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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页 

 

1.1. 菜单 

用户进入我行手机银行客户端首页，点击“全部”功能，即可跳转至菜单页

面。菜单页面分为首页常用功能、推荐功能、账户、金融、贷款、客户服务及特

色七个区域。 

首页常用功能区域支持菜单自定义，点击“管理”，常用功能满七个时，必

须先删除后才能添加新功能，设置满七个功能方可保存，支持图标拖拽调整首页



4 

 

常用功能顺序。 

 

1.2. 登录 

1.2.1. 首次登录 

用户进入手机银行客户端“我的”页面，即可跳转至登录页面。在登录页面

输入手机号码（银行账号或证件号码也可），填写正确的登录密码，点击登录按

钮即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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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登录报错时，回显验证码，第二次登录时需输入图形验证码，若验证码难

以看清，可点击验证码图片更换验证码。若连续错误输入六次用户名或密码，则

该账户已被冻结，需至柜面进行解冻。 

 

1.2.2. 设备绑定 

用户登录成功后进行设备绑定。点击前往绑定，将会进入绑定认证页面，点

击发送验证码，即可获取语音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

成设备绑定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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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密码登录、指纹登录、刷脸登录、切换账号 

用户第二次登录手机银行默认上次登录账号及登录方式，仅需填写正确的登

录密码即可登录，登录密码不支持回显。点击“其他登录方式”可切换至指纹登

录、刷脸登录，点击“切换账号”可进行切换登录。 

用户在“设置”中开启“指纹登录”，即可使用指纹方式进行登录，弹出指

纹登录提示框后，手指轻按即可登录成功。若指纹登录时反复报错，可切换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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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 

用户在“设置”中开启“刷脸登录”，即可使用刷脸方式进行登录，将脸部

静止放入虚拟面部框中，下方显示“开始扫描咯”后提示“眨眨眼”，根据提示

眨眼后即可成功登录。 

用户进入切换登录页面，历史登录用户最多显示 3个，下拉列表中显示移除

按钮，可删除登录历史，同时删除用户在该设备的指纹登录，刷脸登录记录。 

 

1.3. 顶部导航 

1.3.1. 扫一扫 

用户点击首页左上角“扫一扫”功能，默认进入扫码页面，可通过相册入口

识别二维码，也可依据外部环境情况，点击“开灯”按钮调节屏幕亮度。 

点击付款码，可切换至付款码展示页面。付款码每两分钟自动刷新，点击“更

换”按钮，可正常更换银行账号，点击“显示”按钮，可成功显示条形码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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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智能语音 

客户在使用我行手机银行 APP时，可以通过语音来实现快速业务办理，系统

结合语音处理技术，在智能理解平台中建立对应的业务场景模型，定义场景输

入要素和业务系统接口，实现手机银行 APP 常用业务的语音办理。 

手机银行 APP中的 6个功能需要语音理解：境内转账、无卡取款、明细查询、

购买朝利宝、定期存款、购买理财产品共 6 套对话场景设计和功能菜单扁平化

导航。功能菜单扁平化导航包括余额查询、预约转账等 55个导航节点。 

1.3.2.1. 导航场景 

1、 进入智能语音页面，客户未说话时，显示“请说话”： 

2、 按住按钮说话时“请说话”栏位文字变为“倾听中”，且能够根据客户说话

音量动态显示音量的大小； 

3、 客户说完话后，智能语音语义识别时，“倾听中”栏位文字变为“识别中”； 

4、 完成对话并成功识别客户业务办理意图，则直接跳转到对应的业务页面；未

能有效识别，则出现以下情况 

（1） 客户未说话，“请说话”栏位文字显示结果为“没有说话” 

（2） 无法识别的场景，“请说话”栏位文字显示结果为“识别失败，请重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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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 业务办理场景 

