理业务授权书（一式三份） 

注意： 

1.各单位材料递交给财务公司之前，须到开户行进行验

印； 

2.正常情况下，农业银行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和“只收

不付”大约需要 7-9个工作日。 

3.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三）中国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企业服务业务授权书

（一式三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企业服务业务授权书

（一式三份） 

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管理综合业务授权书（一

式三份） 

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企业服务业务授权书

（一式三份） 

3.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现金管理综合业务授权书（一

式三份）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企业服务业务授权书

（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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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网上银行企业服务业务授权书

（一式三份）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开通账户只收不付申请表（一式三份） 

注意： 

1.各单位材料递交给财务公司之前，须到开户行进行验

印，并由银行业务人员签字盖章确认。 

2.正常情况下，中国银行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和“只收

不付”大约需要 7-9个工作日。 

3.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四）建设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网络服务账户授权书（一式三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网络服务账户授权书（一式三份） 

3.中国建设银行重要客户服务系统账户授权书（一式三

份） 

4.加入现金管理服务项目确认书（一式三份） 

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无法办理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国建设银行对公网络服务账户授权书（一式三份） 

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无法办理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无法办理 

注意： 

1.各单位材料递交给财务公司之前，须到开户行进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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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并由银行业务人员签字盖章确认。 

2.正常情况下，建设银行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大约需要

7-9个工作日，且建行无法开通“只收不付”功能。 

3.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五）交通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交通银行蕴通账户服务协议参加函（一式三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交通银行蕴通账户服务协议参加函（一式三份） 

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交通银行蕴通账户服务协议参加函（一式三份）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交通银行开通账户直连申请表（一式三份） 

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交通银行蕴通账户服务协议参加函（一式三份） 

3.蕴通撤销公函（一式三份）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交通银行蕴通账户服务协议参加函（一式三份） 

3.蕴通撤销公函（一式三份） 

注意： 

1.各单位材料递交给财务公司之前，须到开户行进行验

印，并由银行业务人员签字盖章确认。 

2.正常情况下，交通银行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和“只收

不付”大约需要 7-9个工作日。 

3.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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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中信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信银行现金管理成员单位授权书（一式四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信银行现金管理成员单位授权书（一式四份） 

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信银行现金管理成员单位授权书（一式四份）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信银行现金管理成员单位授权书（一式四份） 

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信银行现金管理成员单位授权书（一式四份）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中信银行现金管理成员单位授权书（一式四份） 

注意： 

1.各单位材料递交给财务公司之前，须到开户行进行验

印； 

2.正常情况下，中信银行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和“只收

不付”大约需要 7-9个工作日。 

3.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七）兴业银行 

序号 类型 所需资料 

1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兴业银行网上结算中心成员单位客户账户授权申请表

（一式三份） 

2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和归集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兴业银行网上结算中心成员单位客户账户授权申请表

（一式三份） 

3.成员单位账户结算中心服务第三方协议（一式三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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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办理归集，也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兴业银行网上结算中心成员单位客户账户授权申请表

（一式三份） 

4 
已办理归集，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直连”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兴业银行网上结算中心成员单位客户账户授权申请表

（一式三份） 

5 
已办理归集，未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兴业银行网上结算中心成员单位客户账户授权申请表

（一式三份） 

6 
已办理归集，并开通直连， 

需要开通“只收不付”的账户 

1.银行账户业务办理申请书（一式一份） 

2.兴业银行网上结算中心成员单位客户账户授权申请表

（一式三份） 

注意： 

1.各单位材料递交给财务公司之前，须到开户行进行验

印； 

2.正常情况下，兴业银行办理直连、间接集中和“只收

不付”大约需要 7-9个工作日。 

3.多页打印需要加盖骑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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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账户篇 

