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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电子仓单业务系统是郑州商品交易所为方便客户更好的接入仓单业务处理开放的电子服务平台：

目前系统提供以下仓单业务办理功能：

期转现、仓单转让、仓转余款划转、（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仓单（解除）折抵头寸、仓单(解除)质权登记

二、使用环境说明  
操作系统：Windows 7/10

浏览器： Chrome 60及以上，为保证良好体验，建议安装Chrome 60

数字证书：上海市数字证书认证中心颁发的数字证书

初次登录：默认密码为 Qq888888，登录系统后，为保证安全，请及时修改初始密码信息。

三、客户系统管理员  
每位客户仅有一个SYS用户作为管理员账户，账号规则为：SYS+8位客户码，如00010001客户的管理员账户为
SYS00010001.

客户系统管理员SYS XXXXXXXX 登录会员服务系统，通过【会服门户】进入【客户用户管理】菜单：

1、新增客户  
点击“新增”按钮，进入新增页面，录入客户信息：

af://n4
af://n8
af://n13
af://n17


信息录入完毕，点击“提交”，系统弹出确认框：

客户系统管理员点击“确定”后，系统提示保存成功：

再次确定后新增客户成功，系统返回【客户用户管理】界面，新增账号为CUS+8位客户编码+“-01“格式。



2、查看详情  
点击操作“详情”，系统弹出客户详细信息：

3、修改  
点击操作“修改”，进入修改页，可修改姓名、联系方式、邮箱、状态、备注等信息：

af://n26
af://n29


4、删除  
点击操作“删除”，系统给出提示：

客户管理员二次确定后，系统提示删除成功。

5、重置密码  
点击操作“重置密码”，系统给出提示：

af://n32
af://n37


点击确定，录入管理员密码，才可以重置客户密码

重置密码成功提示：

6、业务授权  
点击操作“业务授权”，系统弹出对话框，展示可授权的业务：(客户在多个会员下，则分会员展示可授权的业务)

af://n44


点击“提交”，系统提示业务授权成功：

7、默认登录会员设置  
客户进入【默认登录会员设置】菜单，若客户在多个会员下添加了客户系统管理员，该菜单展示所有会员以及默认会
员：

af://n49


点击“设置默认会员”可修改会员为默认登录会员，【客户端电子仓单】展示的是默认登录会员授予的业务。

8、电子仓单业务  
客户系统管理员，通过【客户端电子仓单】进入业务操作界面，可以操作已授权的各类业务：

af://n54


四、客户用户  
客户可以自行申请开通多个CUS普通用户。

1、默认登录会员设置  
客户用户CUS XXXXXXXX -01登录会员服务系统，通过【会服门户】进入【默认登录会员设置】菜单：

点击“设置默认会员”可修改会员为默认登录会员，每次登录时【客户端电子仓单】展示的是默认登录会员授予的业
务。

af://n57
af://n59


2、电子仓单业务  
客户用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通过【客户端电子仓单】进入业务操作界面，可以操作已授权的各类业务：

五、客户端电子仓单业务  
客户通过账号SYSXXXXXXXX或者CUSXXXXXXXX-01登录会员服务系统，点击【客户端电子仓单】，可查看并操
作已授权的各类业务。点击右上角登录者的姓名，通过切换会员，系统展示不同会员授予给客户的业务权限。

af://n64
af://n67


1、仓单转让  

①仓单转让卖方申请  
客户端仓单转让申请页，卖方客户默认为当前登录客户，不可修改。

录入各项信息后点击提交：

af://n70
af://n71


确定后，系统提示“仓单转让申请提交成功！”

②仓单转让申请管理  
卖方客户可在【仓单转让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买方确认前的申请。

业务授权时勾选审核，卖方客户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卖方待审核”；业务授权时不勾选审核，卖方客户申请后，该
申请状态为“待确认”。

af://n78


a、卖方客户点击操作“修改”，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买方会员、买方客户等信息。