1、进入智能语音页面，客户未说话时，显示“请说话”； 

2、 按住按钮说话时“请说话”栏位文字变为“倾听中”； 

3、 客户说完话后，智能语音语义识别时，“倾听中”栏位文字变为“识别中”； 

4、 识别成功后，进入交互场景，需要智能语音发起提问， “请说话”栏位文

字变为“智能询问中”；识别失败，则提示“识别失败，请重试”，重新发起对话。 

5、 询问结束后，“智能询问中”栏位文字变为“请说话”； 

6、 客户说话时，“请说话”栏位文字变为“倾听中”； 

7、 客户说完话，智能语音语义识别时，“倾听中”栏位文字变为“识别中”； 

8、 成功识别，则跳转到相应的业务办理页面；识别失败，则再次进入“智能询

问中”，重复步骤 5、6、7三步。 

 

2. 转账 

2.1. 转账主页 

转账汇款业务提供用户使用手机银行进行银行账号转账、电子账户充值、预

约转账、他行转入、手机号转账、跨境速汇通等快捷自助转账功能。 

功能模块 一级菜单 二级菜单 说明 

 

 

转账 

转账 行内转账 本行账号转账 

跨行转账 他行账号转账 

预约转账  

电子账户充值/他

行转入 

 用户有二三类账户显示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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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账户充值”；有绑定他行卡的

二三类用户，且有签约他行账

户，该用户能查到绑定的他行

账户，显示为“他行转入”。 

跨境速汇通  仅适用于境外个人客户 

手机号转账  仅支持我行账户内互转 

 

 

2.2. 转账 

用户进入转账首页，点击“转账”进入转账页面，选择付款账号，填写转账

金额，输入或快捷选择收款人姓名及账号，反显收款银行，系统根据输入金额显

示可供用户选择的安全认证工具，若用户已开通声纹验证，则默认选择声纹验证

安全验证方式。 

点击下一步，弹出安全验证框，供用户核对收款人信息以及转账金额无误后，

输入安全凭证，完成转账过程。 

交易成功出现成功页面，成功页面上显示交易金额。交易失败则出现失败页

面，点击返回转到转账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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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账到账时间说明： 

1、在支付清算时间内（银行工作日 23:30 至隔日 17:00）发起的他行大额

汇款（转账金额在 5 万元以上），款项将实时汇往收款行，资金一般实时到达收

款行，具体到账时间以收款银行入账时间为准； 

2、在非支付清算时间内发起的他行大额汇款，转账金额高于 5 万元的，资

金一般于汇款受理成功后的下一工作日内到达收款行，具体到账时间以收款银行

入账时间为准。 

转账交易限额说明： 

1、短信验证支付，单笔支付限额 50000 元，日累计支付限额 50000 元。 

2、电子密码器验证支付，单笔支付限额 200000元，日累计支付限额 500000

元。 

2.3. 预约转账 

用户可在银行账号转账页面选择更换到账时间，进行预约转账操作。选择预

约类型、执行频率、发起日、生效日期、失效日期即可提交转账信息，完成预约

转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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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手机号转账 

用户不需要输入收款人账号，只需输入收款人手机号即可进行快捷转账，前

提是双方都已签约手机银行并且绑定签约银行卡/存折。 

用户进入转账功能，点击“其他转账—手机号转账”进入到手机号转账页面，

从通讯录中导入联系人信息。若收款人在通讯录列表内的，则点击后自动回填信

息到手机号转账页面，并查询出该用户是否支持手机号转账（即是否我行手机银

行用户且默认收款账户为本行卡/折），若收款人不在通讯录内的，则用户手动输

入手机号后，点击确定按钮，自动把信息回填到转账页面。输入金额后点击“下

一步”按钮，系统根据输入金额显示可供用户选择的安全认证工具。 

用户核对收款人信息以及转账金额无误后，输入安全凭证，完成转账过程。

交易成功出现成功页面，成功页面上显示交易金额。交易失败则出现失败页面，

点击返回按钮转到手机号转账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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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电子账户充值/他行转入 

用户在我行名下有二三类账户，显示为“电子账户充值”，可进行一类户往

二三类户转账。 

用户在我行名下有绑定他行卡的二三类用户，且有签约他行账户，该用户能

查到绑定的他行账户，显示为“他行转入”，可进行他行一类户往我行二三类户

转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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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全部转账伙伴 

