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上海票据交易所系统参与者资金账户业务操作规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上海票据交易所（简称票交所）资金账户

的开立和使用，保障票据业务资金清算结算有序开展，根据

《票据交易管理办法》《上海票据交易所票据登记托管清算

结算业务规则》等制度规定,制定本操作规程。 

第二条 本规程所称资金账户是指票交所系统参与者用

于票据业务结算及资金收付的电子簿记账户，包括人民银行

清算账户和票交所资金账户。 

第三条 本规程所称系统参与者包括银行类系统参与者、

非银类系统参与者和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 

  银行类系统参与者、非银类系统参与者分为法人系统参

与者和分支机构系统参与者。 

第四条 中国票据交易系统（简称交易系统）的系统参与

者，应当将符合本规程规定的资金账户指定为其唯一清算路

径。 

  系统参与者使用票交所资金账户作为清算路径的，应当

按照本规程要求办理资金账户开立、变更、注销等相关手续。 

 

第二章 清算路径 



第五条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银行类系统参与者、非银类

系统参与者应当指定人民银行清算账户作为其清算路径，并

通过该清算账户办理票据业务资金清算结算： 

（一）其法人系统参与者在人民银行开立清算账户的； 

（二）其法人系统参与者未在人民银行开立清算账户但

作为大额支付系统间接参与者（简称支付系统间参）取得其

关联的大额支付系统直接参与者（简称支付系统直参）出具

的清算账户使用授权书的（模板见附件 1）。 

第六条 以下系统参与者应当指定票交所资金账户作为

其清算路径，并通过该资金账户办理票据业务资金清算结算： 

（一）不符合本规程第五条规定的银行类系统参与者（包

括但不限于外资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信

社、民营银行和村镇银行）、非银类系统参与者； 

（二）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银行类系统参与者、非银类系

统参与者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变更清算路径： 

（一）原使用票交所资金账户作为清算路径，后符合本

规程第五条规定的，应当由其法人系统参与者申请将清算路

径由票交所资金账户变更为人民银行清算账户； 

（二）原使用其关联的支付系统直参清算账户作为清算

路径，后被其关联的直参取消或者暂停使用该清算账户的，

应当由其法人系统参与者申请将清算路径由人民银行清算



账户变更为票交所资金账户。 

第八条 银行类系统参与者、非银类系统参与者根据本规

程第七条第（一）项申请变更清算路径的，应当同时满足以

下条件： 

（一）当前使用的票交所资金账户无余额； 

（二）当前使用的票交所资金账户状态正常，且未涉及

违法违规行为。 

 

第三章 票交所资金账户的开立 

第九条 银行类系统参与者、非银类系统参与者申请加入

交易系统时，应当由其法人系统参与者根据需要提交票交所

资金账户开立申请，该资金账户名称应当与法人系统参与者

名称一致。 

第十条 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申请加入交易系统时，应

当由该产品管理人提交票交所资金账户开立申请，该资金账

户名称应当与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名称一致。 

第十一条 法人系统参与者或者产品管理人申请开立票

交所资金账户时，应当预留法人系统参与者或者非法人产品

系统参与者在银行开立的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简称银行结

算账户）作为指定的出金账户，用于汇划票交所资金账户的

票据资金，并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银行类法人系统参与者原则上应当使用开立在本



机构的同户名基本存款账户作为出金账户。基本存款账户未

开立在本机构的，应当使用开立在本机构的同户名一般存款

账户或专用存款账户作为出金账户。 

（二）非银类法人系统参与者原则上应当使用同户名基

本存款账户作为出金账户。基本存款账户无法用于办理业务

的，应当使用开立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银行的一般存款账户

或者专用存款账户作为出金账户。 

（三）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应当使用开立在托管银行

的同户名托管账户作为出金账户。 

第十二条 法人系统参与者申请开立票交所资金账户的，

应当向票交所提交《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

请表（法人）》（附件 2）以及出金账户证明材料。 

第十三条 法人系统参与者使用基本存款账户作为出金

账户的，出金账户证明材料为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复

印件）。 

第十四条 法人系统参与者使用一般存款账户或者专用

存款账户作为出金账户的，应当提供下列出金账户证明材料： 

（一）基本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二）一般存款账户或者专用存款账户开户申请表（复

