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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客戶，歡迎您使用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本行)公司網

上銀行(網銀)服務。 

 

本手冊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新手指引，第二部分介紹公司網銀登錄及使用範圍，

第三部分为客戶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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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新手指引 

一、 服務概覽 

*此部分功能需配合電子密碼器（eToken）使用 

網銀管理（僅限網銀管理員） 

*賬戶設置 *操作員管理 

*授權模式設置 *逐級授權設置 

*限額設置  

信息查詢 

儲蓄戶口及往來戶口查詢 賬戶歷史明細查詢 

投資組合查詢（僅限私人銀行客戶） 投資交易記錄查詢（僅限私人銀行客戶） 

我的信息臺 

網銀交易日志查詢 *授權業務管理 

轉賬匯款 

*預先登記第三方賬戶管理 *行内轉賬 

*行外轉賬 交易歷史查詢 

定期存款 

*定期存款辦理 定期存款查詢 

利率查詢  

融資貸款 

貸款融資查詢  

貿易融資 

貿易融資查詢 貿易融資報表下載 

*貿易融資業務申請  

支薪服務（需簽約開通） 

*支薪文件上傳 支薪業務查詢 

服務與申請 

申請支票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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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載 

相關模板文件下載 托管客戶文件下載區（僅限托管客戶） 

*電子賬單查詢及下載 *托管結單查詢及下載（僅限托管客戶） 

二、 網上銀行服務開通流程 

1. 遞交申請 遞交網上銀行服務表格及授權決議（可與開戶表格一併提交） 

2. 啓用通知 網上銀行服務成功開通會接獲由系統直接發出的短訊或電郵

通知（如下圖所示） 

 

3. 密碼設置 訪問網址：https://ebankhk.spdb.com.cn/hkbank/ 

首次登錄時，網銀系統將引導您設置密碼（見第二部分登錄網

銀流程） 

三、 密碼控件安裝指引 

1. Windows 電腦安裝流程 

1) 進入本行網銀 https://ebankhk.spdb.com.cn/hkbank/的公司網銀登錄介面，

點擊頁面中「請安裝安全控件」連結。 

https://ebankhk.spdb.com.cn/


6- 

 

2) 選擇「打開」或「保存」文件，打開壓縮文件得到 SpdbHK.exe安裝文件。執

行安裝。 

 

 

3) 點擊「Install」，開始安裝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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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安裝正在進行。 

 

5) 點擊「Finish」完成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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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至此，密碼控件安裝完成。再次進入登錄界面，如下圖所示。 

 

2. MAC 電腦安裝流程 

1) 下載安全控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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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載後直接安裝會收到蘋果系統的安全警告，非 apple store下載的軟件都

會收到，是正常的。點擊「好」取消即可。 

 

3) 點擊蘋果系統-系統偏好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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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擊「安全性與隱私」。 

 

5) 會看到已下載的「PFYHALL.pkg」安全提示，點擊仍要打開。 

 

6) 蘋果電腦會再次提示，點擊打開。 

 

7) 開始安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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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錄入用戶登入電腦密碼，相關安全提示選擇「好」，相关安全提示都选择可能

有多次提示，需多次錄入。 

 

9) 安裝完成後，進入網銀登錄頁面即可正常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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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司網銀的登錄與使用 

一、 登錄網銀 

客戶完成網銀開戶流程及按照本手冊的第一部分進行了網銀密碼安全控件安裝

後，便可以開始登錄使用公司網銀了。登錄步驟如下： 

1. 輸入上海浦東發展銀行官網地址：https://www.spdb.com.cn/，點擊「香港分行網銀

系統」進行訪問。 

 

2. 也可直接訪問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網銀地址：

https://ebankhk.spdb.com.cn/hkbank/ 

3. 首次登錄 

1) 請選擇公司網銀登錄，點擊首次登錄 

2) 輸入以下信息進行首次登錄操作： 

 客戶號碼（為戶口開立通知書首頁所示，共 6位數字） 

 用戶登錄名（申請書預留自選登錄名，大小寫需一致） 

 證件號碼（在本行預留紀錄） 

 用戶電子郵箱地址（申請書預留紀錄） 

 通過預留手機號碼收取的一次性短信驗證碼 

https://www.spdb.com.cn/
https://ebankhk.spdb.com.cn/hk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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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提交後跳轉密碼設置頁面，用戶可設置登錄密碼 