“全部转账伙伴”包括本人名下本行卡、他行卡、绑定的他行卡、电子

账户、已保存联系人、未保存联系人等，不支持增、删、改、查功能。点击

某一联系人，立即转账。 

 

2.7. 转账伙伴管理 

用户进入转账伙伴管理页面，本人本行的卡不支持修改，仅支持点击“转账”，

本人本行的银行卡在“我的-我的银行卡”功能中支持设置别名。 

本人的其他行卡支持修改、设置别名、删除、转账等。 

已保存的银行账号列表支持修改、设置别名、删除、转账等，可新增转账伙

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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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转账结果查询 

用户进入转账结果查询页面，默认进入转账记录查询页面，转账记录查询的

结果包括银行账号转账、手机号转账、跨境速汇通等几种转账方式。默认显示近

一周内的转账数据。若查询到记录，则列表显示每页 10 条数据；若没有查询到

记录，显示“您没有任何转账交易记录”。 

用户切换至预约转账查询页面，则显示预约转账记录，每页 10 条数据；若

未查询到预约转账记录，显示“您没有任何预约转账交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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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享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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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理财 

用户可通过手机银行点击“理财超市”功能，进入理财超市页面，“智能推

荐”为我行目前在售、预售理财产品，提供按收益从高到底、投资期限从短到长、

起购金额从小到大、筛选产品周期等条件进行排序，点击某款理财产品，即进入

理财产品详情页面。 

 

用户点击“分享”按钮，可分享至微信好友、微信朋友圈及新浪微博。点击

“购买”按钮，若用户为首次在我行购买理财产品，会提示需先至柜面做风险评

估；若已做过风险评估，直接进入理财产品购买页面，输入购买金额，勾选本人

已阅读并同意协议书及客户权益须知相关内容，点击提交按钮，即可购买成功。 

进入理财购买结果页面，点击“再逛逛”，跳转至理财产品列表页面，点击

“查看我理财申请”，则进入理财申请页面，点击“返回首页”，则进入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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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及回款规则说明： 

收益规则：理财于起息日开始计算收益，到期日不计算收益，于到期当天显

示整笔收益。 

回款规则：理财本金和收益均于理财资金到期日后 2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支付，

如遇节假日，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顺延期无投资收益或利息。 

3.2. 基金 

用户可通过手机银行点击“基金”功能，进入基金列表页面，通过该功能，

客户可实现购买、定投、查询、比较、管理我行基金产品。 

基金列表页面按照基金分类股票、债券、混合、货币、理财等，用户可直接

点选标签找寻对应产品，向左滑动页面可查看近七日涨幅、近一月涨幅、近三月

涨幅、近半年涨幅、近一年涨幅。 

点击基金列表某一产品，进入该基金产品详情页面，点击“分享”按钮，可

分享至微信好友、微信朋友圈及新浪微博。 

点击“购买”按钮，若用户为首次购买基金产品，需先进入基金开户页面，

确认开户信息后，进入基金申购页面，输入购买金额，勾选本人已阅读并同意协

议书及客户权益须知相关内容，点击提交按钮，正确输入交易密码，即可购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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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 

 

收益及卖出规则说明： 

T日：交易日，以每天 15:00为界限，15:00 之前为 T日，之后为 T+1日。

周末和法定节假日不属于交易日。 

T日申请，将按 T日基金净值确认份额。份额确认当日，基金净值更新后即

可查看首笔盈亏。确认后下一 T日可卖出。 

买入规则： 

买入时间 开始计算收益 收益显示 

周一 15:00至周二 15:00 周三 周四 

周二 15:00至周三 15:00 周四 周五 

周三 15:00至周四 15:00 周五 下周一 

周四 15:00至周五 15:00 下周一 下周二 

周五 15:00至下周一 15:00 下周二 下周三 

卖出规则： 

卖出时间 确认时间 资金到账时间 

周一 15:00至周二 15:00 周三 周四 

周二 15:00至周三 15:00 周四 周五 

周三 15:00至周四 15:00 周五 下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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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四 15:00至周五 15:00 下周一 下周二 

