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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系统之前 

1．检查你的系统配置 

为了保证你能够顺畅的使用系统，你所使用的会员服务终端，应该采用以下建议配置 

硬件推荐配置 

Intel 处理器 Intel® Core(TM) i7-4510U CPU @2.00GHz 2.60 

内存 8096MB SDRAM 

显示内存 2048MB SDRAM 

硬盘 500G以上可用硬盘（C：） 

显示器 19” 

光驱 可选配 

打印机 A4 幅面激光打印机（需要有 Windows下的驱动程序） 

网络设备 100/1000M自适应网卡，另外需要带以太网口和串口

的 Cisco路由器 

或者其他至少提供 9.6K通道的设备，例如 X.25卡等 

音效设备 可选配 

 

软件配置要求 

操作系统 推荐使用简体中文版 Windows 7，也可选用简体中文

版 Windows XP. 

浏览器 推荐使用中文版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0 

 

2．检查你的系统 

在使用会员服务系统之前，你首先要检查你的计算机系统，确认你所使用的系统为

Windows 7，或简体中文版 Windows XP；并检查 IE 的版本和 MVM的版本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操作系统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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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右击——我的电脑——选中属性，显示以下页面 

 

检查 IE版本 

进入浏览器，在菜单条中选择帮助——关于 

 

启用 ActiveX 控件 

操作系统 

IE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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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中“导出本页”功能按钮，下载大量数据导出 EXCEL，需要启用 ActiveX控件，步骤如下： 

1打开 IE浏览器， 

在工具栏 中选择“工具（O）”

--"Internet选项(O)"，如图： 

 

点击“安全”，选中“可信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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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站点（S）”，把当前服务器站点，形如 

http://188.31.53.90:7013/control/openLogin，根据实际服务器站点地址加入安

全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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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A）”后，点击“关闭（C）”。 

 

选中“自定义级别(C)..."，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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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与“ActiveX控件”有关的选项修改为“启用”，如“ActiveX控件自动提示”，“对标记为可安全

执行脚本的 ActiveX 控件执行脚本*”，“对未标记为可安全执行脚本的 ActiveX 控件初始化并执行

脚本”都修改为“启用”。点击“确定”，关闭 IE，重新打开 IE，输入服务器系统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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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新手入门 

1. 有些什么功能 

会员服务系统提供给会员的交易员对数据的管理、维护和查询。 

 提货单管理 

   包括黄金铂金提货单管理、白银提货单管理、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交割仓库意向

申报。 

 资金划转管理 

包括资金划转、应急资金划转、客户资金密码管理。 

 个人金条库存划转管理 

包括个人金条库存划转。 

 质押租借申报 

包括质押申报管理、质押注销申报管理、租借申报管理、租借还金申报管理、场外

远期交易登记管理、场外掉期交易登记管理、场外远期掉期过户申报管理。 

 客户管理 

包括客户管理、买方违约申报。 

 会员查询 

当日报单查询、当日成交单查询、会员持仓查询、客户持仓查询、现货延期交收当

日交收申报查询、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当日余额查询、当日资金占

用明细、会员对账流程查询、当日客户库存查询、客户白银在库可用库存查询、查询交

割发票及费用信息、查询白银发票信息。 

 报表打印 

包括会员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客户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费用明细

单打印、费用明细单汇总打印、客户库存结算单打印、分行会员结算清单打印、分

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手续费)、分行黄金交易划

款转账凭证(升贴水)。 

 其他业务 

包括关闭普通登录方式、USBKEY密码修改。 

 修改密码 

 返回 

 

2. 手册的结构安排 

第一章面向第一次使用本系统的交易员，概要介绍系统提供的功能、使用本系统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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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的客户端软硬件配置、以及系统操作中的特别约定。 

第二章介绍系统最基本的操作，包括界面的排布风格、基本的使用方式。 

第三章用简洁的方式介绍使用会员服务系统前的准备工作，教您如何进入系统、如

何切换到不同的模块、在会员服务系统中可能受到哪些条件的制约。 

第四章到第十二章分别介绍提货单管理、资金划转管理、质押租借申报、客户管理、

会员查询、报表打印、其他业务、修改密码、返回等九个管理模块的具体操作步骤。 

 

3. 特别约定 

 

1. 本手册中出现的一些计算机操作语言，对应的默认意义： 

语言 意义 

点击 操作鼠标左键，单击一下 

右击 操作鼠标右键，单击一下 

双击 操作鼠标左键，快速按两下 

 

2. 日期格式：系统中的日期格式不论输入或显示都统一为 YYYYMMDD，例如 2002

年 12月 25 日在输入时必须写成 20021225。如图： 

 

图（1-3-1） 

日期的输入也可以通过左击日期输入框后的日历小图标，再选择需要的日期。 

3. “*”符号：系统中的输入界面上，对于任何输入口后有“*”符号的，表示该

项为必须填写。如图： 

 
图（1-3-2） 

4. 分页浏览：系统中，大部分浏览界面，由于数据过多，都提供分页浏览的功能，

每页显示 15 条数据，分页浏览的操作位置位于内容主窗口中的数据列表的最底部，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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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3） 

有了分页浏览，查看记录就如同翻书页一样，在该栏中，各种按钮的意义： 

该按钮表示“回到首页”，任何情况下，点击该按钮后，将转向显示第一页。 

该按钮表示“到最末页”，任何情况下，点击该按钮后，将转向显示最后一

页。 

该按钮表示“上一页”，任何情况下，点击该按钮后，将转向当前页的上一页，

如果当前页为第一页，将仍然停留在第一页。 

该按钮表示“下一页”，任何情况下，点击该按钮后，将转向当前页的后一页，

如果当前页为最末页，则将仍然停留在最末页。 

页码输入框和转页按钮配合使用，先输入你需要查看的页码，

然后点击转页，将会转向你填入的页码，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填入的页码数错误，或

者超出了页数范围，会如何呢？情况如下：输入页码超过总共的页数，将转向最后一页，

输入页码小于 1，则转向第一页，如果输入错误的数字，则仍然停留在当前页。 

5. 模糊查询：对于系统中提供的查询功能，都是基于模糊查询的。模糊查询的意

思是根据你输入的查询条件，搜索近似于或是包含查询条件的结果。例如，我们使用

google 搜索，以“新闻”为查询条件做模糊查询，得到结果可能是“体育新闻”、“娱

乐新闻”、“社会新闻”等等。再例如，在我们这个系统中，某个查询功能的查询条件为

客户代码，你输入“000”查询，则将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代码中包含“000”

的客户全部查出。 

6. 代码和简称快速提示：在任何新增、修改、查询界面上，如果代码和简称成对

出现，且显示方式为代码输入框和简称灰色显示框，如图：  

 

图（1-3-4） 

系统提供了一个方便的功能，你只要在输入框中输入代码，按回车，简称显示框中

即会显示代码对应的名称或者简称。 

事例：在客户代码框中输入 0000000001，按回车，客户名称显示[工商银行]，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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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5） 

8. 导出到 Excel：系统中的浏览界面和查询界面，都提供导出到 EXCEL表格的功能，

操作位置在表格标题拦的下面，与功能操作在一个栏目，有按钮[Excel]导出，如图： 

图（1-3-6） 

事例：将所有提货单信息导出到 Excel表格，在浏览提货单界面上，查询出所有的

提货单，直接点击[Excel]按狃，如图： 

 

图（1-3-7） 

选择保存，如图： 

 

图（1-3-8） 

在文件名中输入文件名称(例如：提货单查询)及扩展名(.xls)，点击保存，将该

excel表格保存到你的计算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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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系统操作指南 

本章向您介绍使用会员服务系统时最基本的操作，包括系统的界面构成，以及在界

面中可以通过哪些方式进行操作。 

 

1. 基本界面信息 

会员服务系统的主界面分为树型菜单栏、内容主窗口几个区域。 

 

图（2-1-1） 

1.1 树型菜单栏 

  这个菜单表现为树型，将功能模块分层次显示出来，标题左边的符号表现为

“ ”，表示未展开，还有子菜单（子树）存在，符号表现为“ ”，表示已展开。通

过它可以清晰且方便的访问到所要访问到的模块。点击某菜单标题后，该模块的操作界

面会出现在内容主窗口中（下面讲到）。在该列的右边有一个小的箭头，点击它可以将

树型菜单隐身（在界面的左边缩到最小化）。 

1.2 内容主窗口 

在树型菜单上选择相应的标题后，对应的操作界面在该窗口呈现。例如，在树型菜

单上选择 提货单管理－＞黄金铂金提货单管理，对应的操作界面在内容窗口中显示，

内容主窗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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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２） 

 

2. 如何实现系统功能 

2.1 用树型菜单栏实现功能 

这是个主要的方式，通过鼠标搜索树型菜单，所有功能都包含在树型菜单中，你能

从展开的菜单栏中选择你要实现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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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如何开始 

1. 进入系统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地址：<http://member.sge.sh>，回车后即访问会员服务系

统首页面，页面如下图： 

 

图（３-1-１） 

该页面中，包含四个“入口”按钮，分别对应电信用户和联通用户，用于登录会员

服务系统、会员查询系统，点击相应按钮，进入相应系统的登录页面。 

会员服务系统的登录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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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２） 

当登录的交易员没有关闭普通登录方式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登录系统： 

1. 普通登录方式： 

“是否使用 USBKEY 登录”选择否，输入正确的用户登录名和用户口令后，点击登

录，系统将进入会员服务系统界面。 

如果用户名或密码不匹配，将不能登录系统。光标自动返回到用户名输入框，等待

重新输入。 

如果需要重填用户名和密码，则点击“取消”。 

 

2. USBKEY登录方式： 

“是否使用 USBKEY 登录”选择是，登录界面显示 USBKEY密码输入框。插入登录交

易员的 USBKEY，输入正确的用户登录名和用户口令以及所使用的 USBKEY密码后，点击

登录，系统将进入会员服务系统界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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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1-３） 

如果用户名、密码或 USBKEY密码不匹配，以及登录交易员信息与 USBKEY 记录的信

息不一致，将不能登录系统。光标自动返回到用户名输入框，等待重新输入。 

如果 USBKEY 已过期，将不能登录系统，系统提示：“USBKEY已过期” 

如果需要重填用户名、密码和 USBKEY密码，则点击“取消”。 

当登录的交易员已关闭普通登录方式时，只能通过 USBKEY 登录方式登录会员服务

系统。此时若按照普通登录方式登录，将不能登录系统。 

 

2. 在不同的模块间切换 

你已经进入了会员服务系统主界面，你只要在树型菜单栏的标签上点击，展开或闭

合树型菜单，选择你需要操作的管理模块名称，就可以切换到你需要的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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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操作中的限制 

在您使用系统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和制约，下面列出所有可能出现的

限制和制约条件。 

 

3.1 会员服务的权限限制 

如果你无法登录会员服务系统，那么你首先需要确认的是：你使用的用户名/口令

是否拥有会员服务系统的权限；如果你还没有相应的权限，你就需要联系系统管理人员

来给你这个权限了。 

3.2 操作时间间隔的限制 

也许你已经进入了会员服务系统，但是如果你长时间离开，又再次回到操作界面上，

这个时间间隔超过了系统设定的限制。此时，你将没有办法做任何操作，系统会要求你

重新登录。 

3.3 其它限制 

你很迷惑，你忽然不能进入系统，系统提示你的“用户”已经被禁用或锁定；你进

入了系统主界面，但你以前能够操作的模块现在不能操作了；那你需要请系统管理员替

你检查一下你的权限；还有，也许系统管理员已经对你的权限做了限制，你需要等待处

理结果了。 

4. 正确退出系统 

请您通过树型菜单栏->返回，来退出会员服务系统。不要通过直接按浏览器的退出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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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提货单管理 

1. 黄金铂金提货单管理 

功能：交易员打印黄金或者铂金提货单，准备提取黄金或者铂金。如果出于某种原

因决定不提取，就可以撤销提货单。交易员在打印提货单当天撤销不收取运保费；次日

后撤销收取运保费。 

 

1.1 浏览提货单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提货单管理]——>[黄金铂

金提货单管理]，即进入浏览提货单的界面，如图（4-1-1）。  

 

图（4-1-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1.2 增加黄金铂金提货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点击增加按钮 ，页面

转向输入界面。如图： 

 
图（4-1-2） 

提货申请类型包含两种，一种是提货申请，另一种是租借提货申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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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３） 

 

选择提货申请类型  

 

图（4-1-４） 

 

填入客户代码：0000000001，点击“下一步”，出现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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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５） 

 