 提交信息驗證成功後即進入網銀登錄密碼設置（如下圖所示）。 

 注意：密碼長度限制為 8-30位，須同時包含數字及字母，但不可包含特殊符

號如：#@！等 

 

4. 登錄 

返回登錄頁面，以客戶號、用戶名及新設置的密碼進行登錄即可 

二、 電子密碼器（eToken）的綁定設置 

使用網銀的管理、交易功能，需先綁定電子密碼器。需要 eToken 配合使用的網

上銀行功能詳見第一部分服務概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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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 

綁定完成後，該手機 APP 將與當前登入及操作完成綁定的用戶對應，只可爲該用

戶交易生成口令；一部手機同一時間只可绑定一個公司網銀用戶，如爲其他賬戶

操作時生成口令，將會提示驗證碼錯誤。 

綁定時需要通過用戶登記的移動電話進行手機短信驗證，後續網銀使用則通過已

綁定的手機設備進行 eToken口令驗證即可。 

綁定步驟： 

1. 下載手機銀行 App 

1) 可於網銀首頁掃描二維碼進行下載 https://ebankhk.spdb.com.cn/hkbank/ 

 

2) 也可在 App Store 内搜索「浦發海外」下載最新版手機銀行 App 

 

2. 以網銀賬戶和密碼登錄手機銀行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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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點擊「eToken 管理」，選擇「綁定」，按照綁定步驟，設置六位數字 PIN 碼

（注：PIN碼與網銀登錄密碼不同，用於每次透過電子密碼器生成口令時驗證），

通過預留手機號碼收取一次性驗證碼，輸入一次性驗證碼後，點擊「確定」啟用

密碼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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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當網上銀行交易需要使用雙因子認證時，將會出現如下圖所示頁面 

 

此時您需要打開手機銀行「口令生成」功能，輸入已設置的六位數字 PIN 碼，點

擊「確定」。輸入網上銀行雙因子認證網頁中顯示的「挑戰碼」，或直接掃描二維

碼獲取挑戰碼後，點擊「口令生成」，即可獲取六位數字驗證碼，將驗證碼輸入

網銀「eToken令牌驗證碼」進行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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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公司網銀首次使用的設置 

用戶在正式操作公司網銀相關業務功能前，還必須進行網上銀行的設置。請通過

網銀管理菜單中的賬戶設置，操作員管理，授權模式設置（如需使用轉賬）來設

置網銀賬戶。 

1. 賬戶設置 

在填寫網銀申請表時，如勾選了「網上銀行預設模式」的「查詢模式」，則所有

賬戶的網銀權限將預設為「只能查詢」；如勾選了「轉賬模式」，則所有賬戶網銀

權限將預設為「允許轉賬」；如未勾選任一選項，則所有賬戶的網銀權限默認爲

「不可在網銀操作」，此時網銀無法查詢及操作名下賬戶，需在「網銀管理」-「賬

戶設置」菜單下進行修改權限後才可查詢操作。 

點擊此處可進

行二維碼掃瞄 



18- 

 

網銀開通後，可通過「網銀管理」-「賬戶設置」檢查所有賬戶的權限，您可按

管理需要，將每一個賬戶權限設置為「允許轉賬」或「只能查詢」。如設置為「允

許轉賬」則該賬戶可被查詢，同時也可於轉賬/匯款交易中進行使用及選擇；如

選擇「只能查詢」，則該賬戶只在查詢功能中顯示。請注意：後續如有新開立的

賬戶，需要透過此菜單進行設置後該賬戶方可於網銀進行操作。 

 

選擇適用功能後，選擇提交，因該功能為管理類功能，需通過 eToken 完成驗證

(參考第二部分章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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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管理類交易於授權提交後，均需要公司另一網銀管理員覆核授權方可正式

生效。 

 

此時另一管理員登入賬戶，於「我的信息台」-「網銀管理授權」中可對所提交

的管理類交易進行覆核。 

 

可於該頁面點擊授權，通過 eToken 完成雙因子認證，完成授權；同時，管理員

也可點擊交易序號，將如下圖顯示該交易詳細的交易內容，檢查無誤後再進行授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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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核授權成功後，有關更改將即時生效。 

 

2. 操作員管理 

完成賬戶設置後，需要使用操作員管理功能，為新開立的網銀使用者進行菜單權

限的配置，否則該賬戶將不能訪問其他網銀功能菜單。 

在「網銀管理」-「操作員管理」功能，可點擊「添加」新增操作員，也可選擇

需要進行修改的管理員/操作員，點擊「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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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該功能涉及對應使用者的登記信息展示，需要使用 eToken 完成雙因子認證後

