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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贷前准备 

1.1 网站报名 

通过下面链接 

登陆建行网络银行融资申请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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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后面标有红色*的必填项外，交易商还需填写在合作方企业 ID（交易市场 6 位交易商编号）

和上年度平均存货余额。 

 

选择“合作方名称”为棉花交易市场，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中国建设银行网络银行业务申

请须知》后，点击立即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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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提交成功页面。将申贷资料扫描件提交建行。等待建行和棉花交易市场审核。 

申贷材料包括：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 

法人签字的《个人信息授权书》； 

法人身份证（二代身份证需正反两面）； 

贷款卡及密码； 

近三年年报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注：以上材料需加盖企业公章。 
 

1.2 网银融资功能设置 

1.2.1 开通网银融资功能 

交易商获得建行批复通知后，开立建行结算账户和建行高级版网银，用主管卡登陆网银。 

特别提示：网银分为密码和网银盾口令两套安全措施。主管卡登录密码、交易密码默认为

999999，制单卡和复核卡的登录密码、交易密码由主管设置，如忘记可自己重置。网银盾

口令是第一次在电脑上插入 U 盾时自行设置，一个盾设一个，可将三个盾设置成相同口令

便于记忆，请一定牢记，如遗忘口令只能到柜台重新办理新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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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卡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e 贷款业务开通”，核对组织机构代码后点击“核对

无误”，如提示未查询到组组织机构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有误请联系客户经理



 5 

 

点击“e 贷款（标）”对应的贷款客户“开通”升级后变为“E 贷款（贷款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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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开通成功，需重新登陆才能生效。 

 

1.2.2 设置信贷流程管理 

主管卡登陆网银，点击“服务管理” - “流程管理”，业务类型选择信贷业务 

 

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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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主管交易密码点击“增加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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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只有制单员，选中点击“添加”至右侧区域后，点击“选定制单员”。页面跳转至选择

复核员，如下图。 

 

左侧显示有复核员和主管，为操作简便请选择主管点击“添加”到右侧区域，移动至右侧后

点击选定一级复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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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提示主管只能作为最后一级，点击“确定”后点击“结束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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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完成。 

 

1.3 签订借款合同 

1.3.1 合同申请 

主管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合同管理”下“合同

申请” 

 

如报名已获批复，则展示如上图。点击“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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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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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提交成功，等待建行通知。 

 

1.3.2 合同签订 

收到建行通知可以签订合同后，主管登陆网银点击“e 贷款”，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

户”下“合同管理”下“合同签订” 

 

点击蓝色文件编号可查看合同文本内容，无疑义后点击“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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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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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选择证书框，选择证书录入口令 

 

提示合同已签订成功。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您在交易市场有仓单或订单后，可联系交易市

场办理申贷手续。 

 

2. 贷款支用 

2.1 仓单融资 

2.1.1 签订质押合同 

主管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合同管理”下“合同

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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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色文件编号可查看文本内容，点击蓝色仓单编号可确认仓单明细。如有多笔质押合同

可多选同时签订。 

 

再点击“确认”，弹出选择证书窗口，选择证书，录入口令，合同生效。 

 

2.1.2 仓单支用 

制单员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支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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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支用申请” 

 

点击蓝色仓单编号可以再次确认仓单信息，选择一个仓单（也可多选）本次支用金额自动反

显，确认下支用期限反显为 6 个月，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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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默认为自主支付，直接点击“确认” 

 

录入制单员交易密码，确认提交给主管审核。 

 

2.1.3 支用签订 

制单提交后，可直接换主管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e 贷款（标）-贷款客户”-“支

用”下“支用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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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制单员刚提交的支用信息，选择记录点击“支用” 

 

主管确认支用金额和支用期限，如数据有误可选择审批不通过此笔申请作废可由制单员重新

发起。如数据无误，选择审批通过，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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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借款借据，点击下方“确认”，弹出证书选择框，选择证书录入口令，提交建行放款。 

如出现错误提示，请截屏保留，与建行客户经理联系，确认放款是否成功。 

 

2.2 订单融资 

2.2.1 订单支用 

制单员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支用申请制单” 

 

点击“支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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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蓝色订单编号可以确认订单信息，选择一个订单，确认支用期限为 6 个月，点击“支用” 

 

此页面默认为自主支付，直接点击“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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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制单员交易密码，确认提交给主管审核。 

 

 

2.2.2 支用申请签订 

制单提交后，可直接换主管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e 贷款（标）-贷款客户”-“支

用”下“支用申请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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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到制单员刚提交的支用信息，选择记录点击“支用” 

 

主管确认支用金额和支用期限，如数据有误可选择审批不通过此笔申请作废可由制单员重新

发起。如数据无误，选择审批通过，点击“确认”，弹出证书框，选择证书录入口令提交建

行放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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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款成功，展示借款借据。如出现错误提示，请截屏保留，与建行客户经理联系，确认放

款是否成功。 

 

2.2.3 订单下仓单质押 

订单下货物在交易市场生成仓单后，由交易市场将信息发送建行。建行通知交易商登陆网银。 

主管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合同管理”下“合同

签订” 

 

点击蓝色文件编号可查看文本内容，点击蓝色仓单编号可确认仓单明细。如有多笔质押合同

可多选同时签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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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点击“确认”，弹出证书框，选择证书录入口令，合同生效，质押完成。 

 

 

3. 还款 

3.1 还款赎货 

3.1.1 还款制单 

制单员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还款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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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合同信息，点击“还款” 

 

展示已支用贷款信息，选择要还款的支用（可多选），点击“还款赎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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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仓单，点击“确定” 

 

展示赎货申请书，点击还款金额计算，系统计算展示应还款本金，如要查看还款利息情况点

击“本息查看”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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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还款金额为应还本金，还款利息为利息，两者相加为还款总额。点击“关闭”返回。 

预约还款日期和账户选择后，点击“确定“。 

 

录入制单员交易密码，点击“确定”提交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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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注意如要当日还款尽量于 17 点前完成复核提交，系统允许最迟于 19 点前提交但要提前

和客户经理联系安排人员等候，超过 19 点系统不再受理只能次日重新发起。 

 

3.1.2 还款复核 

复核员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还款复核” 

 

选择制单提交的单据，点击“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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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质押仓单详情”可查看该贷款下全部仓单情况，点击“赎货仓单详情”可查看此次申

请解押的仓单情况。点击“确定” 

 

选择“复核通过”，点击“确定”弹出证书框，选择证书录入口令提交还款。选择“复核不

通过”确定后该条还款申请作废，可由制单员重新发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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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款提交成功后，建行处理还款申请，从还款账户扣划资金并通知棉花交易市场解押仓单。

扣划成功会短信通知交易商，请注意查收如有问题及时和客户经理联系，以免耽误出库。 

 

3.2 还款不赎货 

3.2.1 还款制单 

制单员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还款制单” 

 

选择合同信息，点击“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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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已支用贷款信息，选择要还款的支用（可多选），点击“还款不赎货”。 

 

选择“部分还款”，录入金额，选择账号、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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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制单员交易密码，点击“确定”提交复核。 

 

提醒复核员复核。 

 

3.2.2 还款复核 

复核员登陆网银点击“信贷融资”，点击“e 贷款（标）-贷款客户”下“还款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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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制单提交的还款申请，点击“还款” 

 

选择“复核通过”，确定后弹出证书框，选择证书录入口令提交建行。 

建行自动扣划资金并通知棉花交易市场还款信息，扣款成功会短信通知交易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