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 

用户管理服务指南（试行）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以下简称“北金所”）在中国银行间

市场交易商协会（简称“交易商协会”）的授权下，负责综合业

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用户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用户管理系统”）

的运营与技术支持工作，协助用户开设账户、下载安装软件和联

网等，为方便各类市场成员对照操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

定本指南。 

一、服务范围 

（一）用户管理系统简介 

用户管理系统是指由交易商协会组织建设并授权北金所负

责运行、维护及日常业务操作，为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各业

务系统参与机构及个人提供账户开设、账户变更、账号管理等线

上用户管理功能的系统。 

用户管理系统的用户需首先填录个人基本信息完成注册。成

为注册用户后，可管理个人信息、为机构开户、查询开户进程等；

注册用户可与机构管理员/操作员账号绑定，开展机构相关用户

管理操作，包括机构账户开立与维护、机构管理员与操作员账号

开立与维护、Ukey 维护、岗位维护等。 

（二）服务对象 



本指南中的服务对象包括开展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业

务的发行人、主承销商、承销团成员、投资者等相关机构及参与

相关业务的自然人。 

（三）服务内容 

本指南的服务内容是指北金所向相关机构及自然人在账户

开立、账户维护、系统用户开立、系统用户维护等过程中提供的

支持与服务。 

二、注册用户业务办理 

登录用户管理系统均需完成个人用户注册，注册用户账号为

手机号码（所属机构为非中国大陆的可使用电子邮箱）。 

注册用户可与机构的管理员及操作员账号进行绑定，一个管

理员/操作员账号仅可对应一个注册用户，一个注册用户可绑定

多个管理员/操作员账号。 

（一）新用户注册 

新用户登录用户管理系统进行用户注册，填写个人信息，绑

定并验证手机号码（所属机构为非中国大陆的验证电子邮箱），

阅读同意用户使用协议，完成用户注册。 

（二）历史账号绑定 

对于已在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拥有管理员或操作员账

号的用户，可登录用户管理系统进行历史账号绑定。选择绑定的

用户类型为管理员或操作员，填写机构编码、用户名及密码后，

将该历史账号与注册用户绑定。 



（三）系统登录 

注册用户通过手机号码（所属机构为非中国大陆的通过电子

邮箱）及密码登录用户管理系统。当一个注册用户绑定多个管理

员/操作员账号时，登录时需选择要登录的账号。 

（四）信息变更、密码重设与账号管理 

注册用户可通过“个人中心”自主进行个人信息变更、密码

重置、绑定的管理员/操作员账号管理。 

三、机构业务办理 

（一）账户开立 

1.线上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上方式办理账户开立的，通过用户管理系统

进行用户注册，填写机构信息、系统账户信息，上传附件材料，

选择业务权限及角色，设置管理员用户并按需申请 Ukey 后，提

交系统中心端进行审核。 

开户所需上传的附件包括：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

客户服务协议》； 

 《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参与主体信息表》；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业务印鉴卡》； 

 《北金所增值税发票开具客户信息采集表》（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集中簿记建档业务-发行人需提供）； 

 《持有人会议管理信息系统用户须知》（参与持有人会议

业务需提供，彩色扫描件）；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除特殊说明外，均需加盖机构公章。其中，《中国

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客户服务协议》、

《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需一并将纸质材料寄送至北金所。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3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并反馈审核意见。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

并重新提交。审核后，由北金所按照机构申请制作并通过邮寄方

式发放 Ukey，由系统向相关机构管理员发送确认信息，管理员

通过邮件信息完成用户绑定。 

2.线下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下方式办理账户开立的，通过北金所官网获

取开户申请表单，并按照表单填写要求进行填写和用印，需提交

的材料包括：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

客户服务协议》； 

 《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参与主体信息表》； 

 法人营业执照副本/执业许可证复印件；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业务印鉴卡》； 



 《北金所增值税发票开具客户信息采集表》（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集中簿记建档业务-发行人需提供）； 

 《持有人会议管理信息系统用户须知》（参与持有人会议

业务需提供）；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除特殊说明外，均需加盖机构公章。 

相关机构将填写后的申请表以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提交至

北金所机构合作部。 

北金所接收申请材料后的 5 个工作日内，与符合条件的申请

机构签订客户服务协议，开设机构账户，分配业务权限，创建系

统管理员。北金所按照机构申请制作并通过邮寄方式发放Ukey，

通过系统以邮件形式向机构管理员发送验证登录链接。管理员接

收邮件，通过邮件链接完成用户绑定后，可登录用户管理系统开

展用户管理相关操作。 

（二）账户维护 

1.线上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上方式办理账户维护的，管理员登录用户管

理系统，在线办理基本信息变更、系统账户维护等业务，并按照

系统页面要求，上传变更所需的附件材料。 

（1）基本信息变更 

I.公司更名 

 关于更名的监管部门批文等相关材料复印件； 



 重新签署《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

务平台客户服务协议》； 

 《协议签署声明及承诺》；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业务印鉴卡》； 

 新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II.法人变更 

 新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III.企业证照号码变更 

 新版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机构公章。其中，《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