 输入框后带有“*”符号的，是表示必须填入项，在第一章 新手

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3 点）中有具体说明。 

注意： 

 客户代码需要输入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 

 [提货类型]选择规则：1.自提；则自提重量必填，交提重量不填。 2. 交提；

则交提重量必填，自提重量不填。 3.部分交提；则自提重量和交提重量都为必

填。 

 输入的重量大小，必须满足交割品种的最小提货量、提货步长、标准重量的整

数倍，单位为公斤(kg)。如：输入[1]，表示提货 1公斤。 

 备注：390 个以上字符不要使用回车。 

 

 

 

填入信息，点击“提交”按钮，出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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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６） 

 

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如下页面：页面增加了一条提货记录。 

 
图（4-1-７） 

 

选择租借提货申请，如图： 

 

图（4-1-8） 

 

输入客户代码和租借登记编号，点击“下一步”，进入如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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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9） 

其余操作同普通提货。 

 

选择拆借提货申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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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0） 

 

输入客户代码和非交易过户单编号，点击“下一步”，进入如图页面： 

 

 

图（4-1-11） 

其余操作同普通提货。 

 

1.3 查询黄金铂金提货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 ，

页面转向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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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2）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出现如下图： 

 

图（4-1-13） 

 

1.4 撤销黄金铂金提货单 

撤销提货单所提供的功能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且提货状态是申请提货的提货单撤

销。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提货单记录， 如图： 

        

图（4-1-14） 

 

2. 点击[撤销]按钮 ，跳出撤销操作确认框，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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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5）  

3. 选择[取消]，则终止撤销操作，返回浏览提货单页面。选择[确定]后，页面刷新后，

仍然停留在浏览会员页面，此时被撤销的提货单提货状态为会员当日撤单或者会员次日

撤单。 

图

（4-1-16） 

 

 

1.5 黄金铂金提货单打印预览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提货单记录， 

 
2. 在 提 货 单 浏 览 界 面 ， 点 击 [ 打 印 预 览 ] 按 钮

，页面转向打印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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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7） 

右键选择[打印]，打印提货单。 

 

2. 白银提货单管理 

功能：交易员打印白银提货单，准备提取白银，由于某种原因决定不提取，就可以

撤销提货单。交易员在打印白银提货单当天撤销不收取该笔白银的运保费；次日后撤销

白银提货单收取运保费。 

 

2.1 浏览白银提货单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提货单管理]——>[白银提

货单管理]，即进入浏览白银提货单的界面，如图：  

 
图（4-2-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2.2 增加白银提货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点击增加按钮 

，页面转向输入界面。如图：  

 

进入白银提货单管理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8 

图（4-2-2） 

填入客户代码：0000000001，回车，点击“下一步”，出现下图：。   

   
…… 

 

   

图（4-2-3） 

 

 输入框后带有“*”符号的，是表示必须填入项，在第一章 新手

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3 点）中有具体说明。 

注意： 

 客户代码需要输入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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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的提货重量，必须满足交割品种的最小提货量、提货步长、标准重量的整

数倍，如：输入[15]表示 15公斤。 

 交割品种下拉框，选择白银品种 

 根据客户代码、仓库代码、交割品种代码、业务类型检查提货权限。 

 

填入信息，点击“下一步(编辑块号明细)”按钮，出现如下图：  

 

 

图（4-2-4） 

点击“增加块号明细”，进入下图： 

  

 

图（4-2-5） 

先选择条块，然后点击“增加”，页面返回操作完成。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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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6） 

全部条块增加成功后，点击“完成”，返回编辑块号明细页面，如图： 

 

 

图（4-2-7） 

点击“增加块号明细”，进入图(4-2-6)，可以继续选择条块。 

 

选择某一条块，点击“删除块号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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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8） 

页面返回操作完成，被选择的条块被删除。如图： 

 

 

图（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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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浏览页面，选择一条白银提货单，“编辑块号明细”按钮由不可操作变为可操作，

如图：  

 

图（4-2-10） 

 

点击“编辑块号明细”，进入编辑白银提货单块号明细页面。如图： 

 

 

 

图（4-2-11） 

    

点击“提交”按钮，返回如下页面：页面增加了一条提货记录。 

   

图（4-2-12） 

 

2.3 查询白银提货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提货单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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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转向查询条件输入界

面。如图： 

 

图（4-2-13）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出现如下图： 

 

 

图（4-2-14） 

 

2.4 撤销白银提货单 

撤销提货单所提供的功能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且提货状态是申请提货的提货单撤销。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提货单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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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撤销]按钮 ，跳出撤销

操作确认框，如图：  

   
图（4-2-15）。  

3. 选择[取消]，则终止撤销操作，返回浏览提货单页面。选择[确定]后，页面刷新后，

仍然停留在浏览会员页面，此时被撤销的提货单提货状态为会员当日撤单或者会员次日

撤单。 

 

 

2.5 白银提货单打印预览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提货单记录， 

  

图（4-2-16） 

 

2. 在提货单浏览界面，点击[打印预览]按钮 ，

页面转向预览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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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17）。 

2. 右键点击[打印]，打印提货单。 

 

3. 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 

功能：清算前，会员在会服系统填写提前结清仓储费申请，录入因为转会需要提前

结清仓储费的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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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浏览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提货单管理]——>[提前结算仓

储费申请]，即进入浏览仓储费结算申请的界面，如图： 

   

   
图（4-3-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3.2 增加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浏览仓储费结算申请界面，点击增加按钮 

，页面转向创建新的仓储费结算申请界

面。如图：   

    
图（4-3-2） 

 

 输入框后带有“*”符号的，是表示必须填入项，在第一章 新手

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3 点）中有具体说明。 

注意： 

 客户代码需要输入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 

 

填入客户代码：0100016008，回车，点击“保存”，出现下图：   

进入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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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3） 

 

3.3 查询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浏览仓储费结算申请界面，点击“查询”按钮   

，   

页面转向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3-4） 

  

 输入申报日期开始和结束时间，输入提交日期开始和结束时间，格式为

YYYYMMDD 形式。 

 

输入查询条件，点击“查询”，出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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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5） 

 

3.4 撤销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 

撤销提前结算仓储费申请所提供的功能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是已提交的申请单

撤销。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状态为已提交的记录，   

   

2. 点击[撤销]按钮 ，跳出撤

销操作确认框，如图： 

   

图（4-3-6）。 

3. 选择[取消]，则终止撤销操作，返回浏览页面。选择[确定]后，页面刷新后，仍然

停留在浏览页面，此时被撤销的记录状态为已撤销。 

 

 

4. 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功能：交割仓库意向申报增加，修改，删除，查询，导出 Excel。 

 

4.1 浏览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提货单管理]——>[交割仓库意

向申报]，即进入浏览交割仓库意向申报的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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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4.2 增加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点击 ，进入新增意向选择界面，如图：  

   

图（4-4-2） 

 

选择一条预交割单记录，点击下一步，进入新增交割仓库意向申报界面，如图：  

 

图（4-4-3） 

 

选择仓库，以及申报手数，申报手数不能大于剩余的交割数量，并且手数大于 0 

点击确定，保存记录。 

进入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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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编辑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点击 ，进入修改交割仓库意向申报界面，如图： 

 
图（4-4-4） 

 

修改申报手数，申报手数不能大于剩余的交割数量，并且手数大于 0 

点击确定，保存记录。 

4.4 查询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点击 ，进入查询交割仓库意向申报界面，如图：  

 

图（4-4-5） 

 

输入查询条件，进行查询。 

4.5 删除交割仓库意向申报 

在浏览界面上选择要删除的记录，点击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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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点击确定，删除记录。点击取消，取消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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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资金划转管理 

1. 资金划转 

1.1 浏览资金划转单 

当前登录会员是[0011]内蒙乾坤，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资金划转管理]——>[资金划

转]，即进入浏览资金划转表的界面，如图： 

   
图（5-1-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资金划转”业务逻辑变更。 

会员出金时，系统检查出金限制，出金后低于资金下限者，出金指令无效，不允

许进行出金申请。 

1.2 增加资金划转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中国建设银行 

1. 在资金划转浏览界面，  点击[增加]按钮，页面会转

向创建新的资金划转表页面，如图： 

 

进入资金划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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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2） 

 

2. 填入需要新增的资金划转信息。如图： 

 

图（5-1-3） 

以上输入框都是必须填入项。 

注意： 

客户代码需要输入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跳出确认划转的确认框，如图： 

 
图（5-1-4） 

 

4. 如果要取消增加资金划转操作，按[取消]按钮。如果系统的划款服务已经启动，

并且清算行状态是“已签到，未签退”点击[确定]后，该记录被保存，但真正的资金划

转成功需要等待几秒钟，可以到查询界面查看完成情况。但如果系统的划款服务未启动，

则出错返回到当前页面。 

5. 如果发电成功且入账成功，则该笔资金划转成功。如果划转失败，可以根据备

注查看详细的出错原因，所有出错记录不再重发。如果在记录保存之后，系统关闭了划

款服务，则该记录不再划款，已发电标志显示“服务已停止”且不再重发。如图： 

 
图（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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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查询资金划转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11]内蒙乾坤 

1. 在资金划转表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 ，页面转向查询条件

输入界面。如图： 

   
图（5-1-6）。 

查询条件：指令发出日期、指令发出时间、清算行、流水号，这里提供的查询是“模糊

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

中有具体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的会员是[0011]内蒙乾坤，查询 20151102那天，清算行为[中国农

业银行]的资金划转情况。 

操作： 

1. 如图： 

 

图（5-1-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结果如图： 

输入条件，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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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8） 

 

2. 应急资金划转 

2.1 浏览应急资金划转表 

当前登录会员是[0011]内蒙乾坤，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资金划转管理]——>[应急资金

划转]，即进入浏览应急资金划转表的界面，如图： 

   
图（5-2-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应急资金划转”业务逻辑同资金划转。区别在于当会员二级系统的保证金系统

出现异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该菜单，录入二级系统的本地流水号、应急录入签名，

进行应急资金划转。 

 

进入应急资金划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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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加应急资金划转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中国建设银行 

1. 在应急资金划转浏览界面，  点击[增加]

按钮，页面会转向创建新的应急资金划转表页面，如图： 

 

图（5-2-2） 

输入各项，点击划转，如图： 

 

图（5-2-3） 

其他操作同资金划转。 

 

2.3 查看签名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中国建设银行 

1. 在应急资金划转浏览界面，选择某一条记录， 点击[查看签名]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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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4） 

 

返回结果如图： 

 

图（5-2-5） 

 

2.4 查询应急资金划转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11]内蒙乾坤 

1. 在应急资金划转表浏览界面 ，点击查询

按钮，页面转向查询应急资金划转表界面。如图： 

   

图（5-2-6）。 

查询条件：指令发出日期、指令发出时间、清算行、流水号，这里提供的查询是“模糊

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

中有具体说明。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返回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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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客户资金密码管理 

3.1 浏览应急资金划转表 

当前登录会员是[0011]内蒙乾坤，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资金划转管理]——>[客户资金

密码管理]，即进入浏览客户资金密码界面，如图： 

   

图（5-3-1） 

 

客户代码输入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点击查询，返回按客户代码进行模糊

查询的浏览数据结果。 

 

3.2 增加客户资金密码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中国建设银行 

1. 在浏览客户资金密码界面，  点击[新增]按钮，页面

会转向创建新的客户资金密码页面，如图： 

 

图（5-3-2） 

输入各项，点击保存，新增成功，返回浏览页面。 

3.3 修改客户资金密码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中国工商银行 

1. 在浏览客户资金密码界面，选择某一记录，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重置

客户资金密码页面，如图： 

进入客户资金密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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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3） 

输入各项，点击保存，修改成功，返回浏览页面。 

 

第六章 质押租借申报 

1. 质押申报管理 

1.1 浏览质押申报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质押租借申报]——>[质押

申报管理]，即进入浏览质押申报的界面，默认只有“增加”、“查询”按钮可操作。如

图： 

 

图（7-1-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查看质押申报质物的详细信息：在每条记录的最左边，有一个名称为[质押申报质

物]的超链接，点击后，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图：  

进入质押申报管理 

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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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2） 

 

 

图（7-1-3） 

1.2 增加质押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质押申报界面，  点击

[增加]按钮，页面会转向创建新的质押申报页面，如图： 

点击超链接查看质押申报质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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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4） 

2. 填入需要新增的质押申报的信息。如图： 

 

 