一、财务公司可开哪些类型的账户 

（一）一般活期户 

一般活期户，用于各单位活期资金的收付款。开通了“只

收不付”功能的银行一般账户也与该账户进行绑定。无需“受

托支付”的流动贷款资金也将放款到该账户中。 

公司本部的一般活期户账号前 4位为 0101；武汉分公司

的一般活期户账号前 4位为 0201。 

该账户资金由各单位自主支付。 

（二）基建户 

基建户，用于各单位基建资金的收付款。开通了“只收

不付”的银行基建账户也与该账户进行绑定。 

公司本部的基建户账号前 4位为 0102。 

该账户资金由各单位自主支付。 

（三）保证金户 

保证金户，用于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办理承兑汇票、保函

等信贷业务时存入的保证金。公司本部的保证金户账号前 4

位为 0103。 

该账户在各单位办理信贷业务，财务公司信贷部审批通

过后由系统自动转入，无需各单位手工将资金汇入。 

该账户不能办理付款业务。如各单位需将资金转出，应

填写纸质转账凭证，收款账号必须为各单位自身 0101 户，

且信贷业务到期前不得将资金转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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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流动资金贷款受托支付户 

流动资金贷款受托支付户，用于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办理

需要受托支付的流动资金贷款，贷款资金将放款到该账户

中。公司本部的流动资金贷款受托支付户开户账号前 4位为

0110，武汉分公司的流动资金贷款受托支付户账号前 4位为

0210。 

各单位通过该账户发起付款时，须经财务公司信贷部审

批，审批通过后由结算部完成付款。 

（五）项目贷款户 

项目贷款户，用于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办理项目贷款使

用，贷款资金将放款到该账户中。公司本部的项目贷款户账

号前 4 位为 0111，武汉分公司的项目贷款户账号前 4 位为

0213。 

各单位通过该账户发起付款时，须经财务公司信贷部审

批，审批通过后由结算部完成付款。 

（六）内部债券资金专用账户 

内部债券资金专用账户，用于各单位以借款人的身份在

财务公司办理集团公司的委托贷款，贷款资金必须为集团公

司发行的中票、企业债资金。内部债券资金专用账户账号前

4位为 0140。 

（八）委托存款户 

委托存款户，用于各单位以委托人的身份在财务公司办

理委托贷款，贷款资金为各单位自有资金。委托贷款发放前，

委托人须将资金转入该账户中。委托存款户账号前 4 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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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3。 

（九）保理专户 

保理专户，用于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办理保理业务使用，

保理资金将放款到该账户中。保理专户账号前 4位为 0147。 

该账户资金由各单位自主支付。 

 

注意: 

1.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所有账户均统称为内部账

户。 

2.上述账户中，除内部债券资金专用账户不计息外，其

余账户均按照活期利率进行结息。 

 

二、是否必须在财务公司开户 

根据集团公司下发的《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资金

管理规定》、《关于进一步明确集团公司银行账户管理有关

要求的通知》等有关要求，除下列五种情况外，各单位必须

在财务公司开立内部账户，并使用该账户作为付款主渠道。 

1.拟注销或正在办理注销手续； 

2.在外部银行未开立账户； 

3.在外部银行开立账户，但银行账户仅用于收款； 

4.在外部银行开立账户，但银行账户仅用于支付员工工

资、社保、公积金、托收及代扣代缴等业务； 

5.在外部银行开立账户，但银行账户由上级单位管理。 

此外，对于不开立内部账户的，应由各单位所属二级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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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集团公司提供加盖单位公章的确认说明材料。 

三、内部户开立、变更所需资料 

（一）内部户开立所需资料 

各单位开立内部户须提供以下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 

1.账户开立/变更申请书（一式两份）。 

2.法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书（一式一份）。 

3.印鉴卡（一式三份）。 

4.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一式一

份）。 

5.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一式一份）。 

6.法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7.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8.公司章程（分支机构开户时如总公司已在财务公司开

户则无需提供章程；如总公司未开户，则提供总公司章程）

（一式一份）。 

9.公司股东中持股比例达 25%及以上的自然人身份证复

印件（一式一份）。 

10.航天网银服务协议（一式一份）。 

11.航天网银注册（撤销）申请表（一式两份）。 

12.终端用户数字证书申请及变更表（管理员、安全员

各一份）。 

13.密钥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其中 10-13项为开通资金在线集中管控系统（原航天网