修改提交后，系统提示：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后，系统提示修改成功：



b、卖方客户点击操作“撤销”，系统提示;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系统提示“仓单转让申请撤销成功！”

 

③仓单转让审核  
买方\卖方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仓单转让审核】页面，授权客户仓单转让业务时勾选审核，在
卖方客户提交申请、买方客户确认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仓单转让申请：

af://n93


会员点击操作“审核”进入审核页面，审核退回时必须填写审核意见：

会员提交审核：

会员点击提示框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转让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④仓单转让买方确认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仓单转让买方确认】：

客户点击操作“确认”，进入确认页面：

选择驳回，必须录入确认意见，点击提交，系统提示：

af://n102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认按钮，系统提示“仓单转让申请确认通过/驳回成功”：

⑤仓单转让结果查询  
客户左侧菜单选择【仓单转让结果查询】，可查看仓单转让申请处于流程何种状态，客户登录仅能查询与登录客户相
关的申请。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仓单转让详情页面：

af://n111


 

2、仓单折抵头寸  

①仓单折抵头寸申请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仓单折抵头寸申请】，客户默认为当前登录客户，不可修改。

客户选择仓单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af://n117
af://n118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折抵申请提交成功！”

②仓单折抵申请管理  
客户可在【仓单折抵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申请。

业务授权时勾选审核，客户提交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待审核”，该状态可修改、撤销操作，审核之后只能撤销操
作；业务授权时不勾选审核，客户提交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待审批”，该状态可修改、撤销操作。

af://n125


a、点击操作“修改”按钮，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仓单信息：

修改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折抵申请修改成功！”



b、点击操作“撤销”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折抵申请撤销成功”。

③仓单折抵申请审核  
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仓单折抵申请审核】页面，授权客户仓单折抵业务时勾选审核，在客户提交
申请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仓单折抵申请。

af://n139


点击操作“审核”，进入审核页面

选择审核结果，当选择审核退回时，必须录入审核意见，审核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折抵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④仓单折抵结果查询  
客户丛左侧菜单进入【仓单折抵结果查询】页面，可录入查询条件查找结果，仅能查找当前登录客户相关申请。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仓单折抵详情页面：

⑤解除仓单折抵申请  

af://n148
af://n153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解除仓单折抵申请】，仅展示当前登录客户名下折抵成功的申请。

点击操作“解除折抵”，进入解除折抵申请页面：

客户选择折抵仓单信息，录入解除数量：



点击“提交”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后，系统提示“解除仓单折抵申请提交成功”

⑥解除仓单折抵申请管理  
左侧菜单选择【解除仓单折抵申请管理】，可修改、撤销已提交的解除仓单折抵申请。

业务授权时勾选审核，客户提交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待审核”，该状态可修改、撤销操作，审核之后只能撤销操
作；业务授权时不勾选审核，客户提交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待审批”，该状态可修改、撤销操作。

af://n164


a、点击操作“修改”，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已选仓单信息：

修改完成，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折抵申请修改成功！”



b、点击操作“撤销”，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折抵申请撤销成功”

⑦解除仓单折抵申请审核  
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解除仓单折抵申请审核】页面，授权客户仓单折抵业务时勾选审核，在客户
提交申请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解除仓单折抵申请。

af://n178


点击操作“审核”，进入解除仓单折抵申请审核页面

选择审核结果，当选择审核退回时，必须录入审核意见，审核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折抵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⑧解除仓单折抵结果查询  
客户丛左侧菜单进入【解除仓单折抵结果查询】页面，可录入查询条件查找结果，仅能查找当前登录客户相关申请。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解除仓单折抵申请详情页面：

3、仓单作为保证金  

af://n187
af://n192


①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客户默认为当前登录客户，不可修改。

客户选择仓单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提交成功！”