图（7-1-5） 

注意： 

在质押申报质物栏，可以循环增加或删除质押的交割品种和重量。但是需要满足同

一交割品种只能有一个质押重量值。 

质押申报重量允许为小数的交割品种，申报重量允许为小数且必须为条块标重的整

数倍；否则申报重量必须为整数且可以不是条块标重的整数倍。 

输入的重量大小，必须满足交割品种的最小提货量和提货步长，如：输入[1]表示 1

公斤。 

主板客户只可与主板客户做对手方，国际板客户只可与国际板客户做对手方 

国际板客户只可质押国际板交割品种，主板客户只可质押主板交割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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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质押申报，如果要取消增加质押申

报操作，按[返回]按钮。质押申报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质押申报浏览界面，这时可

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质押申报的记录。 

 

1.3 修改质押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质押申报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状态为已录入的质押申报记

录，选中记录后，“修改”、“复核”、“删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1-6）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质押申报页面，如图： 

 
图（7-1-7）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质押申报记录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申报编号和申报日期是不可修改的。 

注意：修改界面和新增界面的规则是一样的。可以参考新增质押申报的注意规则。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质押申报，如果要取消修改质押申

报操作，按[返回]按钮。质押申报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质押申报浏览界面，这时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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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查看到刚刚修改的质押申报的信息。 

 

1.4 复核质押申报 

复核质押申报所提供的功能是：重复录入一条已经存在的记录，如果两次录入的内

容一致，则复核成功。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已录入状态的质押申报记录，

点击[复核]按钮，转向再次录入页面， 

  点击[复核]按钮，页面跳转到“更新质押申报”页面，如图： 

 

 
图（7-1-8） 

 

2. 再次输入质押申报的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完成复核质押申报单，点击[返回]

退出复核。 

3. 保存后，转向浏览质押申报页面，可以查看到申报状态为[已复核] 

 

1.5 提交质押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已复核的质押申报记录，

提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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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9） 

 

2. 点击[提交]按钮，弹出确认窗口，点击取消，关闭窗口，返回浏览页面。 

  
图（7-1-10） 

 

3. 点击确定，显示操作完成，且相应报单的申报状态为[已提交]，如图： 

 

图（7-1-11） 

**注：租借申报提交并且配对成功后，如果借出方客户的租借自动过户权限标志为

“是”，系统进行租借双方的自动库存过户处理，不再需要交割储运部人工审批。借出

方客户的租借自动过户权限标志为“否”，或者没有租借自动过户权限记录，租借申报

提交的处理流程不变。 

 

1.6 撤销质押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申报状态为[已提交]的质

押申报记录，撤销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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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12） 

 

2. 点击[撤销]按钮，跳出撤销确认框，如图： 

 
图（7-1-13） 

 

3. 点击[确定]完成撤销操作，点击[返回]退出撤销操作，在确定后，显示操作完

成，可以查看相应报单的申报状态被改为[已撤销]，如图： 

 

图（7-1-14） 

 

 

1.7 删除质押申报 

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质押申报

记录： 

 
2.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框，选择[确定]完成删除操作，选[返回]取消

删除操作，确定后，浏览页面刷新，显示操作完成，该条记录即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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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查询质押申报信息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申报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7-1-15） 

输入或者选择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查询返回数据跳转

到浏览页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

中有具体说明。 

 

2. 质押注销申报管理 

2.1 浏览质押注销申报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质押租借申报]——>[质押

注销申报管理]，即进入浏览质押注销申报表的界面，默认“增加”、“查询”按钮可操

作，如图：  

  
图（7-2-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进入质押注销申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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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增加质押注销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质押注销申报界面，点击[增加]按钮，页面会转向质押注销申报新增页

面，如图： 

 

图（7-2-2） 

填入需要新增的质押注销申报的信息和质押注销申报注销物信息。如图： 

 

图（7-2-3） 

 

注意： 

质押登记编号中列出了质押登记表中[审批通过]或者[部分注销(处置)]的质押登

记单，选择某一登记单，对应的质权人代码会显示出来。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质押注销申报，如果要取消增加质

押注销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质押注销申报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质押注销申报

浏览界面，显示操作完成，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质押注销申报的记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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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4） 

 

2.3 修改质押注销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质押注销申报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质押注

销申报记录，“修改”、“复核”、“删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2-5）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质押注销申报修改页面，如图： 

 

图（7-2-6）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质押注销申报记录原有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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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修改界面上，质押注销申报编号、申报日期、质押登记编号、

质权人，是不可修改的。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质押注销申报，如果要取消修改质

押注销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质押注销申报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质押注销申报

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修改的质押注销申报的信息。 

 

2.4 复核质押注销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注销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质押

注销申报记录，如图： 

 

图（7-2-7） 

2. 点击[复核]按钮，转向复核质押注销申报的页面，如图： 

 

图（7-2-8） 

3. 重新选择正确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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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9） 

4. 点击[保存]完成复核操作，如果取消复核请点击[返回]，完成复核后，转向浏

览页面，显示操作完成，并可以看到该条质押注销申报信息的申报标志改为[已复核]，

如图： 

 

图（7-2-10） 

 

2.5 提交质押注销申报 

提交质押注销申报所提供的功能是：提交已经复核的质押注销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注销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复核的质押

注销申报记录，“提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2-11） 

 

2. 点击[提交]按钮，弹出提交确认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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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2） 

 

选择[确定]完成提交，选[取消]退出提交，选择[确定]后，浏览页面刷新，显示操

作完成，且可以查看到该条记录的申报状态改为[已提交]，如图： 

 

图（7-2-13） 

 

2.6 删除质押注销申报 

删除质押注销申报所提供的功能是：删除一个已录入但未复核的质押注销申报记

录。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注销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质押

注销申报记录，如图： 

 

图（7-2-14） 

 

2.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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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15） 

 

选择[确定]完成删除操作，选[返回]取消删除操作，确定后，浏览页面刷新，显示

操作完成，该条记录即被删除。如图： 

 

图（7-2-16） 

2.7 查询质押注销申报信息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质押注销申报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7-2-17） 

输入查询条件，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查询返回数据到浏览页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

中有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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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租借申报管理 

3.1 浏览租借申报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质押租借申报]——>[租借

申报管理]，即进入浏览租借申报的界面，默认“增加”、“查询”按钮可操作，如图：  

  

图（7-3-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查看租借申报租借物的详细信息：在每条记录的最左边，有一个名称叫做[租借申

报租借物]的超链接，点击后，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图： 

  

图（7-3-2） 

 

进入租借申报管理 

超链接 

租借申报物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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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3） 

 

3.2 增加租借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租借申报界面，点击[增加]按钮，页面会转向创建新的租借申报页面，如图： 

 

 

图（7-3-4） 

2. 填入需要新增的租借申报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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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5） 

注意： 

在租借申报租借物栏，可以循环增加或删除租借的仓库、交割品种和重量。且相同仓库、相同交割

品种，只能有一个租借重量值。 

租借申报重量允许为小数的交割品种，申报重量允许为小数且必须为条块标重的整数倍；否则申报

重量必须为整数且可以不是条块标重的整数倍 

输入的重量大小，必须满足交割品种的最小提货量和提货步长，如：输入[10]表示 10 公斤。 

主板客户只可与主板客户做对手方，国际板客户只可与国际板客户做对手方。 

出质方代码和质权方代码都是国际板客户，检查质押的交割品种是否为国际板交割品

种。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租借申报，如果要取消增加租借申报操作，按[返回]

按钮。租借申报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租借申报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租借申报

的记录。 

 

3.3 修改租借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租借申报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租借申报

记录，“修改”、“复核”、“删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3-6）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租借申报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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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7）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租借申报记录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申报编号和申报日期是不可修改的。 

注意：修改界面和新增界面不仅看上去很像，而其实它们的在输入时，需要注意的

规则也是一样的。可以参考新增租借申报的注意规则。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租借申报，如果要取消修改租借申

报操作，按[返回]按钮。租借申报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租借申报浏览界面，这时可

以查看到刚刚修改的租借申报的信息。 

 

3.4 复核租借申报 

复核租借申报所提供的功能是：。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租借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租借申报

记录，点击[复核]按钮，转向复核租借申报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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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8） 

3. 再次输入租借申报的信息。如图： 

 

 

图（7-3-9） 

4.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复核质押申报单的复核，点击[返回]退出复核。保存后，转向

浏览租借申报页面，可以查看到报单申报状态为[已复核]。 

 

3.5 提交租借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租借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申报状态为[已复核]的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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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申报记录，提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3-10） 

 

2. 点击[提交]按钮，弹出提交确认框， 

 
图（7-3-10） 

 

选择[确定]完成提交操作，选择[返回]推出提交操作，确定后，显示操作完成，可

以查看到该报单的申报状态被改为[已提交]，如图： 

         

图（7-3-11） 

 

3.6 撤销租借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租借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申报状态未[已提交]的租

借申报记录，“撤销”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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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2） 

 

2. 点击[撤销]按钮，弹出撤销确认框， 

 
图（7-3-13） 

 

点击[确定]完成撤销操作，点击[取消]取消撤销操作，确定后，显示操作完成，并

可以查看到该报单的申报状态为[已撤销]，如图： 

 

图（7-3-14） 

 

3.7 删除租借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租借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租借申报

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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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3-15） 

 

点击[确定]删除该记录，点击[取消]取消删除操作，确定后显示操作成功，该条记

录即被删除。 

 

3.8 查询租借申报信息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租借申报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租借申报界面。如图： 

 

图（7-3-16） 

输入查询条件，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查询返回数据到浏览页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4. 租借还金申报管理 

4.1 浏览租借还金申报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质押租借申报]——>[租借

还金申报管理]，即进入浏览租借还金申报界面，默认“增加”、“查询”按钮可操作，

如图：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71 

 

图（7-4-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查看租借还金申报租借物的详细信息：在每条记录的最左边，有一个名称叫做[租

借还金申报租借物]的超链接，点击后，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图：  

 

图（7-4-2） 

 

进入租借还金申报管理 

超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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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3） 

 

 

4.2 增加租借还金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浏览租借还金申报界面， 

点击[增加]按钮，页面会转向租借

还金申报新增页面，如图： 

 

图（7-4-4） 

 

租借还金物明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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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入需要新增的租借还金申报的信息。 

 

图（7-4-5） 

 

注意： 

 在租借还金申报租借物栏，可以循环增加或删除还金的交割品种和重量，且相

同仓库、相同交割品种，只能由一个还金重量值。 

 租借还金申报重量允许为小数的交割品种，申报重量允许为小数且必须为条块

标重的整数倍；否则申报重量必须为整数且可以不是条块标重的整数倍 

 输入的重量大小，必须满足交割品种的最小提货量和提货步长，如：输入[1]

表示 1公斤。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租借还金申报，如果要取消增加租

借还金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租借还金申报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租借还金申报

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租借还金申报的记录。如图： 

 

图（7-4-6） 

  

 

4.3 修改租借还金申报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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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浏览租借还金申报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租借

还金申报记录，“修改”、“复核”、“删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4-7）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租借还金申报页面，如图： 

 

图（7-4-8）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租借申报记录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租借还金申报编号、申报日期、还金方客户代码，

收金方客户代码，是不可修改的。 

注意：修改界面和新增界面不仅看上去很像，而其实它们的在输入时，需要注意的

规则也是一样的。可以参考新增租借还金申报的注意规则。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租借还金申报，如果要取消修改租

借还金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租借还金申报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租借还金申报

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修改的租借还金申报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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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复核租借还金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租借还金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租借

还金申报记录，点击[复核]按钮，转向复核租借还金申报页面，如图： 

 

 

图（7-4-9） 

 

3. 再次输入租借还金申报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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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10） 

 

4.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复核租借还金申报单的复核，点击[返回]退出复核。保存

后，转向浏览租借还金申报页面，可以查看到租借还金申报编号[HJ037823]的申报状态

为[已复核]，如图 

 
图（7-4-11） 

 

4.5 提交租借还金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租借还金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申报状态为[已复核]

的租借还金申报记录，点击[提交]按钮，弹出提交确认框，如图： 

 
图（7-4-12） 

 

选择[确定]完成提交操作，选择[返回]推出提交操作，确定后，显示操作完成，可

以查看到该报单的申报状态被改为[已提交]，如图 

 

 

图（7-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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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租借还金申报提交并且配对成功后，系统进行自动库存过户处理，不再需要交割

储运部人工审批。 

 

4.6 撤销租借还金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租借还金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申报状态为[已提交]

的租借还金申报记录，“撤销”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4-14） 

2. 点击[撤销]按钮，弹出撤销确认框， 

 
图（7-4-15） 

点击[确定]，完成撤销操作，点击[返回]取消撤销操作，确定后，显示操作完成，

并可以查看到该报单的申报状态为[已撤销]，如图 

 