银）资料，各单位如已开通资金在线集中管控系统，无需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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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提供。 

（二）内部户变更所需资料 

各单位变更内部户须提供以下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 

1.账户开立/变更申请书（一式两份）。 

2.营业执照复印件（事业单位提供法人证书）（一式一

份）。 

3.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如有

变更）（一式一份）。 

4.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5.公司章程复印件（如有变更）（一式一份），加盖骑

缝章。 

6.公司股东中持股比例达 25%及以上的自然人身份证复

印件。 

7.加盖预留印鉴的印鉴卡（如有变更）（一式三份，其

中公司留存两份，成员单位留存一份）。 

8.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9.法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一式一份）。 

（三）内部户撤销所需资料 

各单位撤销内部户须提供以下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 

1.账户撤销申请书（一式两份）。 

2.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式一份）。 

4.法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一式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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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内部户年检所需资料 

各单位内部户年检须提供以下加盖公章的以下材料： 

1.填写《账户年检信息表》。 

2.最新的工商营业执照、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社团

登记证书等相关开户证明文件复印件。 

3.基本户开户许可证或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 

5.公司章程或航天企业证明文件复印件。 

6.持股比例达 25%及以上的非集团成员单位股东（含自

然人）的公司章程及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7.法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 

8.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 

 

注意：各单位在对上述材料盖章时，可加盖“防止挪作

他用”印章，但务必不能标明截止日期。 

 

四、办理定期存款、通知存款是否需要开立账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办理定期、通知存款无需开立账户，

在一般活期户下办理，以存单的形式存在。 

 

注意：各单位原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定期账户（即前 4位

为 0105、0205的账户）、通知账户（即前 4位为 0106、0206

的账户）已在财务公司新系统上线后统一撤销，不再继续使

用。各单位可登陆资管系统查看自身定期、活期存款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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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资金结算篇 

一、在财务公司办理资金结算业务的前提 

在财务公司办理资金结算业务是指通过在财务公司开

立的内部账户办理资金的收付款业务。办理的前提是在财务

公司开立内部账户、开通资金在线管控系统（原航天网银）。 

通过内部户结算，财务公司不收取任何费用（含汇划手

续费）。 

二、内部户使用方式 

（一）对外收款 

对外收款，又称小账户收款，即银行账户的资金直接汇

入内部账户。 

1.财务公司本部客户的内部账户收款信息为： 

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本部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西区支行 

行    号 301100000120 

2.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的内部账户收款信息为： 

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桥口支行 

行    号 301521004009 

各单位亦可通过该方式将自身银行账户资金转入内部

账户中。 

例 1：A为集团内单位（财务公司本部客户），购货方 B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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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账户向 A内部账户进行付款，方式如下： 

付款方 收款方 

户    名 B（购货方） 户    名 A（收款方） 

账    号 ******* 账    号 0101*****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北京西区支行 

行    号 ****** 行    号 301100000120 

例 2：A为集团内单位（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购货

方 B银行账户向 A内部账户进行付款，方式如下： 

付款方 收款方 

户    名 B（购货方） 户    名 A（收款方） 

账    号 ******* 账    号 0201*****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开户银行 交通银行湖北省分行桥口支行 

行    号 ****** 行    号 301521004009 

（二）内部账户对内转账 

内部账户对内转账，简称内转，即内部户之间进行收付

款。可以是同一单位下内部账户之间转账，也可以是非同一

单位的内部账户之间转账（类似于商业银行的同行转账）。 

1.内部账户对内转账时，财务公司本部客户的收、付款

信息为： 

户    名 各单位户名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    号 Z0110000001Z 

2. 内部账户对内转账时，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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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付款信息为： 

户    名 各单位户名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 

行    号 Z0152100001Z 

 

注意：建议各单位在对系统内其他单位进行付款时，均

采用该种方式进行。通过该种方式能够更好的保证时效性。 

 

