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请根据账户性质和存款人类别准备对应的开户资料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1-基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1-企业类（企业法人
、非法人企业）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企业类）：

①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
④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法定代
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
开户；
⑤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⑥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⑦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1-基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2-预算单位类（机关
、实行预算管理的事
业单位）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预算单位类）：

①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原件；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财政部门同意其开户的证明文件；
④单位负责人身份证件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负责人授权
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查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 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
理开户；
⑤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⑥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⑦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1、预算单位指机关和实行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2、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
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1-基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3-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①主管部门批文或登记证书原件，其中：
a、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
b、社会团体，应出具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宗教组织还应出具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c、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出具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d、外地常设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e、外国驻华机构，应出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f、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
g、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h、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和批文；
i、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
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
开户；
④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⑤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⑥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1、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其他组织等，如有组织机
构代码证，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如无则不提供；2、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
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1-基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4-军队、武警类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军队、武警类）：

①军队军级以上单位财务部门、武警总队财务部门的开户证明；
②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军官证）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军官证）原
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军人身份证件）原件；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查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 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
理开户；
③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④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⑤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1、军队、武警开户须为团级（含）以上单位及分散执勤的支（分）队；2、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
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1-基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5-有字号个体工商户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有字号个体工商户）：

①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②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
③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④经营者身份证原件，若非经营者本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经营者身份证原件、经营者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
人身份证原件；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查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 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
理开户；
⑤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⑥经营者及财务人员私章；
⑦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1-基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6-无字号个体工商户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基本存款账户开户（无字号个体工商户）：

①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②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
③经营者身份证原件，若非经营者本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经营者身份证原件、经营者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
人身份证原件；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查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
开户；
④带有“个体户XXX”字样的经营者印章；
⑤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2-一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1-企业类（企业法人
、非法人企业）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一般存款账户开户（企业类）：

①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
④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法定代
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⑤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
⑥开立一般存款账户书面申请（借款户请附借款合同）；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
开户；
⑦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⑧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⑨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立账户应在开户5日内向人民银行当地分支行报备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2-一般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3-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一般存款账户开户（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①主管部门批文或登记证书原件，其中：
a、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
b、社会团体，应出具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宗教组织还应出具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c、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出具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d、外地常设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e、外国驻华机构，应出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f、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
g、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h、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和批文；
i、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
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④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
⑤开立一般存款账户书面申请（借款户请附借款合同）；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
开户；
⑥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⑦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⑧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1、预算单位一般不能开立一般存款账户；2、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独立核
算的附属机构、其他组织等，如有组织机构代码证，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如无则不提供。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3-专用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1-企业类（企业法人、非法人
企业）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企业类）：
①营业执照正本原件；
②税务登记证正本原件；
③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④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
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⑤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机构信用代码；
⑥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证明文件原件，其中：
a、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
b、粮、棉、油收购资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
c、单位银行卡备用金，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卡章程的规定出具有关证明和资料；
d、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应出具证券公司或证券管理部门的证明；
e、期货交易保证金，应出具期货公司或期货管理部门的证明；
f、金融机构存放同业资金，应出具其证明；
g、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应出具基本存款账户存款人有关的证明；
h、党、团、工会设在单位的组织机构经费，应出具该单位或有关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i、其他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
⑦客户选择“客户名称”+“内设机构”作为账户名称时，还需出具以下证明文件：
a、内设机构（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b、单位授权该内设机构（部门）开户的授权书；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开户；
⑧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⑨法定代表人（或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⑩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鉴、以单位名称后加内
设机构（部门）名称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正式开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3-专用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3-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
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①主管部门批文或登记证书原件，其中：
a、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
b、社会团体，应出具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宗教组织还应出具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c、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出具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d、外地常设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e、外国驻华机构，应出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f、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
g、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h、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和批文；
i、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
原件；
④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机构信用代码；
⑤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证明文件原件，其中：
a、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
b、财政预算外资金，应出具财政部门的证明；
c、单位银行卡备用金，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卡章程的规定出具有关证明和资料；
d、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应出具证券公司或证券管理部门的证明；
e、期货交易保证金，应出具期货公司或期货管理部门的证明；
f、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应出具基本存款账户存款人有关的证明；
g、党、团、工会设在单位的组织机构经费，应出具该单位或有关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h、其他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
⑥客户选择“客户名称”+“内设机构”作为账户名称时，还需出具以下证明文件：
a、内设机构（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b、单位授权该内设机构（部门）开户的授权书。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开户；
⑦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⑧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⑨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鉴、以单位名称后加内
设机构（部门）名称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正式开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机构或其他组织类）：
①主管部门批文或登记证书原件，其中：
a、非预算管理的事业单位，应出具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
b、社会团体，应出具社会团体登记证书，宗教组织还应出具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c、民办非企业组织，应出具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
d、外地常设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
e、外国驻华机构，应出具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f、外资企业驻华代表处、办事处应出具国家登记机关颁发的登记证；
g、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社区委员会，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h、独立核算的附属机构，应出具其主管部门的基本存款账户开户登记证和批文；
i、其他组织，应出具政府主管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
原件；
④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机构信用代码；
⑤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证明文件原件，其中：
a、基本建设资金、更新改造资金、政策性房地产开发资金、住房基金、社会保障基金，应出具主管部门批文；
b、财政预算外资金，应出具财政部门的证明；
c、单位银行卡备用金，应按照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银行卡章程的规定出具有关证明和资料；
d、证券交易结算资金，应出具证券公司或证券管理部门的证明；
e、期货交易保证金，应出具期货公司或期货管理部门的证明；
f、收入汇缴资金和业务支出资金，应出具基本存款账户存款人有关的证明；
g、党、团、工会设在单位的组织机构经费，应出具该单位或有关部门的批文或证明；
h、其他按规定需要专项管理和使用的资金，应出具有关法规、规章或政府部门的有关文件；
⑥客户选择“客户名称”+“内设机构”作为账户名称时，还需出具以下证明文件：
a、内设机构（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b、单位授权该内设机构（部门）开户的授权书。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开户；
⑦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⑧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⑨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鉴、以单位名称后加内
设机构（部门）名称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正式开立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3-专用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2-预算单位类（机关
、实行预算管理的事
业单位）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专用存款账户开户（预算单位类）：