方可進入。 

 

管理員賬戶于開通後，默認未分配各業務功能，需要自行根據需要進行勾選；如

是新建操作員需根據提示錄入操作員的相關信息，如用戶名、電話、證件號、電

郵地址和初始密碼等，並分配各業務和資金賬戶的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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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案例，選擇查詢及轉賬相關功能，同時需勾選該用戶可訪問之賬戶號碼，此

處可根據實際使用需要，確定該操作員是否可操作某一具體賬戶。 

 

點擊「修改」並完成 eToken 雙因子認證授權，該修改同樣將進入待覆核狀態，

需要另一管理員進行覆核。 

當另一管理員完成授權後，被修改的用戶將于重新登錄網銀時，刷新功能菜

單，從而可以使用所選擇的相應功能。 

例如，此時可以於「信息查詢」-「儲蓄戶口及往來戶口查詢」中，查詢有關賬

戶的餘額及交易流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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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新增的操作員，需在首次登錄時，需填寫管理員建立操作員時錄入的用戶名

和初始密碼，系統會提示修改密碼，按照提示修改後再次登錄，即可正常使用被

分配的業務和賬戶權限。 

 

3. 授權模式設置 

通過「網銀管理」-「授權模式設置」功能，您可根據實際管理需要，對「轉賬

支付」，「融資」業務分別設置授權模式。「轉賬支付」包括「支薪服務」、「行内

轉賬」、「跨行轉賬」、「境外匯款」等業務的授權設置，「融資」業務為設置「貿

易融資業務申請」。 

網銀新開通時，預設授權模式為「不需要授權」，於該模式下，所有於前述設置

步驟中，被分配了相應功能的管理員/操作員，在此預設模式下，將可以直接進

行交易，所有交易為雙因子認證，需使用 eToken 進行驗證方可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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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擊設置後，進入以下頁面，可對支付金額增加分段，每個分段可設置對應所需

授權人級別及數量。 

 

如下例子，該設置代表 0-100,000 元等值港幣的轉賬，無需進行授權，10 萬港

元或等值貨幣轉賬，則需由任何用戶發起後，由授權類型 A的用戶進行審批方可

正式提交（請注意提交人與授權人不可為同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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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在「授權人員」選擇「指定」，點擊需要增加授權人員類別後，系統會展示

該類授權人員列表，選擇所指定的人員即可。 

 

如需開啓逐級授權模式，可在「網銀管理」下「逐級授權設置」下選擇「啓用」。

逐級授權即有授權順序，例如需要 A和 B類授權人員授權的交易，在啓用逐級授

權後，需 A 授權人員先授權，B 授權人員才可授權；不啓用逐級授權，則 A 和 B

都可直接授權，無需按照順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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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修改完成後，需另一名管理員登錄進行授權，即可完成設置。 

四、 公司網銀服務範圍 

1. 信息查詢 

1) 儲蓄及往來戶口查詢 

 

2) 賬戶歷史明細查詢：查詢賬戶交易歷史記錄 

 

2. 轉賬匯款 

1) 預先登記第三方賬戶：匯款到登記賬戶無需 eToken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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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内轉賬：可轉給客戶名下其他賬戶或他人賬戶 

 

3) 行外轉賬：本地或跨境（工作日 16:00前提交的交易將即時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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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交易歷史查詢：可查詢轉賬匯款記錄及下載回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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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定期存款 

1) 定期存款辦理：可提交定期存款辦理指示 

 

2) 定期存款查詢：可查詢包括到期及未到期之所有定期存款記錄，無論該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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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是否通過網銀渠道辦理。 

 

3) 定期存款利率查詢：可查詢最新不同幣種下不同期限的定存利率 

 

4. 支薪服務（該服務需簽約後方可在網銀使用） 

1) 支薪文件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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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薪業務查詢 

 

5. 貸款融資 

1) 貸款融資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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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貿易融資 

1) 貿易融資查詢 

 

2) 貿易融資報表下載 

 

3) 貿易融資業務申請（辦理該業務須在銀行核有相應信貸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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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服務與申請 

1) 支票簿申請 

 

8. 下載 

1) 相關模板文件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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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賬單/結單下載 

 

3) 託管賬單/結單下載（僅限託管業務客戶） 

 

4) 託管客戶文件下載區（僅限託管業務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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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我的信息臺 

1) 網銀交易日志查詢：查詢用戶的網銀操作歷史 

 