例 3：A、B两家均为集团内单位（其中，A为财务公司本部

客户；B 为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A 通过其内部账户

向 B内部账户进行付款，方式如下： 

付款方 收款方 

户    名 A 户    名 B 

账    号 0101***** 账    号 0201*****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分公司 

行    号 Z0110000001Z 行    号 Z0152100001Z 

（三）内部账户对外付款 

内部账户对外付款，简称对外付款。即内部账户的资金

直接汇入各单位供货商银行账户。 

1.内部账户对外付款时，财务公司本部客户的付款信息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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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    号 Z0110000001Z 

2.内部账户对外付款时，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的付

款信息如下： 

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 

行    号 Z0152100001Z 

例 4：A为集团内单位（财务公司本部客户），现向供应商

B银行账户进行付款，方式如下： 

付款方 收款方 

户    名 A 户    名 B（供应商） 

账    号 0101***** 账    号 *******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行    号 Z0110000001Z 行    号 ****** 

例 5：A为集团内单位（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现向

供应商 B银行账户进行付款，方式如下： 

付款方 收款方 

户    名 A 户    名 B（供应商） 

账    号 0201***** 账    号 *******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

汉分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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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号 Z0152100001Z 行    号 ****** 

 

三、结算业务营业时间 

业务类型 营业时间 

对外收款 7*24小时 

对内转账 工作日 8:30-23:00 

对外付款 工作日 8:30-1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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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存款篇 

一、财务公司目前有哪些存款类型 

（一）活期存款 

1.直接集中活期存款 

指存在财务公司内部账户的资金，包含一般活期户、活

期存款专户、基建户、保证金户等。 

2.间接集中活期存款 

指各单位在直连银行办理间接集中的资金。 

（二）定期存款 

1.定期存款是指各单位在存款时与财务公司事先约定期

限、利率，到期后支取本息的存款。 

目前，财务公司定期存款品种有以下四类： 

（1）三个月定期存款 

（2）六个月定期存款 

（3）一年定期存款 

（4）两年定期存款  

2.定期存款起存金额为 50万元，外币定期存款起存金额

为等值人民币 50万元外币。 

3.定期存款方式有三种，分别是： 

（1）不续存 

各单位在办理定期存款存入时，选择不续存，到期后由

各单位在资管系统中发起一笔定期存款支取业务，将定期存

款本金及利息转入活期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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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各单位在到期当天没有进行支取，而是在到期后的

时间进行支取，则从到期日至支取日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2）本金续存 

各单位在办理定期存款存入时，选择本金续存，到期日

系统自动结算利息，利息转入各单位活期账户，本金继续下

一存期，定期存期品种及本金不变，利率执行到期日的利率

政策。 

（3）本息续存 

各单位在办理定期存款存入时，选择本息续存，到期日

系统自动结算利息，本金加上利息的合计金额变成新存单的

本金继续下一存期，定期存期品种不变，利率执行到期日的

利率政策。 

4.人民币定期存款可全部或部分提前支取，但只能提前

支取一次，且支取后定期存款余额不得少于人民币 50万元。

提前支取部分按活期存款利率计息，剩余部分到期后支取按

定期利率计息。 

外币定期存款不可提前支取。 

（三）通知存款 

 1.通知存款是指各单位在存款时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须

在资管系统中提前进行预约，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后方能支

取的存款。通知存款分一天通知存款和七天通知存款。 

（1）一天通知存款：即至少提前一天进行预约的通知存

款。该存款品种仅针对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的客户进行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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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七天通知存款：即至少提前七天进行预约的通知存

款。 

2.各单位支取通知存款时提前相应期限即提前一天或七

天在航天网银进行通知存款预约支取，一天或七天后本息自

动进入各单位内部活期账户。 

3.通知存款起存金额为 50 万元，通知存款可以部分支

取。但每次支取金额和通知存款余额均不得少于人民币 50万

元。 

4.通知存款允许无预约支取，在航天网银办理无预约支

取后本息进入各单位内部活期账户，但支取部分按活期存款

利率计息。 

二、财务公司各类存款利率 

 