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客户服务协议》、《协议签署声明及

承诺》需一并将纸质材料寄送至北金所。 

（2）系统账户维护 

申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系

统账户权限变更、账户注销、账户暂停及账户启用，需提交以下

材料：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业务印鉴卡》； 

 《北金所增值税发票开具客户信息采集表》（非金融企业

债务融资工具集中簿记建档业务-发行人需提供）； 

 《持有人会议管理信息系统用户须知》（参与持有人会议

业务需提供，彩色扫描件）；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除特殊说明外，均需加盖机构公章。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并反馈审核意见。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

并重新提交。 

2.线下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下方式办理账户维护的，通过北金所官网获

取账户维护申请表单。提交材料按业务办理类型分类如下： 

（1）基本信息变更 

申请更名、法人更换、企业证照号码变更、机构联络信息变

更等基本信息，需提交以下材料：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系统账户维护申请单》；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预留印鉴。 

（2）系统账户维护 

申请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

系统账户权限变更、账户注销、账户暂停及账户启用，需提交以

下材料：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系统账户维护申请单》；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预留印鉴。 

相关机构将填写后的申请表以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提交

至北金所机构合作部。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2 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反馈审核意见,并完成系统相关操作。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

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 

（三）管理员账号及操作员账号开立 

1.线上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上方式办理管理员、操作员账号开立的，管

理员登录用户管理系统，填写需新增管理员、操作员账号姓名、

联系电话等信息，由另一名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完成管理员、操作

员账号设置。 

2.线下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下方式办理管理员账号开立的，通过北金所

官网获取申请表单。填写并提交材料如下：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系统用户维护申请单》； 

●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预留印鉴。 

相关机构将填写后的申请表以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提交

至北金所机构合作部。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2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反馈审核意见,并完成系统相关操作。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

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 

（四）系统管理员账号及操作员账号维护 

1.线上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上方式办理管理员、操作员账号维护的，管

理员登录用户管理系统，修改需维护管理员、操作员账号信息，

由另一名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完成管理员、操作员账号维护。 

2.线下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下方式办理管理员账号维护的，通过北金所

官网获取申请表单。填写并提交材料如下： 

●《综合业务和信息服务平台系统用户维护申请单》； 

●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以上材料均需加盖预留印鉴。 

相关机构将填写后的申请表以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提交

至北金所机构合作部。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2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反馈审核意见,并完成系统相关操作。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

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并重新提交。 

（五）Ukey 维护 

1.线上方式办理 

相关机构选择线上方式办理 Ukey 新增、密码重置及注销的，

管理员登录用户管理系统，在线办理 Ukey 维护业务，并按照系

统页面要求，填写相应内容。需要密码重置或注销的 Ukey 应寄

送至北金所。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2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并反馈审核意见。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



并重新提交。审核通过的，北金所通过邮寄方式发放新增或密码

重置的 Ukey。 

2.线下方式办理 

申请 Ukey 新增、密码重置及注销，需提交以下材料： 

●《北金所 Ukey 数字证书维护申请单》（加盖预留印鉴）； 

● 需密码重置或注销的 Ukey； 

● 北金所要求的其他材料。 

相关机构将填写后的申请表以邮寄或现场递交的方式提交

至北金所机构合作部。 

北金所收到相关申请后，在 2个工作日内对相关申请进行审

核并反馈审核意见。尚需修改的申请退回至相关机构处进行修改

并重新提交。审核通过的，北金所通过邮寄方式发放新增或密码

重置的 Ukey。 

（六）岗位维护 

相关机构拟进行操作员岗位维护的，管理员登录用户管理系

统，在线进行岗位维护，由另一名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完成岗位配

置。 

四、其他 

本服务指南由北金所负责解释，相关个人、机构如有任何疑

问，可与北金所机构合作部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网页登录地址：https://www.nafmiiuser.cfae.cn 

电话：400-601-0606 

https://www.nafmiiuser.cfae.cn/


传真：010-57896708 

邮箱：hyb@cfae.cn 

邮寄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乙 17 号北京金融资产交

易所 

快递收件人：机构合作部 

mailto:hyb@cfa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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