2) 授權業務管理 

需要用戶授權的所有交易可在此菜單下查詢，可點擊處理審核交易内容詳情，再

點擊授權或拒絕完成授權審批。 

 

10. 網銀管理(請參照第四節初次設置示例) 

1) 賬戶設置 

可根據需要，調整賬戶為可進行轉賬操作，只允許查詢操作，或不能在網銀操作

（該設置將使對應賬戶於網銀不可見）。此設置將對公司所有用戶生效。此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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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兩位公司管理員使用 eToken授權方可進行設置。 

 

2) 操作員設置 

公司客戶可根據需要通過該功能定制管理員/操作員賬戶實際功能菜單，具體賬

戶操作權限，審批權限角色等內容。此功能需由兩位公司管理員使用 eToken 授

權方可進行設置。 

 

3) 授權模式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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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模式設置可提供單人/多人授權架構分配，此功能需由兩位公司管理員使用

eToken授權方可進行設置。 

 

4) 逐級授權設置 

啟用逐級授權後，將按照授權模式設置中不同角色，按A→B→C的順序進行批核。

此功能需由兩位公司管理員使用 eToken授權方可進行設置。 

 

5) 限額設置 

客戶可根據自身需要，設置每日及每筆轉賬限額，超出有關限額的交易將被拒絕。

此功能需由兩位公司管理員使用 eToken授權方可進行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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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網銀管理的操作，需另一賬號管理員授權通過才可正式完成限額的設置。 

五、 常見問題 

查詢戶口結餘 

問題 1：我是否可以查閱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開立的所有戶口結餘? 

您可以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查閱所有以您名義開立的儲蓄、往來、定期戶口

資料；企業客戶可以在「網銀管理」-「賬戶設置」功能下設置允許或禁止通過

網銀查詢特定的賬戶。 

 

問題 2：我可以查閱多久之前的交易記錄? 

您可根據需要選擇查詢範圍，唯每次查詢時段範圍不能超過 6個月。如需查詢更

多記錄，可調整時間段設置後再次查詢。 

 

問題 3：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在哪些時間提供服務? 

您可以隨時使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 

 

問題 4：使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是否需要另外繳付服務費? 

持有有效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的戶口，均可免費使用本分行網銀服務。 

 

問題 5：首次登錄網銀或新開戶口，在網銀無法查看到賬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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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是由於權限設置為不可見，設置方式可參考第二部分下「公司網銀首次使用

的設置」内關於「賬戶設置」或「操作員管理」的操作步驟。 

 

轉賬 

問題 1：我是否可以通過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進行轉賬? 

可以。您可到「轉賬匯款」進行「行內轉賬」及「本地他行轉賬」。 

 

問題 2：我怎樣可以知道我轉賬至其他本地銀行的指示已順利完成? 

您可到「賬戶歷史明細查詢」查閱您戶口的交易狀態。 

 

電匯 

問題 1：我是否可以通過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進行電匯? 

可以。您可到「轉賬匯款-行外轉賬」中選擇「境外匯款」，即可轉到境外匯款

申請頁。 

 

定期存款 

問題 1：我是否可以通過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更改到期指示? 

您可到「定期存款辦理」功能下，選擇相應的定期存款賬號，並提交更改指示。 

 

電子月結單 

問題 1：何謂電子結單? 

電子結單的內容與紙張結單相同。 

 

問題 2：電子結單服務會收取費用嗎? 

不會，電子結單服務完全免費。 

 

問題 3：電子結單服務包括那些結單種類? 

電子月結單的內容為客戶綜合月結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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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4：我可否把電子結單另存至我的電腦? 

可以，您可把電子結單另存至您的電腦，方便日後查閱。 

 

問題 5：電子結單保留多長時間? 

你可根據需要選擇查詢範圍，唯每次查詢時段範圍不能超過 6個月。如需查詢更

多記錄，可調整時間段設置後再次查詢。 

 

問題 6：當新的結單準備就緒是否會通知我? 

月結單將于月初生成，日結單將于次日生成。同時您仍將收到郵寄結單。 

 

查詢利率 

問題 1：我可以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查詢哪些利率? 