 
人行基准利率 财务公司利率 上浮比例 

内部户活期 0.35% 0.42% 20% 

二级户活期 0.35% 0.35% - 

一天通知存款 0.80% 0.80% - 

七天通知存款 1.35% 1.35% - 

三个月定期 1.10% 1.43% 30% 

六个月定期 1.30% 1.56% 20% 

一年定期 1.50% 1.95% 30% 

两年定期 2.10% 2.7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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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办理定期存款，有哪些注意事项 

财务公司定期存款必须在财务公司内部一般户办理，办

理流程如下： 

1.各单位将资金存入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2.各单位在财务公司航天网银系统办理定期存款存入，

选择相应的存款品种及存款方式。 

3.注意事项： 

（1）不续存的定期存款到期后需要各单位手工支取。 

（2）人民币定期存款可全部或部分提前支取，但只能提

前支取一次，支取后定期存款余额不得少于人民币 50万元。 

（3）公司外币定期存款不可以提前支取或部分支取。 

四、如何办理通知存款，有哪些注意事项 

财务公司通知存款必须在财务公司内部一般户办理，办

理流程如下： 

1.各单位将资金存入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2.各单位在财务公司航天网银系统办理通知存款存入，

选择相应的存款品种。 

3.注意事项： 

（1）通知存款支取时须提前预约，未预约的存款支取按

活期存款利率计息。 

（2）公司通知存款可部分支取，但每次支取金额和通知

存款余额均不得少于人民币 5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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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票据篇 

一、票据类型介绍 

根据《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及有关规定，目前，

中国人民银行正逐步取消纸质票据，改为电子票据。 

电子商业汇票是指出票人依托电子商业汇票系统，委托

付款人在制定日期无条件支付确定金额给收款人或者持票

人的票据。 

电子商业汇票分为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和电子商业承兑

汇票。其中，电子银行承兑汇票由银行或财务公司承兑；电

子商业承兑汇票由其他法人或组织承兑（通常为出票人承

兑）。 

电子商业汇票的付款人为承兑人。 

二、如何通过财务公司办理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一）办理前提 

各单位通过财务公司电票系统办理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的前提是已开通财务公司电子商业承兑汇票系统。 

（二）开通流程 

各单位向财务公司提交《电子商业承兑汇票业务授权

书》，由财务公司结算部开通系统功能后，各单位方可进行

使用。 

（三）使用方式 

1.内部户付票 

（1）财务公司本部客户付票时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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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    号 907100000280 

（2）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付票时信息如下： 

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 

行    号 907521000033 

例 6：A为集团内单位（财务公司本部客户），现向供应商

B银行账户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方式如下： 

出

票

人 

户    名 A 收

款

人 

户    名 B（供应商） 

账    号 0101***** 账    号 *******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行    号 907100000280 行    号 ****** 

承兑人 A 

2.各单位收票 

（1）财务公司本部客户收票时信息如下： 

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    号 907100000280 

 

 



27 

 

（2）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收票时信息如下： 

户    名 各单位名称 

账    号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开立的内部户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武汉分公司 

行    号 907521000033 

例 7：A 为集团内单位（财务公司本部客户），现供应商 B

银行账户向 A支付电子银行承兑汇票或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方式如下： 

出

票

人 

户    名 B（供应商） 收

款

人 

户    名 A 

账    号 ******* 账    号 0101***** 

开户银行 **银行**支行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行    号 ****** 行    号 907100000280 

承兑人 B（或 B 开户银行：**银行**支行） 

例 8：A、B为集团内单位（A为财务公司本部客户，B为财

务公司武汉分公司客户），现 A向 B支付电子商业承兑汇票，

方式如下： 

出

票

人 

户    名 A 收

款

人 

户    名 A 

账    号 0101***** 账    号 0201*****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开户银行 

航天科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分公司 

行    号 907100000280 行    号 907521000033 

承兑人 A 

（四）票据兑付 

1.各单位持有的票据，在提示付款时，可选择“线上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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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进行提示付款。承兑人应答后，资金直接进入持票人账