②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管理  
客户可在【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申请。待审批状态只能撤销；待审核、审核驳回状态可修改、
撤销。

af://n193
af://n200


a、点击操作“修改”按钮，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仓单信息：

修改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修改成功！”



b、点击操作“撤销”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撤销成功”。

③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审核  
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审核】页面

af://n212


选择同意协议后， 会员在该菜单审核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

点击操作“审核”，进入审核页面



选择审核结果，当选择审核退回时，必须录入审核意见，审核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折抵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④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查询  
客户丛左侧菜单进入【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查询】页面，可录入查询条件查找结果，仅能查找当前登录客户相关申
请。

af://n223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详情页面：

⑤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仅能查询当前登录客户名下仓单作为保证金申
请成功的仓单。

af://n228


客户选择仓单信息，录入解除数量：

点击“提交”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后，系统提示“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提交成功”



⑥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管理  
客户可在【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申请。

a、点击操作“修改”，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已选仓单信息：

修改完成，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af://n237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折抵申请修改成功！”

b、点击操作“撤销”，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撤销成功”

⑦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审核  
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审核】页面，在客户提交申请后，会员在该菜单审
核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

af://n250


点击操作“审核”，进入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审核页面

选择审核结果，当选择审核退回时，必须录入审核意见，审核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⑧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查询  
客户丛左侧菜单进入【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查询】页面，可录入查询条件查找结果，仅能查找当前登录客户相关
申请。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解除仓单作为保证金申请详情页面：

4、期货转现货  

af://n259
af://n264


①期转现卖方申请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期转现卖方申请】，卖方客户默认为当前登录客户，不可修改。

录入各项信息后点击提交：

客户点击提示框的确定按钮后，系统提示“期转现申请提交成功！”

af://n265


②期转现申请管理  
客户可在【期转现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买方确认前的申请。

业务授权时勾选审核，卖方客户提交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卖方待审核”；业务授权时不勾选审核，卖方客户提交申
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待确认”

a、卖方客户点击操作“修改”，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合约代码、买方会员、买方客户等信息，修改后状态为“卖方待
审核”或“待确认”。

修改提交后，系统提示：

af://n272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后，系统提示修改成功：

b、卖方客户点击操作“撤销”，系统提示;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系统提示“期转现申请撤销成功！”

③期转现审核  
买方\卖方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期转现审核】页面，授权客户期转现业务时勾选审核，在卖方
客户提交申请、买方客户确认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期转现申请：

af://n287


会员点击操作“审核”进入审核页面，审核退回时必须填写审核意见：

会员提交审核：

会员点击提示框确定按钮，系统提示“期转现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④期转现买方确认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期转现买方确认】：

客户点击操作“确认”，进入确认页面：

选择驳回，必须录入确认意见，点击提交，系统提示：

af://n296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认按钮，系统提示“期转现申请确认通过/驳回成功”：

⑤期转现结果查询  
客户左侧菜单选择【期转现结果查询】，可查看期转现申请处于流程何种状态，客户登录仅能查询与登录客户相关的
申请。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期转现详情页面：

af://n305


5、仓转余款划转  

①余款划转卖方申请  
客户端余款划转申请页，只能查询当前登录的客户相关余款申请。

录入申请数量后点击操作“申请”：

af://n310
af://n311


确定后，系统提示“余款划转申请提交成功！”

②卖方余款申请管理  
卖方客户可在【卖方余款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申请。

业务授权时勾选审核，卖方客户申请后，该申请状态为“卖方待审核”；业务授权时不勾选审核，卖方客户申请后，该
申请状态为“待确认”。

a、卖方客户点击操作“修改”，系统弹出对话框，可修改申请数量。

af://n318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后，系统提示修改成功：

b、卖方客户点击操作“撤销”，系统提示：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系统提示“余款划转申请撤销成功！”

 

③余款划转审核  

af://n331


买方\卖方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余款划转审核】页面，授权客户余款划转业务时勾选审核，在
卖方客户提交申请、买方客户确认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余款划转申请：

会员点击操作“通过“，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操作“退回“，系统弹出对话框，需要录入退回原因：

会员点击提示框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余款划转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④余款申请买方确认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余款申请买方确认】：