 

图（7-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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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删除租借还金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租借还金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租借

还金申报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框， 

 
图（7-4-17） 

 

点击[确定]删除该记录，点击[返回]取消删除操作，确定后显示操作成功，该条记

录即被删除。 

 
图（7-4-18） 

 

4.8 查询租借还金申报信息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 

1. 在租借申报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租借还金申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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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4-19） 

输入查询条件，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查询返回数据到浏览页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查询 20090604 日录入的，申报方为还金

方的 

操作： 

1.，如图： 

 

图（7-4-20）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结果如图： 

 

图（7-4-21） 

 

输入条件，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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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客户管理 

1. 客户管理 

功能：会员可以在现有所属客户的基础上新增新的客户，但新增的客户其状态是未

复核的，需要经过交易所复核后才能有效，用户可以对未复核的客户进行修改和删除操

作，但无法修改和删除已复核客户。 

1.1 浏览客户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客户管理]——>[客户管

理]，即进入客户管理界面。在内容主窗口中出现浏览客户的界面，如图：  

  

图（8-1-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查看客户的详细信息：在内容主窗口中，可以分页浏览全部客户的信息，但列表中

只是列出了客户的部分内容，如果要查看某客户的全部内容，可以先选中该客户记录最

左边的单选框，然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查看该客户的全部信息。 

 

1.2 查询客户 

功能：根据你输入客户代码或客户代码的一部分，查询出所需要浏览的客户信息。 

操作位置：在浏览客户的界面上，有一个客户代码输入框和一个查询按钮，如图：  

图（8-1-2） 

查询条件：客户代码，这里提供的查询是“模糊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进入客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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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体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客户[000100]下的所有客户信息。 

操作：在客户代码输入框中输入 000100，按下查询按钮，结果如图：  

 

 

图（8-1-3） 

 

1.3 增加客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客户浏览界面，点击[增加]按钮，页面会转向客户新增页面，如图： 

 

输入条件，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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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4） 

2. 填入需要新增的客户的信息。如图： 

 

 

图（8-1-5） 

注意： 

会员代码默认为当前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的会员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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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客户，如果要取消增加客户操作，

按[返回]按钮。客户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客户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新增

的客户的记录，客户的复核标志默认为[未复核]。如图： 

 

图（8-1-6） 

 

1.4 修改客户 

修改客户提供的功能是：对已经存在的客户的信息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客户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未复核的客户记录，如

图： 

 

图（8-1-7）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客户表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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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8）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客户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会员代码、质权人标志、开户日期是不可修改的。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客户，如果要取消修改客户操作，

按[返回]按钮。客户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客户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修改

的客户的信息。 

事例：修改客户简称为[测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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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9） 

点击[保存]按钮，返回到客户浏览页面上，可以看到客户简称已经被修改成功。如

图： 

 

图（8-1-10） 

 

1.5 删除客户 

删除客户所提供的功能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未复核的客户删除。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客户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未复核的客户记录，如

图： 

 

图（8-1-11） 

 

2. 点击[删除]按钮，跳出删除操作确认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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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1-12） 

3. 选择[取消]，则终止删除操作，返回浏览客户页面。选择[确定]后，页面刷新

后，仍然停留在浏览客户页面，此时客户被删除。如图： 

 

图（8-1-13） 

 

1.6 查看客户信息 

点“查看客户信息”按钮，进入客户信息查询页面，如图： 

 

图（8-1-14） 

输入查询条件，如图： 

 

图（8-1-15） 

点击查询，按查询条件进行模糊查询，返回数据到客户信息查询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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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6） 

 

1.7 打印开户登记回执 

选择一条需要打印的记录，如图： 

 

图（8-1-17） 

点“打印开户登记回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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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18） 

 

2. 买方违约申报 

 

功能：会员进行买方违约申报的管理，可以进行新增、修改或删除申报内容。 

2.1 浏览买方违约申报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客户管理]——>[买方违约

申报]，即进入买方违约申报界面。在内容主窗口中出现浏览买方违约申报的界面，如

图：  

  

图（8-2-1） 

进入买方违约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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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2.2 增加买方违约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买方违约申报浏览界面，点击[增加]按钮，页

面会转向创建新的买方违约申报页面，如图： 

 

图（8-2-2） 

 

填入需要新增的买方违约申报的信息。如图： 

 

图（8-2-3） 

注意： 

会员代码默认为当前登录交易员所关属的会员代码。 

申报违约手数必须输入正整数。 

客户代码需要输入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下的客户。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买方违约申报，如果要取消增加买方违

约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买方违约申报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买方违约申报浏览

界面，这时便可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买方违约申报的记录。如图： 

 

图（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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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修改买方违约申报 

修改买方违约申报提供的功能是：对已经存在的买方违约申报的信息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买方违约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买方违约申报记录，如

图： 

 

图（8-2-5）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买方违约申报页面，如图： 

 

图（8-2-6）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买方违约申报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只有申报违约数量可以修改。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买方违约申报，如果要取消修改买

方违约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买方违约申报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买方违约申报

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修改的买方违约申报的信息。 

 

2.4 删除买方违约申报 

删除买方违约申报所提供的功能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买方违约申报删除。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买方违约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买方违约申报记录，点

击[删除]按钮，跳出删除操作确认框，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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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2-7） 

3. 选择[取消]，则终止删除操作，返回浏览买方违约申报页面。选择[确定]后，

页面刷新后，仍然停留在浏览买方违约申报页面，此时买方违约申报记录被删除。 

 

2.5 查询买方违约申报信息 

功能：根据你输入客户代码或客户代码的一部分，查询出所需要浏览的买方违约申

报信息。 

操作位置：在浏览买方违约申报的界面上，有一个客户代码输入框和一个查询按钮，

如图: 

 图（8-2-8） 

查询条件：客户代码，这里提供的查询是“模糊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客户[0100009695]的申报信息。 

操作：在客户代码输入框中输入 0100，按下查询按钮，结果如图：  

 

图（8-2-9） 

 

 

 

 

输入条件，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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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国际板客户管理 

功能：会员可以在现有所属国际板客户的基础上新增新的国际板客户，但新增的客

户其状态是未复核的，需要经过交易所复核后才能有效，用户可以对未复核的国际板客

户进行修改和删除操作，但无法修改和删除已复核国际板客户。 

3.1 浏览国际板客户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8801]，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客户管理]——>[国际板客户管理]，

即进入国际板客户管理界面。在内容主窗口中出现浏览国际板客户的界面，如图：  

  

 

图（8-3-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查看客户的详细信息：在内容主窗口中，可以分页浏览全部国际板客户的信息，但

列表中只是列出了客户的部分内容，如果要查看某客户的全部内容，可以先选中该客户

记录最左边的单选框，然后点击修改按钮，即可查看该客户的全部信息。 

 

1.2 查询国际板客户 

功能：根据你输入客户代码或客户代码的一部分，查询出所需要浏览的国际板客户

信息。 

操作位置：在浏览国际板客户的界面上，有一个客户代码输入框和一个查询按钮，

如图：  

进入国际版客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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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3-2） 

查询条件：客户代码，这里提供的查询是“模糊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查询客户[01]下的所有国际板客户信息。 

操作：在客户代码输入框中输入 01，按下查询按钮，结果如图：  

  

 

图（8-3-3） 

 

1.3 增加国际板客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1. 在国际板客户浏览界面，点击[增加]按钮，页面会转向国际板客户新增页面，

如图： 

输入条件，点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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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4） 

2. 填入需要新增的国际板客户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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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5） 

注意： 

会员代码默认为当前登录交易员所属会员的会员代码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国际板客户，如果要取消增加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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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按[返回]按钮。国际板客户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国际板客户浏览界面，这时

可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客户的记录，客户的复核标志默认为[未复核]。如图： 

 

  

图（8-3-6） 

 

1.4 修改国际板客户 

修改国际板客户提供的功能是：对已经存在的国际板客户的信息进行修改。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8801] 

1. 在国际板客户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未复核的客户记

录，如图： 

 

 

图（8-3-7）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国际板客户表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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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8）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客户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会员代码、质权人标志、开户日期是不可修改的。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国际板客户，如果要取消修改客户

操作，按[返回]按钮。客户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客户浏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

刚修改的客户的信息。 

点击[保存]按钮，返回到国际板客户浏览页面上，可以看到客户简称已经被修改成

功。如图： 

 

 

图（8-3-9） 

 

1.5 删除国际板客户 

删除国际板客户所提供的功能是：将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未复核的国际板客

户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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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8801]  

1. 在国际板客户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未复核的客户记

录，如图： 

 

图（8-3-10） 

 

2. 点击[删除]按钮，跳出删除操作确认框，如图： 

 图（8-3-11） 

3. 选择[取消]，则终止删除操作，返回浏览国际板客户页面。选择[确定]后，页

面刷新后，仍然停留在浏览国际板客户页面，此时客户被删除。如图： 

 

图（8-3-12） 

 

1.6 查看客户信息 

点“查看客户信息”按钮，进入客户信息查询页面，如图： 

 

图（8-3-13） 

输入查询条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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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3-14） 

点击查询，按查询条件进行模糊查询，返回数据到客户信息查询页面。如图： 

 

图（8-3-15） 

 

1.7 打印开户登记回执 

选择一条需要打印的记录，如图： 

 

图（8-3-16） 

点“打印开户登记回执”，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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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会员查询 

1. 交易数据查询 

1.1 当日报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交易数据查询]——> [当日报单查询]，即进

入当日报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当日报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9-1-1）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提供模糊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报单编号为空，表示查询全部报单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现货市场 Au99.95合约的买报单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当日报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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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1-3） 

 

1.2 当日成交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交易数据查询]——>[当日成交单查询]，即

进入当日成交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当日成交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9-1-4）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提供模糊查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注意： 

进入当日成交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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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成交编号为空，表示查询全部成交单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所属所有客户的现货市场当日成交

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1-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1-6） 

 

1.3 会员持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交易数据查询]——>[会员持仓查询]，即进

入会员持仓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会员持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4 

 
图（9-1-7）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市场、合约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的现货延期交收市场持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1-8）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1-9） 

 

1.4 客户持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交易数据查询]——>[客户持仓查询]，即进

入客户持仓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持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进入会员持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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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1-10）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上提

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下客户的现货延期交收市场的持仓

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1-11）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1-12） 

 

1.5 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交易数据查询]——>[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

进入客户持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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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申报查询]，即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查询

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9-1-13）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报单编号为空，表示查询全部申报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在现货延期交收市场的当日交收申

报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1-14）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查询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7 

 

  图（9-1-15） 

 

1.6 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交易数据查询]——>[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

收申报成交单查询]，即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

显示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9-1-16）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成交编号为空，表示查询全部成交单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的当日交收申报成交单情况。 

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当日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08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1-1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1-18） 

 

2. 清算数据查询 

2.1 当日余额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清算数据查询]——>[当日余额查询]，即进

入当日余额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当日余额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9-2-1） 

查询操作步骤： 

1.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进入当日余额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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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的当日余额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2-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2-3） 

 

2.2 当日资金占用明细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清算数据查询]——>[当日资金占用明细]，

即进入当日资金占用明细的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当日余额查询条件输入界

面，如图： 

  

图（9-2-4）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进入当日资金占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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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的资金占用明细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2-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2-6） 

 

2.3 会员对账流程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清算数据查询]——>[会员对账流程查询]，即

进入会员对账流程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会员对账流程的内容。 

 
图（9-2-7） 

 

进入会员对账流程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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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库存数据查询 

3.1 当日客户库存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库存数据查询]——>[当日客户库存查询]，

即进入当日客户库存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当日客户库存查询条件输入界面，

如图： 

  

图（9-3-1）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客户[工商银行]的交易品种[Au99.99]

的当日库存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3-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进入当日客户库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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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3）  

3. 在查询结果记录中，可以通过点击[库存明细]来查看该条记录的库存明细情况，如

图： 

   
图（9-3-4） 

也可以通过点击[库存详细]查看详细情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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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3-5） 

 

3.2 客户白银在库可用库存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库存数据查询]——>[客户白银在库可用库

存查询]，即进入客户白银在库可用库存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白银在库

可用库存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9-3-6） 

查询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2]建设银行，查询 0000000002 的白银在库可用库存的情

进入客户白银在库可用库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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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3-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3-8） 

4. 财务数据查询 

4.1 查询交割发票及费用信息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财务数据查询]——>[查询交割发票及费用

信息]，即查询交割发票及费用信息。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

图： 

  