①政府人事部门或编制委员会的批文或登记证书原件；
②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
③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若非单位负责人前来办理的，需提供单位负责人身份证原件、单位负责人授权委
托书及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
④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机构信用代码；
⑤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出具的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的证明文件；
⑥如果存款人选择“存款人名称”+“内设机构”作为账户名称时，还需出具以下证明文件：
a、内设机构或部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b、单位授权该内设机构或部门开户的授权书；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查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 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
理开户；
⑦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⑧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⑨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以单位名称后加内设机构（部门）名称开立专用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开户资料说明】

账户性质 4-临时存款账户
存款人
类别

7-临时机构、异地经
营、注册验资类

客户需提
供的开户
资料

临时存款账户开户（临时机构、异地经营、注册验资类）：

①临时机构，应出具其驻在地主管部门同意设立临时机构的批文。
②异地建筑施工及安装单位，应出具其营业执照正本或其隶属单位的营业执照正本，以及施工及安装地建设
主管部门核发的许可证或建筑施工及安装合同。
③异地从事临时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出具其营业执照正本以及临时经营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的批文 
④客户申请开立增资验资临时存款账户，提供《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股东会或
董事会决议、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和法定代表人的身份证件，授权他人办理的，还应要求其出具授
权书及被授权人的身份证件。股东（增资人）为个人的，还应出具其身份证件原件。
⑤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正本原件；对新开立的临时存款户，如本身无基本户的，需录入该客户的上级机
构的基本户信息
⑥客户选择“客户名称”+“项目部”作为账户名称时，还需出具以下证明文件：
a、项目部负责人的身份证件；
b、上级单位授权该项目部开户的授权书。
以上资料需复印A4纸3份，由客户经理审核并在复印件上签署“与原件核对一致”意见和签名后，转柜面办理
开户；
⑦行政公章、财务专用章；
⑧单位负责人及财务人员私章；
⑨开立人民币结算账户申请书、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协议、结算账户对账协议、支付密码器使用协议、预留印
鉴、以单位名称后加项目部名称开立临时存款账户申请书附页、指定业务经办人员的委托书。

特别提示：新开账户自人行核准之日起3个工作日后，方可办理付款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