包括不同幣種及不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所有利率只作參考用途，實際辦理請

以確認頁面顯示的利率爲準。 

 

電子密碼器（eToken） 

問題 1：綁定 eToken 是否可以用不是所登記的移動電話號碼的設備進行綁定？ 

可以，可以使用任意安裝了浦發銀行境外網銀手機 App 的手機設備進行 eToken

綁定，但綁定時需通過所登記的移動電話號碼收取驗證碼。 

 

問題 2：綁定 eToken 無法接收短信驗證碼？ 

需注意，目前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短信服務暫只支持：中國内地、香港、澳門、台

灣、新加坡、印度尼西亞、日本、南韓、美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澳大利亞、

越南及印度等國家或地區。其他地區的移動電話暫無法接收短信。另一卡雙號中

的虛擬號，也無法支持短信接收服務。 

 

系統裝備/技術性問題 

問題 1：系統裝備/技術性建議 

.一部已接駁互聯網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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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網站最好配合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11 或 Chrome 55 以上之瀏覽

器使用 

.顯示器解象度：1024 x 768 

 

問題 2：我如何知道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的版本? 

請按下「Help」(說明)，並選擇「About Internet Explorer」，即可查閱瀏覽

器的版本。 

 

問題 3：如果我使用蘋果電腦，是否可使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 

可以，蘋果系統密碼安全控件更新見第一部分 MAC 電腦安裝流程。 

 

處理常見問題 

問題 1：如果我的瀏覽器經常出現故障，我該如何處理? 

您需要檢查： 

.您的個人電腦裝置是否符合最低的硬體要求 

.您的個人電腦是否同時開啟許多其他應用軟體 

.您的個人電腦與網絡的連接是否妥當 

如果檢查過上述各項都未能解決問題，請您聯絡您的電腦製造商，他們應可為您

提供技術支援。 

 

問題 2：如果我在使用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時遇上技術性的問題，可向誰查詢? 

請您致電本分行網銀客戶服務中心熱線電話：(852) 216 95528。 

 

保安 

問題 1：如何更改我的密碼? 

登錄網銀後，點擊頁面右上方「修改密碼」即可更改。 

 

問題 2：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採用哪些保障資料機密的措施? 

浦發銀行香港分行網銀提供可靠安全的網上保安系統，為您帶來最大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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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核實登入用戶名稱及密碼 

公司網銀登錄：您必須輸入正確的登入客戶號、用戶名稱、密碼，必要時還需輸

入驗證碼，方可使用本分行網銀。 

 

.強大的點對點加密系統 

所有透過互聯網進行的資料傳送，例如您的客戶號/登入號碼及密碼、您的戶口

資料及交易詳情等重要資料，由您登入的一刻至登出為止，已經受到強大的點對

點加密程式保護。 

 

.自動終止接駁服務 

為防止其他人擅自進入並操作您的戶口，我們設有自動終止服務功能。當您在登

入後，於同一個畫面上停留達到 15 分鐘後，本分行網銀會自動終止您這次的服

務。 

 

.最後登入日期及時間顯示 

您的最後登入日期及時間將會顯示在熒幕上讓您核實。 

 

本分行認為保安乃網上服務最重要的一環，因此我們悉力提供最高水準的網上保

安系統，並作出嚴格監管及控制。 

 

問題 3：什麼是「加密」?它如何保護我的個人資料? 

「加密」是防止您的資料在網上傳送時，被未經許可的第三者閱讀及盜取的保安

系統。本分行網銀使用功能強大的加密系統，有效保障由您的瀏覽器至本分行網

銀系統間的資料傳送，確保您的個人隱私及戶口資料得到最大的保障。 

為了加強對資料的保障程度，分行網銀經已應用了 TLS 1.2 128位加密技術，以

保護您的互聯網上傳送的資料。 

 

問題 4：是否單單關閉瀏覽器便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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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障您的信息安全，請在使用完畢後，點擊「安全退出」離開浦發銀行香港分

行網銀。 

 

問題 5：如果我懷疑我的戶口有未獲授權的訪問或交易指示，該如何處理? 

請您致電本分行網銀客戶服務中心熱線電話：(852) 216 95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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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客戶意見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香港分行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及專業的銀行服務。我們歡迎您

對我們的產品及服務提出寶貴意見或建議。您可透過以下方式聯絡我們： 

 郵寄至：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香港分行 

（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香港分行地址：香港軒尼詩道 1號浦發銀行大廈 30樓 

 傳真至  (852) 2996 5500 

 致電   (852) 216 95528 

 

如有需要，我們的專責人員會在收到您的意見或建議後與您聯絡，以便進一步瞭

解詳情。 

若有關意見或建議經第三者轉達，我們將只聯繫該提出意見或建議之客戶以保障

其私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