图（9-4-1） 

查询操作步骤： 

1. 交割单编号，必须输入。 

进入查询交割发票及费用信息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15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所有客户的信息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4-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4-3） 

 

4.2 查询白银发票信息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查询]——>[财务数据查询]——>[查询白银发票信息]，

即进入查询白银发票信息。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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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4-4） 

查询操作步骤： 

1. 发票编号，必须输入。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白银发票信息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9-4-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9-4-6） 

 

进入查询白银发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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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报表打印 

1. 历史会员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会员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即进入

会员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会员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

算部）界面，如图： 

   

图（10-1-1） 

操作步骤： 

点击[打印]按钮，页面转向打印结果画面，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当前交易日的资金结算清单 

1.如图： 

 

图（10-1-2） 

2.点击[打印]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进入历史会员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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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3） 

 

2. 历史客户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客户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即进入

客户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

算部）界面，如图： 

  

图（10-2-1） 

操作步骤： 

1.输入客户代码，回车，系统自动带出客户名称。 

2.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打印]按钮，页面转向打印结果画面，详细情况，可以参照

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当前交易日客户代码为 0000000001

的资金结算清单 

1. 填写条件，如图： 

图（10-2-2） 

2. 输入完毕，点击[打印]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进入客户资金结算清单打印（清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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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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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费用明细单打印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费用明细单打印]，即进入费用明细单打印。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费用明细单打印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10-3-1） 

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打印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的默认显示为查询当前交易日。 

2. 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打印]按钮，页面转向打印结果画面，详细情况，可以参

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 20120501到 20120509 交易日期间

的费用明细 

1. 填写条件，如图：     

   

图（10-3-2） 

2. 输入完毕，点击[打印]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进入费用明细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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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3-3） 

 

4. 费用明细单汇总打印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费用明细单汇总打印]，即进入费用明细单汇

总打印。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费用明细单汇总打印条件输入界面，如图（10-4-1）。  

   

进入费用明细单汇总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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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4-1） 

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打印]按钮，页面转向打印结果画面，详细情况，可以参

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 20120501到 20120509 之间的费用

明细汇总 

1. 填写条件，如图：  

 

图（10-4-2） 

2. 输入完毕，点击[打印]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图（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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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客户库存结算单打印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客户库存结算单打印]，即进入客户库存结算

单打印。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库存结算单打印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10-5-1） 

操作步骤： 

1. 输入正确的打印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默认为当日的清算日期 

2. 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打印全部]按钮，显示全部信息，点击[打印当日发生]则

显示当日发生的结果。页面转向打印结果画面，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客户代码 0000000001的 20120509 日的

客户库存结算单的全部内容 

1. 填写条件，如图：    

   

图（10-5-2） 

2. 输入完毕，点击[打印全部]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进入客户库存结算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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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5-3） 

点击打印当日发生，如同： 

 

图（10-5-4） 

 

6. 历史分行会员结算清单打印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分行会员结算清单打印]，即进入分行会员结

算清单打印。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分行会员结算清单打印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10-6-1） 

操作步骤： 

 日期默认为当日的清算日期，且不能修改 

2. 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显示全部信息，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

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 20120223 日的会员结算清单的全

部内容 

1. 填写条件，如图：  

   
图（10-6-2） 

进入历史分行会员结算清单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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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图（10-6-3） 

 

7. 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即进入分行黄

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条件输入界

面，如图： 

   

图（10-7-1） 

操作步骤： 

 日期默认为当日的清算日期，且不能修改 

2.点击[打印]按钮，显示全部信息，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 20120223 日的分行黄金交易划款

转账凭证的全部内容 

1.如图：   

   
图（10-7-2） 

进入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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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图（10-7-3） 

 

8. 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手续费）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手续费）]，即

进入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手续费）。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分行黄金交易划

款转账凭证（手续费）界面，如图：  

   

图（10-8-1） 

操作步骤： 

 日期默认为当日的清算日期，且不能修改 

2.点击[打印]按钮，显示全部信息，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 20120223 日的分行黄金交易划款

转账凭证(手续费)的全部内容 

1.如图：   

进入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手续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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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8-2） 

2.点击[打印]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图（10-8-3） 

 

9. 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升贴水）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升贴水）]，即

进入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升贴水）。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分行黄金交易划

款转账凭证（升贴水）界面，如图：  

   

图（10-9-1） 

操作步骤： 

进入分行黄金交易划款转账凭证（升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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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默认为当日的清算日期，且不能修改 

2.点击[打印]按钮，显示全部信息，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需要打印 20120223 日的分行黄金交易划款

转账凭证（升贴水）的全部内容 

1.如图：    

   
图（10-9-2） 

2. 输入完毕，点击[打印]按钮，查看结果，如图：  

   
图（10-9-3） 

10. 总行黄金买卖分户账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总行黄金买卖分户账]，即进入总行黄金买卖

分户账。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指定总行黄金买卖分户账打印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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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7）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合约代码 

1. 输入正确的打印条件。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合约代码默认为空，且必须选择一个合约。 

 

  

注意：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 

事例：开始日期：20050101，结束日期：20150801，合约代码：iAu9999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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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8）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6-9） 

11. 总行黄金买卖升贴水分户账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总行黄金买卖升贴水分户账]，即进入总行黄

金买卖升贴水分户账。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指定总行黄金买卖升贴水分户账打印条

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6-10）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合约代码 

1. 输入正确的打印条件。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合约代码默认为空，且必须选择一个合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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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 

事例：开始日期：20081120，结束日期：20081120，合约代码：Au99.95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6-11）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6-12） 

12. 询价负库存罚息清单打印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报表打印]——>[询价负库存罚息清单打印]，即进入询价负库

存罚息清单打印。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负库存罚息清单打印条件输入界面，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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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3）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打印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打印条件。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注意： 

 打印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打印]按钮，页面转向打印结果浏览界面。 

事例：清算日期：20120312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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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6-14） 

2. 输入完毕，点击[打印]按钮，查看打印结果，如图： 

     

图（4-6-15） 

 

第十章 其他业务 

1. 关闭普通登录方式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其他业务]——>[关闭普通登录方式]，即进入关闭普通登录方

式界面。如图： 

 

图（11-1-1） 

 

要关闭普通登录方式，首先需插入登录系统的交易员的 USBKEY。若没有插入 USBKEY

则无法关闭该交易员的普通登录方式 

1.在 USBKEY 密码输入框中输入当前插入的 USBKEY 密码，点击关闭。如图： 

 
图（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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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取消后，提示信息框关闭，系统不做任何处理。 

点击确定后，普通登录方式被关闭。如图： 

 

图（11-1-3） 

 

2.在 USBKEY 密码输入框中输入错误的密码，点击关闭。 

系统提示：“USBKEY 密码错误” 

3.在 USBKEY密码输入框中不输入密码，点击关闭。 

系统提示：“填写的 USBKEY密码不能为空” 

4.使用的 USBKEY中的信息与登录用户信息不一致，点击关闭 

系统提示：“登录系统的用户与 USBKEY的用户不同，关闭失败” 

  5.使用的 USBKEY过期，点击关闭。 

      系统提示：“USBKEY已过期” 

 

2. USBKEY 密码修改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其他业务]——>[USBKEY 密码修改]，即进入 USBKEY 密码修改

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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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2-1） 

 

1.在旧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旧密码 

2.在新密码输入框中输入新密码 

3.在确认密码输入框中输入确认密码。 

如图： 

 

图（11-2-2） 

 

4.点击【确认】，系统提示操作成功，USBKEY 密码修改成功。如图： 

 

图（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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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黄金 ETF 业务管理 

1. 黄金 ETF 交易申请 

1.1 黄金 ETF 认购申请 

功能：会员进行黄金 ETF认购申请，可以进行认购申请和查询操作。 

1.1.1浏览黄金 ETF 认购申请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黄金 ETF业务管理]——>[黄金 ETF交易申请]——> [黄金 ETF

认购申请]，即进入黄金 ETF 认购申请页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登陆人员所属会

员下所有投资人的黄金 ETF 认购申请数据，如图： 

 

图（12-1-1） 

 

查看信息：点击图（12-2-1）中任意一列的列标题，记录列表将会按你点中的列进

行排序显示。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1.1.2认购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认购申请浏览界面，点击[认购申请]按钮，页面会转向黄金 ETF 认

购申请页面，如图： 

进入黄金 ETF 认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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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2） 

 

2. 填入黄金 ETF认购申请信息。如图： 

 

图（12-1-3） 

注意： 

证券账号不能手工输入，是输入客户代码，并选择基金代码后，关联出来的。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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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4） 

 

4. 输入合约明细数据，选择合约代码，输入重量，总重量会自动计算，完成后，

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黄金 ETF的认购申请，并回到浏览界面，如图： 

 

图（12-1-5） 

1.1.3查询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认购申请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会转向查询黄金 ETF 认

购申请页面，如图： 

 

图（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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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入查询条件，如图： 

 

图（12-1-7）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认购申请记录，如图： 

 

图（12-1-8） 

 

1.2 黄金 ETF 申购申请 

功能：会员进行黄金 ETF申购申请，可以进行申购申请和查询操作。 

1.2.1浏览黄金 ETF 申购申请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黄金 ETF业务管理]——>[黄金 ETF交易申请]——> [黄金 ETF

申购申请]，即进入黄金 ETF 申购申请页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登陆人员所属会

员下所有投资人的黄金 ETF 申购申请数据，如图： 

 

进入黄金 ETF 申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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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9）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1.2.2申购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申购申请浏览界面，点击[申购申请]按钮，页面会转向黄金 ETF 申

购申请页面，如图： 

 
图（12-1-10） 

 

2. 填入黄金 ETF申购申请信息。如图： 

 

图（12-1-11） 

注意： 

证券账号不能手工输入，是输入客户代码，并选择基金代码后，关联出来的。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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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2） 

 

4. 输入合约明细数据，选择合约代码，输入重量，总重量和份额会自动计算，完

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黄金 ETF的申购申请，并回到浏览界面，如图： 

 

图（12-1-13） 

1.2.3查询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申购申请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会转向查询黄金 ETF 申

购申请页面，如图： 

 

图（1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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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填入查询条件，如图： 

 

图（12-1-15）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申购申请记录，如图： 

 
图（12-1-16） 

 

1.3 黄金 ETF 赎回申请 

功能：会员进行黄金 ETF赎回申请，可以进行赎回申请和查询操作。 

1.3.1浏览黄金 ETF 赎回申请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黄金 ETF业务管理]——>[黄金 ETF交易申请]——> [黄金 ETF

赎回申请]，即进入黄金 ETF 赎回申请页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登陆人员所属会

员下所有投资人的黄金 ETF 赎回申请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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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7）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1.3.2赎回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赎回申请浏览界面，点击[赎回申请]按钮，页面会转向黄金 ETF 赎

回申请页面，如图： 

 

图（12-1-18） 

 

2. 填入黄金 ETF赎回申请信息。如图： 

进入黄金 ETF 赎回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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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19） 

注意： 

证券账号不能手工输入，是输入客户代码，并选择基金代码后，关联出来的。 

总重量不能手工输入，是根据输入的份额，自动计算出来的。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黄金 ETF 的赎回申请，并回到浏览界面，

如图： 

 

图（12-1-20） 

1.3.3查询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赎回申请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会转向查询黄金 ETF 赎

回申请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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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1-21） 

 

2. 填入查询条件，如图： 

 

图（12-1-22）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赎回申请记录，如图： 

 

图（12-1-23） 

 

2. 黄金 ETF 账户备案 

2.1 黄金 ETF 账户绑定 

功能：会员进行黄金 ETF账户绑定，可以进行账户绑定和查询操作。 

2.1.1浏览黄金 ETF 账户绑定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黄金 ETF业务管理]——>[黄金 ETF账户备案]——> [黄金 ETF

账户绑定]，即进入黄金 ETF 账户绑定页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登陆人员所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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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下所有投资人的黄金 ETF 账户绑定数据，如图： 

 

图（12-2-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2.1.2绑定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账户绑定浏览界面，点击[绑定申请]按钮，页面会转向黄金 ETF 绑

定申请页面，如图： 

 

图（12-2-2） 

 

2. 填入黄金 ETF账户绑定申请信息。如图： 

进入黄金 ETF 账户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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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3） 

注意： 

投资人名称，投资人类型，投资人证件类型，投资人证件号码，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不能手工输入，这些字段是输入投资人黄金账号后，关联出来的。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黄金 ETF 的账户绑定申请，并回到浏览界

面，如图： 

 

图（12-2-4） 

2.1.3查询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绑定申请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会转向查询黄金 ETF 绑

定申请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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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5） 