周五 15:00至下周一 15:00 下周二 下周三 

 

3.2.1. 基金比较 

用户通过基金详情点击右上角“基金比较”图标进入基金比较页面，选择两

个基金产品开始比较。支持输入基金代码或关键字模糊查询，也支持从全部及我

的购买等历史记录中查询，只能选择两只基金进行比较，点击后跳转至基金比较

结果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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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朝利宝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实现购买、查询、管理我行朝利宝产品。点击“转入”

按钮，若用户为首次购买朝利宝产品，需先进入基金开户页面，确认开户信息后，

进入购买页面，输入购买金额，勾选本人已阅读并同意公告及说明书等相关内容，

点击提交按钮，正确输入交易密码，即可购买成功。 

转出操作仅需输入转出金额，点击提交后，正确输入交易密码，即可转出成

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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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保险资管 

通过该功能，用户可实现购买、查询、管理我行保险资管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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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保险资管产品详情页“购买”按钮点击进入购买页面，输入买入金额、

选择支付账号、勾选已阅读并同意相关内容，点击提交按钮，则进入安全验证页

面，输入交易密码后即可购买成功。 

 

收益及取出规则说明： 

收益规则：买入后，下一交易日开始计算收益，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节假日

顺延。 

买入时间 开始计算收益 收益到账 

周一 15:00至周二 15:00 周三 周四 

周二 15:00至周三 15:00 周四 周五 

周三 15:00至周四 15:00 周五 下周一 

周四 15:00至周五 15:00 下周一 下周二 

周五 15:00至下周一 15:00 下周二 下周三 

取出规则：不限额度，如遇国家法定节假日，则资金到账时间及收益截止日

期顺延。 

取出时间 资金到账时间 收益截止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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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一 15:00至周二 15:00 周三 24:00前 周二 

周二 15:00至周三 15:00 周四 24:00前 周三 

周三 15:00至周四 15:00 周五 24:00前 周四 

周四 15:00至周五 15:00 下周一 24:00 前 周日 

周五 15:00至下周一 15:00 下周二 24:00 前 下周一 

 

4. 乐生活 

 

用户进入乐生活页面，可查看本行国行汇通卡、微信银行、境外取款、境外

租车、国行拜博卡等宣传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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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我的 

用户需登录后进入“我的”页面，展示用户信息，包括用户头像、用户姓名、

会员等级、最近登录时间、用户总资产、资产详情及资产配比、我的消息、网点

预约、电子工资单、银行卡详情、设置功能等。 

 

用户点击头像，或在“设置”中点击个人信息，可进入个人信息维护页面，

支持头像自定义、修改昵称、地址信息、工作信息、联系信息等。点击总资产“眼

睛”按钮，可开启或关闭个人总资产数值信息。 

点击“活期”，进入我的活期页面，可查询用户名下本行一二三类户的账户

余额及可用余额，可按照币种及时间段查询该卡交易明细，也可进行该卡的转账

操作，提供购买理财产品的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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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朝利宝”，进入朝利宝首页，用户可查看朝利宝昨日收益及进行转入

转出操作。 

点击“我的理财”，展示用户名下所有账户已认购的理财产品及募集期内申

购的理财产品，也可查询历史交易记录。若用户没有购买任何理财产品，进入该

页面后可以点击“立即挑选”按钮，跳转至理财列表页面进行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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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我的基金”，展示用户名下所有账户已申购的基金产品及在途资金、

我的申请、历史交易查询、开户查询、客户资料管理等内容。 

点击“我的资管理财”，展示用户名下所有账户已申购的资管产品及在途资

金、我的申请、历史交易查询、开户查询等内容。 

点击“我的智能存款”，可查询用户名下所有账户已购买的安享存、月享存、

鑫享存、利生利、定期存款、通知存款等产品。 

点击“查看账户详情”，可进入账户详情页，查看资产详情及资产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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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进入设置页面，点击“风险评估”按钮，可进入风险评估页面。设置详

情还包括业务推荐人、安全设置、支付管理、关于、清除缓存、安全退出等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