客户点击操作“确认”，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认按钮，系统提示“余款划转申请确认成功”：

af://n341


⑤余款申请结果查询  
客户左侧菜单选择【余款申请结果查询】，可查看余款申请处于何种状态，客户登录仅能查询与登录客户相关的申
请。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余款申请详情页面：

af://n348


6、仓单质权登记  

①质权登记申请  
银行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质权登记申请】。

录入质权信息后点击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质权登记申请提交成功！”

②质权登记申请管理  
银行会员可在【质权登记申请管理】菜单修改、撤销申请。

af://n353
af://n354
af://n361


a、点击操作“修改”按钮，进入修改页面，可修改仓单信息：

修改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质权登记申请修改成功！”



b、点击操作“撤销”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质权登记申请撤销成功”。

③质权登记申请确认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质权登记申请确认】页面。

af://n374


点击操作“确认”，进入确认页面

选择仓单并上传附件后，点击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质权登记申请确认成功！”

④质权登记申请确认管理  
客户丛左侧菜单进入【质权登记申请确认管理】页面，可录入查询条件查找结果，仅能查找当前登录客户相关申请。

af://n383


客户点击操作“修改”，进入修改页面：

客户修改附件、已选仓单等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

客户点击提示框确定按钮，系统提示“仓单之前登记申请修改成功”：



 

⑤质权登记申请确认审核  
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质权登记申请确认审核】，授权客户该业务时勾选审核，在客户提交确认
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申请：

点击操作“审核”，进入质权登记申请确认审核页面：

af://n393


审核退回时必须填写审核意见，点击“提交”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后，系统提示“仓单质权登记申请审核通过\退回成功”

⑥质权登记结果查询  
左侧菜单选择【质权登记结果查询】，可查看质权登记申请处于何种状态，客户登录仅能查询与登录客户相关的申
请。

af://n402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情”，进入详情页面：

⑦解除质权登记申请  
银行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解除质权登记申请】页面

af://n407


点击操作“解除质权登记”，进入解除质权登记提交页面

选择仓单信息，录入解除数量，点击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银行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质权登记申请提交成功！”



⑧解除质权登记申请确认  
客户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选择【解除质权登记申请确认】，仅能查询当前登录客户名下相关解除质权登记申
请。

客户点击操作“确认”，进入解除质权登记确认页面：

确认信息选择“驳回”需要录入确认意见，点击“提交”按钮后，系统弹出提示框：

af://n416


客户再次点击提示框中的“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仓单质权登记申请确认通过成功”

⑨解除质权登记申请审核  
会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左侧菜单进入【解除质权登记确认审核】页面，在客户提交申请后，会员在该菜单审核。

点击操作“审核”，进入解除质权登记确认审核页面

af://n425


选择审核结果，当选择审核驳回时，必须录入审核意见，审核提交系统弹出提示框：

会员点击提示框中“确定”按钮，系统提示“解除惨淡质权登记申请审核通过\驳回成功！”

⑩解除质权登记结果查询  
 

客户丛左侧菜单进入【解除质权登记结果查询】页面，可录入查询条件查找结果，仅能查找当前登录客户相关申请。

af://n434


客户点击操作“查看详细”，进入解除质权登记结果详情页：

六、注意事项  
一、 目前客户接入采用完全授权的业务模式进行运作，即会员赋权给客户用户后，会员将不能操作客户相关的业务
内容；在收回相关授权后，重新获得该业务的操作权限。

二、如果已经获得授权的客户在办理仓单业务的过程中，被收回了授权，则会因为无法找到业务入口，而继续办理相
关业务。此时有两种处置方案：

1. 会员重新赋权给客户，此时原有的数据信息都在；
2. 如果会员不进行授权，会员处理该业务，也需要在次日上述仓单占用释放后进行相关操作。

三、建议按照章节二中的浏览器进行访问，避免浏览器兼容问题。

四、如果SYS管理员用户不慎忘记，请联系交易所相关人员协助重置密码。

af://n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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