 

2. 填入查询条件，如图： 

 

图（12-2-6）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绑定申请记录，如图： 

 
图（12-2-7） 

 

2.2 黄金 ETF 账户解绑定 

功能：会员进行黄金 ETF账户解绑定，可以进行账户解绑定和查询操作。 

2.2.1 浏览黄金 ETF 账户解绑定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黄金 ETF业务管理]——>[黄金 ETF账户备案]——> [黄金 ETF

账户解绑定]，即进入黄金 ETF 账户解绑定页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登陆人员所

属会员下所有投资人的黄金 ETF账户解绑定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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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8）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2.2.2 解绑定申请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账户解绑定浏览界面，点击[解绑定申请]按钮，页面会转向黄金 ETF

解绑定申请页面，如图： 

 

图（12-2-9） 

 

2. 填入黄金 ETF账户解绑定申请信息。如图： 

进入黄金ETF账户解绑定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0 

 

图（12-2-10） 

注意： 

投资人名称，投资人类型，投资人证件类型，投资人证件号码，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会员代码，证券账号，不能手工输入，这些字段是输入投资人黄金账号，并选择基金代

码后，关联出来的。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黄金 ETF 的账户解绑定申请，并回到浏览

界面，如图： 

 

图（12-2-11） 

2.1.3查询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解绑定申请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会转向查询黄金 ETF

解绑定申请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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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2） 

 

2. 填入查询条件，如图： 

 

图（12-2-13）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解绑定申请记录，如图： 

 

图（12-2-14） 

 

2.3 黄金 ETF 账户信息管理 

功能：会员进行黄金 ETF账户信息管理，可以进行黄金 ETF账户信息管理查询操作。 

2.3.1浏览黄金 ETF 账户信息管理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黄金 ETF业务管理]——>[黄金 ETF账户备案]——> [黄金 ETF

账户信息管理]，即进入黄金 ETF 账户信息管理页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登陆人

员所属会员下所有投资人的黄金 ETF账户信息管理数据，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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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4）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2.1.3查询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黄金 ETF 解绑定申请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会转向查询黄金 ETF

账户信息管理页面，如图： 

 

图（12-2-15） 

 

2. 填入查询条件，如图： 

黄金 ETF 账户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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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2-16） 

 

3. 输入完成后，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出符合条件的黄金 ETF账户信息管理记录，

如图： 

 

图（12-2-17） 

 

 

 

第十二章 充抵业务 

1.充抵申请 

1.1充抵申请 

 

1.1.1浏览充抵申请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服务系统]——>[充抵业务]——> [充抵申请]，即进入充

抵申请页面，如图：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154 

  

图（13-1-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1.1.2充抵申请 

提供给会员进行充抵申请业务，当日申请，当日生效。包含“增加”、“修改”、“删

除”、“提交”、“注销”、“查询”功能。 

 

对于自营客户的库存类充抵申请，当日申请并提交后，不需要清算部审核，直接更

新状态为“审核通过”； 

其他的充抵申请，当日申请并提交后，需要清算部审核，审核通过后参与清算。 

对于“已录入”或者“已提交”的申请单，清算后自动失效。 

 

1.1.3 浏览 

各会员单位的交易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选择菜单：充抵业务->充抵申请。进入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该页面包含“增加”、“修改”、“删除”、“提交”、“注销”、“查

询”功能按钮。如图： 

进入充抵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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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页面返回字段包含：序号、充抵申请单编号、申请日期、申请人代码、申请人、

充抵物、充抵申请数量、有效数量、转交割数量、充抵到期日、申请状态、操作员代码。 

转交割数量默认为 0，有效数量默认为 0。清算后如果充抵库存被用于交割，系统自

动更新转交割数量为清算交割使用的充抵数量；自动更新有效数量，计算公式为：有效

数量=充抵申请数量-转交割数量。 

 

根据所选充抵申请单状态，判断各功能按钮的可操作状态，描述如下： 

“增加”、“查询”按钮，始终保持可操作状态。 

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充抵申请单，“修改”、“删除”、“提交”按钮可操作；

“注销”按钮为灰，不可操作。即已录入的充抵申请单可以修改、删除、提交，但是不

能注销。 

选择申请状态为“已提交”的充抵申请单，“注销”按钮可操作；“修改”、“删除”、

“提交”按钮为灰，不可操作。即已提交的充抵申请单，不能修改、删除、提交，可以

注销。 

未选择充抵申请单，或者选择除“已录入”、“已提交”以外的其他状态的申请单，

“修改”、“删除”、“提交”、“注销”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浏览页面默认返回该会员所有的充抵申请单记录，包含来源于管理系统的应急充抵

申请单。来源于会员服务系统的充抵申请，操作员代码显示为录入的交易员代码；来源

于管理系统的应急充抵申请，操作员代码显示为录入的操作员代码。 

数据采用分页显示，每页显示 15笔，包含下一页、上一页、首页、最后一页、转页

功能，显示总共多少条记录几页显示。 

按申请日期、充抵申请单编号，升序排序。 

 

1.1.4 增加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充抵申请”页面。 

显示要素包含：充抵申请日期、会员代码、客户代码、客户名称、充抵物、充抵申

请数量、充抵到期日。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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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抵申请日期：输入框，默认为当前交易日期，为灰，不可输入不可修改。日期控

件不可操作。 

会员代码：自动显示为登录交易员对应的会员代码。 

客户代码：必输项，默认为空，最长输入 10位字符。 

账户类型：默认为“1-代理”且不可输入不可修改。当输入正确的客户代码并回车

后，系统自动返回该客户代码对应的账户类型。 

客户名称：默认为空且不可输入不可修改。当输入正确的客户代码并回车后，系统

自动返回该客户代码对应的客户全称。如果输入的客户代码在客户表中不存在或者状态

非有效，返回提示信息“客户代码不存在或非有效”。如果输入的客户代码不属于登录

交易员对应的会员代码，返回提示信息“客户代码不属于该会员”。 

充抵物：必选项，下拉框默认为请选择，数据来源于充抵物管理，数据格式为“充

抵类别-二级名称-全称(数量单位)”，不能为空。 

充抵申请数量：必输项，默认为空，最长输入为 14位整数 2位小数。 

充抵到期日：必输项，默认为空，可手工输入 8 位日期，或者通过日期控件选择日

期。如果输入的日期格式非 YYYYMMDD 格式，返回提示信息“请输入日期，格式为

YYYYMMDD”。如果充抵到期日小于当前交易日期，返回提示信息“充抵到期日需大于充

抵申请日期！”。 

  

点击“返回”按钮，页面跳转到上一操作页面，不保存申请数据。 

 

点击“保存”按钮，系统进行合法性校验，规则如下： 

1、界面非空校验：如果“客户代码”为空，返回提示信息“客户代码不能为空”；

如果“充抵物”为空，返回提示信息“请选择充抵物”；如果“充抵申请数量”为空，

返回提示信息“充抵申请数量不能为空”；如果“充抵到期日”为空，返回提示信息“充

抵到期日不能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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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客户代码必须存在且有效：如果输入的客户代码在客户表中不存在或者状态非有

效，返回提示信息“客户代码不存在或非有效”。如果输入的客户代码不属于登录交易

员对应的会员代码，返回提示信息“客户代码不属于该会员”。 

3、当充抵物选择为库存类的黄金或者白银的充抵物时，检查申请数量是否大于客

户当前可用库存，如果大于，弹出提示窗口，如图： 

 

 

显示“客户可用库存不足，差额为***(公斤)！”的提醒，点击“确定”则“继续”，

关闭窗口。仅提醒不控制，即申请数量大于客户可用库存，也可以保存成功，点击“回

退”，退回到录入界面。 

4、充抵到期日：计算充抵到期日期与充抵申请日期的天数差，如果大于充抵保证金

业务参数管理中设定的充抵物最长充抵期限，返回提示信息“充抵期限不能大于充抵

物最长充抵期限！”。如果充抵到期日不是交易日，弹出提示窗口： 

 

显示“该日期非交易日！”的提醒，点击“继续”，关闭窗口。仅提醒不控制，即到

期日不是交易日也可以保存成功，点击“回退”，退回到录入界面。 

 

以上信息校验通过后，生成充抵申请记录，记录要素同应急充抵申请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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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修改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申请单，“修改”按钮可操

作。 

点击“修改”按钮，进入“修改充抵申请”页面。只有“充抵申请数量”可以修改，

如图： 

 

 

 

 

充抵申请日期、会员代码、客户代码、客户名称、充抵物、充抵申请数量、充抵到

期日、账户类型，默认返回被选中的申请单的原值；其中只有充抵申请数量可以修改，

校验规则同增加功能。 

  

点击“返回”按钮，页面跳转到上一操作页面，不保存修改的数据。 

 

点击“保存”按钮，系统进行充抵申请数量检查：当修改充抵物为库存类的黄金或

者白银的充抵物时，检查申请数量是否大于客户当前可用库存，如果大于，弹出提示窗

口，如图： 

 

显示“客户可用库存不足，差额为***(公斤)！”的提醒，点击“继续”，关闭窗口。

仅提醒不控制，即申请数量大于客户可用库存，也可以保存成功，点击“回退”，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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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录入界面。 

 

以上信息校验通过后，修改对应的充抵申请记录的充抵申请数量值。 

 

1.1.6 删除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申请单，“删除”按钮可操

作。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删除成功，关闭窗口。点

击返回，不删除，直接关闭窗口。 

不选择申请单，或者选择其他状态的申请单，“删除”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1.1.7 提交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申请单，“提交”按钮可操

作。 

点击“提交”按钮，更新申请单状态为“已提交”。如果是库存类的自营客户，那

么更新申请状态为“审核通过”。 

不选择申请单，或者选择其他状态的申请单，“提交”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1.1.8 注销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提交”的申请单，“注销”按钮可操

作。 

点击“注销”按钮，弹出“注销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关闭窗口，更新申请单状

态为“已注销”。点击返回，不注销，直接关闭窗口。 

不选择申请单，或者选择其他状态的申请单，“注销”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1.1.9 查询 

 

“浏览充抵申请”页面，点击“查询”按钮，进入“查询充抵申请”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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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期开始、申请日期结束：默认为当前交易日期，手工输入 8 位日期或者通过

日期控件选择日期。供查询某一时间段的充抵申请。如果申请日期开始晚于申请日期结

束，返回提示信息“申请日期开始不能晚于申请日期结束！”。如果输入的日期格式非

YYYYMMDD格式，返回提示信息“请输入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充抵申请编号：默认为空，最长输入 16位字符。供查询某一笔充抵申请，精确匹配。 

充抵物：默认为请选择，下拉框数据同增加页面。供查询某一充抵物的申请。 

客户代码：默认为空，最长输入 10位字符，精确匹配。 

客户名称：默认为空，且不可操作。当输入正确的客户代码并回车后，系统自动返

回该客户代码对应的客户全称。如果输入的客户代码不属于登录交易员对应的会员代

码，返回提示信息“客户不属于该会员”。 

充抵到期日：默认空，手工输入 8 位日期或者通过日期控件选择日期。供查询某一

到期日的充抵申请。如果输入的日期格式非 YYYYMMDD 格式，返回提示信息“请输入日

期，格式为 YYYYMMDD” 

申请状态：默认为全选，下拉框数据项包含全部的申请状态。同增加功能的描述。 

 

点击“返回”按钮，页面跳转到上一操作页面。 

 

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校验如下： 

1、 客户代码如果有输入值，需要校验必须属于该会员，否则返回提示信息“客户

不属于该会员！”。 

2、 充抵申请编号如果有输入值，需要校验必须属于该会员，否则返回提示信息“充

抵申请单不属于该会员！”。 

3、 如果客户代码不存在，或者充抵申请编号不存在，系统返回空数据。 

 

校验通过后，按输入条件，返回查询结果到浏览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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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充抵申请撤销 

2.1 充抵申请撤销 

2.1.1浏览充抵申请撤销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会员服务系统]——>[充抵业务]——> [充抵申请撤销]，即进

入充抵申请撤销页面，如图： 

  

图（13-2-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2.1.2充抵申请撤销 

提供给会员进行充抵申请撤销业务，当日申请，当日生效。包含“增加”、“删除”、

“提交”、“注销”、“查询”功能。 

 

对于自营客户的库存类充抵申请撤销，当日申请并提交后，不需要清算部审核，直

接更新状态为“审核通过”； 

其他的充抵申请撤销，当日申请并提交后，需要清算部审核，审核通过后参与清算。 

对于已录入或者已提交的撤销单，清算后自动失效。 

进入充抵申请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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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浏览 