户； 

2.各单位承兑的票据，允许持票人通过“线上清算”或

“线下清算”进行提示付款。 

（1）如选择“线上清算”，各单位应答后，系统会自

动从出票账户扣除该张票据资金进行兑付。各单位无需人工

进行支付； 

（2）如选择“线下清算”，各单位应答后，还需人工

进行将资金支付给持票人。 

3.通过“线上清算”提示付款的票据，各单位必须在工

作日的 9:00-16:30 进行应答；其余时间只能应答通过“线

下清算”提示付款的票据 

4.通过“线上清算”提示付款的票据，只能在票据到期

日起 10 日内向承兑人提示付款或应答持票人的提示付款申

请。 

（五）票据常见状态 

为记录电子商业汇票的流转阶段及便于票据当事人了

解票据所处环节，电票系统将电子商业汇票分为了 80 种状

态。常见状态如下： 

 

票据状态 说明 票据权利人 可进行的操作 

出票已登记 
出票信息成功登记，系统返回电

子票据号码 
出票人 提示承兑、撤票 

提示承兑待签收 
出票人向承兑人发出提示承兑申

请，等待承兑人回复 
出票人 撤销提示承兑申请 

提示承兑已签收 承兑人签收出票人的承兑申请 出票人 提示收票、撤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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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收票待签收 出票人向收款人发出 出票人 撤销提示收票申请 

提示收票已签收 收款人签收出票人的收票申请 收款人 
转让背书申请、贴现申

请、提示付款申请 

背书待签收 
背书人向被背书人发出背书转让

申请，等待被背书人回复 
背书人 撤销背书申请 

背书已签收 被背书人签收背书转让申请 被背书人 
转让背书申请、贴现申

请 

提示付款待签收 
持票人项承兑人发出提示付款申

请，等待承兑人回复 
持票人 撤销提示付款申请 

提示付款已签收

待清算 

承兑人签收提示付款申请，且清

算方式为线上清算。 
（系统锁定） - 

提示付款已签收

已排队 

承兑人签收提示付款申请，且清

算方式为线上清算，同时该票据

正等待清算 

（系统锁定）  

票据已结清 承兑人向持票人支付票款 - - 

票据已作废 

1.出票人撤票 

2.出票已登记、承兑待签收状态

下的票据至票据到期日 

3.承兑已签收（未提示收票）、

提示收票待签收状态下的票据至

提示付款期期末 

  

 

三、如何通过财务公司办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 

各单位可通过财务公司办理电子银行承兑汇票。办理前

提是已在财务公司取得足够的授信额度，具体业务办理可咨

询财务公司客户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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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其他篇 

一、内部账户能否进行询证 

各单位在财务公司的开立的内部账户可以进行询证，由

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银行询证函》（银行存款列表里填写内

部账户），经会计师事务所、各单位盖章确认后，直接快递

寄至财务公司结算部。财务公司在询证后快递至《银行询证

函》所标明的回函地址。 

内部账户询证也可现场进行办理，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二、在财务公司如何开立存款证明 

各单位填写《存款证明授权书》，加盖公章、法人章后

快递寄至财务公司结算部。财务公司在收到材料后，根据各

单位所要求内容开立存款证明，并快递返回各单位。 

存款证明也可现场进行办理，且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二级户是否能够进行询证 

目前，各单位已办理二级户归集的银行账户不能到财务

公司进行询证，由各单位直接向开户银行询证该账户的可用

余额（或可用额度）。 

此外，根据集团公司 2019 年度审计实际操作，财务公

司可向各二级单位提供所属单位所有二级户余额情况表，该

表仅用于会计师事务所进行数据核对，不保证数据的准确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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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财务公司结算部联系电话 

（一）财务公司本部结算部联系电话 

申知难 010-58930251 

王  兰 010-58931956 

苏  丹 010-58931510 

王圆圆 010-58931157 

何艺萌 010-58931957 

陈国平 010-58931089 

（二）财务公司武汉分公司结算部联系电话 

尹晓燕 027-85357682 

潘  健 027-85357695 

刘江舟 027-85357694 

郭  跃 027-85357685 

周  瑛 027-853576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