各会员单位的交易员登录会员服务系统，选择菜单：充抵业务->充抵申请撤销。进

入“浏览充抵申请撤销单页面”。该页面包含“增加”、“删除”、“提交”、“注销”、“查

询”功能按钮。如图： 

 

 

浏览页面返回字段包含：序号、充抵申请撤销编号、申请日期、申请状态、操作员

代码。 

 

根据所选充抵申请撤销单状态，判断各功能按钮的可操作状态，描述如下： 

“增加”、“查询”按钮，始终保持可操作状态。 

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充抵申请撤销单，“删除”、“提交”按钮可操作；“注

销”按钮为灰，不可操作。即已录入的充抵申请撤销单可以删除、提交，但是不能注销。 

选择申请状态为“已提交”的充抵申请撤销单，“注销”按钮可操作；“删除”、“提

交”按钮为灰，不可操作。即已提交的充抵申请撤销单，不能删除、提交，可以注销。 

未选择充抵申请撤销单，或者选择除“已录入”、“已提交”以外的其他状态的申请

撤销单，“删除”、“提交”、“注销”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浏览页面默认返回该会员所有的充抵申请撤销单记录，采用分页显示，每页显示 15

笔，包含下一页、上一页、首页、最后一页、转页功能，显示总共多少条记录几页显

示。 

按申请日期、充抵申请撤销单编号，升序排序。 

 

1.1.4 增加 

“浏览充抵申请撤销”页面，点击“增加”按钮，进入“充抵申请撤销”页面。 

显示要素包含：申请日期、会员代码、充抵申请编号、客户名称、充抵物、充抵申

请数量、交割充抵数量、充抵到期日。只有充抵申请编号可输入，其他项均不可输入。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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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日期：默认为当前交易日期，为灰，不可输入不可修改。日期控件不可操作。 

会员代码：自动显示为登录交易员对应的会员代码。 

充抵申请编号：必输项，最长输入 16位字符。手工输入待撤销的充抵申请编号。输

入完成后回车，系统自动显示该充抵申请单对应的客户名称、充抵物、充抵申请数量、

有效数量、转交割数量、充抵到期日、账户类型。 

  

点击“返回”按钮，页面跳转到上一操作页面，不保存申请数据。 

 

点击“保存”按钮，系统进行充抵申请编号的合法性校验，规则如下： 

1、界面非空校验：如果“充抵申请编号”为空，返回提示信息“充抵申请编号不能

为空”。 

2、充抵申请编号必须存在于充抵申请表，并且是属于该会员的充抵申请单，状态

为“充抵成功”。否则返回提示信息“充抵申请单不存在或不能撤销”。 

3、同一交易日同一充抵申请编号，如果状态为“已注销”或者“审核不通过”，允

许重新录入。否则，返回提示信息“不需要重复申请！”。 

4、如果当前交易日期与充抵申请编号的到期日相同，返回提示信息“充抵申请当

日到期，不需要手工撤销！” 

以上信息校验通过后，生成充抵申请撤销记录，记录要素同应急充抵申请撤销的描

述。 

 

2.1.6 删除 

“浏览充抵申请撤销”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申请单，“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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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操作。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删除成功，关闭窗口。点

击返回，不删除，直接关闭窗口。 

不选择撤销申请单，或者选择其他状态的撤销申请单，“删除”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2.1.7 提交 

“浏览充抵申请撤销”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录入”的撤销申请单，“提交”

按钮可操作。 

点击“提交”按钮，更新申请状态为“已提交”。如果是库存类的自营客户，那么

更新申请状态为“审核通过”。 

不选择撤销申请单，或者选择其他状态的撤销申请单，“提交”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2.1.8 注销 

 

“浏览充抵申请撤销”页面，选择申请状态为“已提交”的申请单，“注销”按钮

可操作。 

点击“注销”按钮，弹出“注销确认”窗口，点击确认，关闭窗口，更新申请状态

为“已注销”。点击返回，不注销，直接关闭窗口。 

不选择撤销申请单，或者选择其他状态的撤销申请单，“注销”按钮为灰，不可操作。 

 

2.1.9 查询 

 

“浏览充抵申请撤销”页面，点击“查询”按钮，进入“查询充抵申请撤销”页面。

如图： 

 

 

申请日期开始、申请日期结束：默认为空，手工输入 8 位日期或者通过日期控件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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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日期。供查询某一时间段的充抵申请撤销单。如果申请日期开始晚于申请日期结束，

返回提示信息“申请日期开始不能晚于申请日期结束！”。如果输入的日期格式非

YYYYMMDD格式，返回提示信息“请输入日期，格式为 YYYYMMDD” 

撤销编号：默认为空，最长输入 16位字符。供查询某一笔充抵申请撤销单，精确匹

配。 

申请状态：默认为全选，下拉框数据项包含全部的申请状态。同增加功能的描述。 

 

点击“返回”按钮，页面跳转到上一操作页面。 

 

点击“查询”按钮，系统校验撤销编号是否有输入值，如果有值，那么该值必须属

于该会员，否则返回提示信息“撤销单不属于该会员”。如果输入的撤销编号不存在，

系统返回空数据。 

 

校验通过，按输入条件，返回查询结果到浏览页面。 

第十三章 库存互换申报 

1. 库存互换申报管理 

1.1 浏览库存互换申报信息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库存互换申报]——>[库存

互换申报管理]，即进入浏览质押申报的界面，默认只有“增加”、“查询”按钮可操作。

如图： 

 

图（7-1-1） 

进入库存互换申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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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查看库存互换申报明细的详细信息：在每条记录的最左边，有一个名称为[质押申

报质物]的超链接，点击后，可以查看详细信息。如图：  

 

图（7-1-2） 

 

 

图（7-1-3） 

1.2 增加库存互换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超链接 

点击超链接查看库存互换申报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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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浏览库存互换申报界面，  点击[增加]

按钮，页面会转向创建新的库存互换申报页面，如图： 

 

 
图（7-1-4） 

2. 填入需要新增的库存申报的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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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5） 

注意： 

在库存互换申报质物栏，可以循环增加或删除库存互换的交割品种和重量。但是需

要满足同一交割品种同一仓库只能有一个库存互换重量值。 

库存互换申报的交割品种要属于同一大类。 

3. 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新增质押申报，如果要取消增加质押申

报操作，按[返回]按钮。质押申报新增成功后，界面会转向质押申报浏览界面，这时可

以查看到刚刚新增的质押申报的记录。 

 

1.3 修改库存互换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浏览库存互换申报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状态为已录入的库存互

换申报记录，选中记录后，“修改”、“删除”、“提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

图： 

 

图（7-1-6） 

 

2. 点击[修改]按钮，页面会转向更新质押申报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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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1-7）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界面上，输入框中显示了该库存互换申报记录原有的信息。 

 在修改界面上，申报编号和申报日期是不可修改的。 

注意：修改界面和新增界面的规则是一样的。可以参考新增质押申报的注意规则。 

 

3. 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则完成修改库存互换申报，如果要取消修库存

互换申报操作，按[返回]按钮。库存互换申报修改成功后，界面会转向库存互换申报浏

览界面，这时可以查看到刚刚修改的库存互换申报的信息。 

 

1.4 提交库存互换申报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库存互换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已录入的库存互换申

报记录，提交按钮更新为可操作状态，如图： 

 

图（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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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确定，显示操作完成，且相应报单的申报状态为[已提交]，如图： 

 

图（7-1-11） 

 

 

 

1.5 删除库存互换申报 

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库存互换申报浏览界面，首先要选中一个已经存在的且状态为已录入的库存

互换申报记录： 

 

2. 点击[删除]按钮，弹出删除确认框，选择[确定]完成删除操作，选[返回]取消

删除操作，确定后，浏览页面刷新，显示操作完成，该条记录即被删除。 

 

 

1.6 查询库存互换申报信息 

操作步骤： 

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 

1. 在库存互换申报浏览界面，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7-1-15） 

输入或者选择查询条件，点击查询，按条件进行“模糊查询”，查询返回数据跳转

到浏览页面。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

中有具体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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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密码修改 

1.修改密码，调用弱口令检查 

点击修改密码，内容主窗口显示更新交易员密码页面，如图： 

  

图（13-1-1） 

 

输入密码及验证密码，要求： 

 不能为空。  

 长度不能为小于 6位或大于 8位！  

 输入[A-Za-z0-9!@#$%^&*():<>?;，.]字符意外的字符，为非法字符！  

 密码必须由两种以上(包括两种)字符类型组成！  

 密码必须至少由 4个不同字符组成！ 

 密码中不能包含用户名！   

点击返回，交易员退出系统，返回登录页面，如图： 

进入修改密码 

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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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1-2） 

第十五章 交易数据查询 

1. 历史报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历史报单查询]，即进入历史报单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历史报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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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报单编号、客户、买卖方向、帐户类型、市场、合约、开平标志、报单状

态、应急标志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报单编号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报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从 20150401到 20150405，现货市场的

所有报单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历史报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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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 

1.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3） 

 

2. 历史成交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历史成交单查询]，即进入历史成交单查

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历史成交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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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成交编号、客户、买卖方向、帐户类型、市场、合约、开平标志、显示方

式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成交编号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成交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所属的所有客户在 20150401 到

20150406的现货市场的所有成交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历史成交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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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 

3.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6） 

3. 历史会员持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历史会员持仓查询]，即进入历史会员持

仓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历史会员持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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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8）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市场、合约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所属的所有客户在 20150601 到

20150605的现货延期交收市场的所有持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1-9） 

进入历史会员持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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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10） 

4. 历史客户持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历史客户持仓查询]，即进入历史客户持

仓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历史客户持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1-1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市场、合约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进入历史客户持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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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所属的所有客户在 20150601 到

20150605的现货延期交收市场的所有持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1-1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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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延期交收超期持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延期交收超期持仓查询]，即进入延期交

收超期持仓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延期交收超期持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1-1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日期、合约代码、客户。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

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交易员是[glp7001]，属于会员[0001]。查询会员的延期交收超期持

仓情况 

进入延期交收超期持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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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1-1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16） 

 

6. 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查询]，即进

入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

报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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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17）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报单编号、客户、交收方向、合约代码、报单状态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报单编号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报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 例： 当前登录交易员是 [glp7001]，属于会员 [0001]工 商银行，查询

20150701-20150825时间段内，会员的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查询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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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18）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19） 

 

7. 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成交单查

询]，即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现货延

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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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20）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成交编号、客户、交收方向、合约代码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成交编号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成交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交易员是[glp7001]，属于会员[0001]工商银行，查询会员的所有现

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成交单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现货延期交收历史交收申报成交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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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1）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22） 

 

8. 市场行情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市场行情查询]，即进入市场行情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市场行情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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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3）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市场、合约、显示方式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现货市场的所有合约的行情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市场行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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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4）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25） 

 

9. 交割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交割单查询]，即进入交割单查询。在内

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交割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1-26）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市场、合约、买卖方向和起止时间 

进入交割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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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601 那天，会员的所有客户的在

现货市场的买方向的交割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1-2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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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28） 

 

10. 违约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违约单查询]，即进入违约单查询。在内

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违约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1-29）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买卖方向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进入违约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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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312 那一天，会员的所有客户的

违约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1-30）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31） 

 

11. 市场交收申报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市场交收申报查询]，即进入市场交收申

报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市场交收申报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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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32）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合约代码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什么是模糊查询，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5点）中

有具体说明。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的默认显示为查询服务器系统日期。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625 那一天，会员的所有市场交

收申报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市场交收申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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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3）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34） 

12. 白银预交割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白银预交割单查询]，即进入白银预交割

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白银预交割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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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35）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预交割单号、客户、买卖方向、市场、合约名称和申报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预交割单号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预交割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的默认显示为查询当前交易日。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自定义排序和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1019那一天，现货延期交收市场，

会员的所有白银预交割单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白银预交割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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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6）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37） 

13. 询价现货交易手续费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询价现货交易手续费查询]，即进入询价

现货交易手续费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现货交易手续费查询条件输入界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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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8）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合约名称和申报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5]中国金币，查询 20150310 那一天，会员的所有询价现

货交易手续费查询信息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询价现货交易手续费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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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39）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40） 

14. 询价延期交易登记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询价延期交易登记单查询]，即进入询价

延期交易登记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延期交易登记单查询条件输入界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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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4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合约名称、开始日期、结束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自定义排序和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316 那一天，会员的询价延

期交易登记单信息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询价延期交易登记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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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1-4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43） 

15. 未清算询价现货成交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未清算询价现货成交单查询]，即进入未

清算询价现货成交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未清算询价现货成交单查询条件输

入界面，如图： 

   

        图（4-1-44） 

进入未清算询价现货成交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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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合约名称、开始日期、结束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

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312那一天，会员的所有未

清算询价成交单记录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1-4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46） 

16. 白银交割配对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白银交割配对单查询]，即进入白银交割

配对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白银交割配对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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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7）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交割单编号、客户、买卖方向、合约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交割单编号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交割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314那天，会员的所有白银

交割单配对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白银交割配对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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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48）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1-49） 

17. 询价期权登记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询价期权登记单查询]，即进入询价期权

登记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期权登记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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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50）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代码、客户简称、日期开始和结束、开平仓标志和标的合约名称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期权登记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9 那天，会员的所有询

价期权登记单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询价期权登记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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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18. 询价期权权利金清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询价期权权利金清单查询]，即进入询价

期权权利金清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期权权利金清单查询条件输入界

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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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代码、客户简称、日期开始和结束、开平仓标志和标的合约名称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期权权利金清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6 那天，会员的所有询

价期权权利金清单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询价期权权利金清单查

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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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19. 黄金拆借登记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黄金拆借登记单查询]，即进入黄金拆借

登记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黄金拆借登记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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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客户代码、客户简称和拆借品种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黄金拆借登记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4 那天，会员的所有黄

金拆借登记单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黄金拆借登记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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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20. 黄金拆借过户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黄金拆借过户单查询]，即进入黄金拆借

过户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黄金拆借过户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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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客户代码、客户简称和拆借品种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黄金拆借过户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5 那天，会员的所有黄

金拆借过户单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黄金拆借过户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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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21. 黄金拆借利息清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黄金拆借利息清单查询]，即进入黄金拆

借利息清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黄金拆借利息清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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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客户代码、客户简称和拆借品种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黄金拆借利息清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4 那天，会员的所有黄

金拆借利息清单查询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黄金拆借利息清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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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22. 黄金拆借成交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黄金拆借成交查询]，即进入黄金拆借成

交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黄金拆借成交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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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成交日期开始、成交日期结束、拆借期限和拆借品种等查询条件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黄金拆借成交查询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4 那天，会员的所有黄

金拆借成交单查询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黄金拆借成交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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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23. 询价市场盈亏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交易数据查询]——>[询价市场盈亏查询]，即进入询价市场盈

亏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市场盈亏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进入询价市场盈亏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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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成交单编号、开始日期、结束日期、客户代码、客户简称等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询价市场盈亏查询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5 那天，会员的所有询

价市场盈亏查询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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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清算数据查询 

1. 历史余额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清算数据查询]——>[历史余额查询]，即进入历史余额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历史余额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2-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账户类型和查询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从 20150517号的历史余额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历史余额查询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7 

 

图（4-2-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2-3） 

2. 各合约占用资金及占用明细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清算数据查询]——>[各合约占用资金及占用明细查询]，即进

入各合约占用资金及占用明细的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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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日期、结束日期、账户类型、市场、合约名称。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会员在 20150202当日的资金占用

明细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各合约占用资金及占用明细查询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19 

图（4-2-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2-6） 

 

3. 历史资金占用明细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清算数据查询]——>[历史资金占用明细]，即进入历史资金占

用明细的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2-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账户类型，查询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进入历史资金占用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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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 中国工商银行，查询会员在 20150210历史资金占用明

细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2-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2-6） 

第十七章 库存数据查询 

1. 历史客户库存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库存数据查询]——>[历史客户库存查询]，即进入历史客户库

存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历史客户库存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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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交割品种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从 20150105 当天，客户[工商银行]的

交割品种[Au99.99]的库存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历史客户库存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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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3-3） 

3. 在查询结果记录中，可以通过点击[库存明细]来查看该条记录的库存明细情况，

如图：  

进入库存明细 进入库存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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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4） 

也可以通过点击[库存详情]查看详细情况，如图： 

  

图（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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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客户流水帐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库存数据查询]——>[客户流水帐查询]，即进入客户流水帐查

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流水帐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3-6）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交割品种、库存变化类型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清算后查询当前交易日返回数据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 那天，客户[工商银行]的所

有交割品种的流水情况 

进入客户流水帐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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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3-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3-8） 

3. 入库溢短流水表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库存数据查询]——>[入库溢短流水表查询]，即进入“入库溢

短流水表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入库溢短流水表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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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9）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交易日期开始、交易日期结束和交割品种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交易日期 20150105那天，客户[工商银

行]的所有交割品种的入库溢短流水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入库溢短流水表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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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0）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3-11） 

4. 客户库存流水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库存数据查询]——>[客户库存流水查询]，即进入“客户库存

流水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库存流水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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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2）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客户、交易日期开始、交易日期结束和交易品种、库存变化类型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自定义排序和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查询交易日期 20120118 那天，客户名称[工商银行]的所有交易品种和所有的

库存变化类型。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客户库存流水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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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3-13）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3-14） 

第十八章 仓储业务查询 

1. 入库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入库单查询]，即进入入库单查询。在内

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入库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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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入库单编号、客户、仓库和起止入库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入库单编号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入库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6 那天，客户为[工商银行]的

入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入库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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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3） 

 

2. 出库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出库单查询]，即进入出库单查询。在内

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出库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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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出库单编号、客户、仓库和起止出库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出库单编号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出库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的默认显示为空，且必须输入。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 那天，客户为[江西工行]的

出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出库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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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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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6） 

 

3. 提货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提货单查询]，即进入提货单查询。在内

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提货单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进入提货单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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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7）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提货单编号、客户、仓库、申请日期开始及结束、提货开始日期开始及结

束、提货截止日期开始及结束、提货状态、来源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提货单编号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提货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的默认显示为空，且申请日期开始及结束必须输入。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自定义排序和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那天的出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4-8）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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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9） 

3. 若要浏览提货单详细信息，可以点击选中[提货单编号]，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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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0） 

 

4. 黄金冻结、解冻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黄金冻结、解冻查询]，即进入黄金冻结、

解冻查询界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黄金冻结、解冻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4-11）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冻结单编号、客户、法院名称、解冻单编号、传票起止日期、生效起止日

进入黄金冻结、解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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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解冻传票起止日期、解冻生效起止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日期为空，表示查询全

部日期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且均允许

为空。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全部冻结、解冻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4-1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13） 

点击[冻结单编号]，浏览冻结单详细信息，如图： 

浏览冻结单编号 

浏览解冻单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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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4） 

点击[解冻单编号]，浏览解冻单详细信息，如图： 

 

图（4-4-15） 

 

5.质押申报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质押申报查询]，即进入质押申报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质押申报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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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6）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出质人、质权人、状态和起止时间，来源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出质人代码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出质人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到 20150801的质押申报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4-1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浏览质押申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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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18） 

 

 

6.质押注销申报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质押注销申报查询]，即进入质押注销申

报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质押注销申报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4-19）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质权人、状态和起止时间、来源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质权人代码为空，表示

进入质押注销申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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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全部质权人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到 20150801质押注销申报情

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4-20）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21） 

选择一条记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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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2） 

 

7.租借申报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租借申报查询]，即进入租借申报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租借申报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4-23）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借出方、借入方、来源、状态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借出方代码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借出方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自定义排序和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到 20150801的租借申报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租借申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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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4）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25） 

 

 

8.质押登记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质押登记查询]，即进入质押登记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质押登记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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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6）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出质人、质权人、状态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出质人代码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出质人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到 20150801期间的质押登记

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质押登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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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28） 

 

选择一条记录，点击打印，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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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29） 

 

9.租借登记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租借登记查询]，即进入租借登记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租借登记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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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0）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借出方、借入方、状态和起止时间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借出方代码为空，表示

查询全部借出方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到 20150801的租借登记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租借登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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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1）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32） 

选择一条记录，点击打印预览，如图： 

 

图（4-4-33） 

 

10.租借还金登记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租借还金登记查询]，即进入租借登记查

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租借登记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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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审批日期开始、审批日期结束、租借还金登记编号、租借登记编号、还金

方客户代码、收金方客户代码和状态。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租借还金登记编号为空，

表示查询全部租借还金登记单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的默认显示为空。且必须输入。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审批日期为 20150105到 20150801的租

借还金登记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租借还金登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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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36） 

选择一条记录，点击打印预览，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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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37） 

 

11.询价现货透支库存利息明细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询价现货透支库存利息明细查询]，即进

入询价现货透支库存利息明细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现货透支库存利息明

细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4-38）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交易日期开始及结束，客户、交割品种。 

进入询价现货透支库存利息明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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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5到 20150801的询价现货透支

库存利息明细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4-39）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40） 

12.ETF 认申赎交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 ETF 认申赎交易查询]，即进入 ETF 认

申赎交易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 ETF认申赎交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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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40）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交易日期开始及结束，客户、交易类型，状态，黄金 ETF 基金代码，证卷

交易所。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到 20150801的 ETF 认申赎交

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 ETF认申赎交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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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1）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42） 

13.租借到期未还金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 租借到期未还金查询]，即进入租借到

期未还金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租借到期未还金查询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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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4-43）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租借到期日期开始及结束，借入方客户、借出方客户、借入方客户类型、

借出方客户类型、租借品种类型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50101到 20150801的 ETF 认申赎交

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租借到期未还金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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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4）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45） 

14.国内个人提取国际板黄金统计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仓储业务查询]——>[国内个人提取国际板黄金统计]，即进入

国内个人提取国际板黄金统计。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国内个人提取国际板黄金统计

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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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6）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开始结束年份，客户代码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 2010到 2015的 ETF认申赎交易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国内个人提取国际板黄金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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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4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4-48） 

第十九章 基础数据查询 

1. 客户信息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基础数据查询]——>[客户信息查询]，即进入客户信息查询。

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客户信息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5-1） 

查询操作步骤： 

进入客户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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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客户代码、客户简称、开户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客户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客户的信息。 

 日期的输入必须格式正确，格式为（YYYYMMDD）。 

 日期默认显示为空，且允许为空。 

 

 

 

1.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客户代码含 000的客户信息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5-2）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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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仓库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基础数据查询]——>[仓库查询]，即进入仓库查询。在内容主

窗口中显示的是指定仓库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5-4）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仓库代码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仓库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仓库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仓库代码中包含[100]的仓库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仓库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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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5）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5-6） 

3. 品种升贴水差价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基础数据查询]——>[品种升贴水差价查询]，即进入品种升贴

水差价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品种升贴水差价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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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7）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合约、交易品种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所有品种所有合约的升贴水差价信息情

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5-8）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进入品种升贴水差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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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9） 

 

 

 

4. 品牌升贴水差价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基础数据查询]——>[品牌升贴水差价查询]，即进入品牌升贴

水差价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品牌升贴水差价查询条件输入界面，如图： 

 

 

 

图（4-5-10） 

查询操作步骤： 

进入品牌升贴水差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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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条件：品牌代码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品牌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品牌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登录会员是[0001]工商银行，查询全部品牌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图（4-5-11）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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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询价现货交易登记单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基础数据查询]——>[询价现货交易登记单查询]，即进入询价

现货交易登记单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询价现货交易登记单查询查询条件输入

界面，如图： 

 

 

图（4-5-13）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会员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会员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当前查询 20150101 到 20151005询价现货交易登记单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询价现货交易登记单

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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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4）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5-15） 

6. 黄金 ETF 账户备案信息查询 

在树型菜单中选择 [基础数据查询]——>[黄金 ETF账户备案信息查询]，即进入黄

金 ETF账户备案信息查询。在内容主窗口中显示的是黄金 ETF账户备案信息查询查询条

件输入界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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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16） 

查询操作步骤： 

查询条件：投资人黄金帐号、会员代码、投资人类型、黄金 ETF基金代码、证卷帐号、

交易类型、证卷交易所、交易开始日期、交易结束日期 

1. 输入正确的查询条件。 

 

注意： 

 输入框不填写等同于全选，例如：会员代码为空，表示查

询全部会员的信息。 

2. 查询条件输入完毕后，点击[查询]按钮，页面转向查询结果浏览界面，浏览界面

上提供分页浏览，详细情况，可以参照下面的事例。 

 

1. 分页浏览的方法，在第一章 新手上路中的特别约定（第 4点）中有说明。 

事例：查询 20150101到 20151001黄金 ETF账户备案信息的情况 

1. 填写查询条件，如图： 

进入黄金 ETF 账户备案信息查询 



    上海黄金交易所会员服务系统操作手册                          普元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69 

 

图（4-5-17） 

2. 输入完毕，点击[查询]按钮，查看查询结果，如图： 

  

图（4-5-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