印件）； 

（三）一般存款账户或者专用存款账户在人民银行备案

证明材料（包含“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截图）； 



（四）未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情况说明（模板见附件 4）。

包括无法使用基本存款账户的原因及需使用一般存款账户

或专用存款账户的相关情况说明。 

第十五条 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申请开立票交所资金

账户的，产品管理人应当向票交所提交《上海票据交易所资

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非法人产品）》（附件 3）以及下列

出金账户证明材料： 

（一）与托管银行签订的合同或协议（复印件，含产品

名称以及托管账户相关信息）； 

（二）非法人产品在托管银行开立托管账户的开户申请

表（复印件）及在人民银行的备案证明（包含“人民币银行

结算账户管理系统”截图）。 

 

第四章 票交所资金账户的变更、注销 

第十六条 法人系统参与者或者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

发生名称变更时，应当按照加入票交所交易系统的要求提供

相关的申报材料；同时还应当向票交所提交《上海票据交易

所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法人）》或《上海票据交易所

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非法人产品）》，申请变更资金账

户名称和出金账户相关信息。 

第十七条 法人系统参与者或者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

申请退出交易系统的，应当向票交所提交《上海票据交易所



资金账户销户申请表》（附件 5）。票交所资金账户注销应当

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一） 票交所资金账户无待结算的在途资金； 

（二） 票交所资金账户无余额； 

（三） 票交所资金账户状态正常，且未涉及违法违规行

为； 

（四） 票交所资金账户对应系统参与者的当期费用已

结清。 

 

第五章 票交所资金账户的使用 

第十八条 票交所资金账户持有人（简称账户持有人）办

理票据业务资金清算结算且为付款人时，应当提前办理入金

业务，将资金汇入其票交所资金账户。办理入金业务应当符

合下列要求： 

（一）票交所资金账户状态正常； 

（二）银行类法人系统参与者、非银类法人系统参与者

应当通过开立在银行的同户名银行结算账户将资金汇入其

票交所资金账户； 

（三）非法人产品系统参与者应当通过开立在托管银行

的同户名托管账户将资金汇入其票交所资金账户； 

第十九条 交易系统对不符合本规程第十八条规定的入

金业务作退汇处理。账户持有人可以通过交易系统清算结算



模块查询入金业务处理情况。 

第二十条 账户持有人根据需要可以将票交所资金账户

结余资金划转至其预留的出金账户。办理出金业务应当符合

下列要求： 

（一）账户持有人保证当日票据业务正常结算； 

（二）账户持有人应当在营业日 16:40 前通过交易系统

提交出金申请。 

 

第六章 票交所资金账户的管理 

第二十一条 票交所按季办理票交所资金账户结息工作。 

每季度末月的 20日为结息日，利息于结息日的下一自然

日转入票交所资金账户。 

票交所资金账户计息利率另行公布。 

第二十二条 票交所收到有权机关关于票交所资金账户

查询、冻结、解冻以及扣划申请等法律文书的，应当按照相

关规定协助执行。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票交所有权终止系统

参与者资金账户的使用，通知其办理资金账户注销手续，并

补缴未结清的票据服务费用： 

（一）法人系统参与者发生停业、整顿、解散、破产清

算等重大事项的； 

（二）系统参与者严重违反票交所业务规则或者相关规



定的； 

（三）发生票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的。 

 

第七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规程由票交所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规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1.清算账户使用授权书 

2.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法人） 

3.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非法

人 

产品） 

4.未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情况说明 

5.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销户申请表 



附 1 

清算账户使用授权书 

上海票据交易所： 

我单位授权以下机构共***家（名单见下表）通过我单位

大额支付系统清算账户（大额行号为**********）进行中国

票据交易系统资金清算，由此产生的法律风险和流动性风险

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如上述授权事项发生变更，我单位将另行书面通知。 

 

授权事宜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机构名称（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附表： 被授权机构名单 

 

序号 机构名称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 

   

   

   

 



附 2  

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法人）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法人系统参与者基本信息 

法人系统参与者全称  

大额行号  

大额行名  

申请类型 □新增         □变更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出金账户信息 

出金账户名称  

出金账户账号  

开户行大额行名  

开户行大额行号  

说明： 

1.银行类系统参与者以及有大额行号的财务公司，应当填写所有信息。 

2.无大额行号的财务公司以及其他非银类系统参与者，无需填写本机构大额行号和

大额行名。 

3. 银行类系统参与者的出金账户开户行大额行号与本机构大额行号应当填写一致。 

4．出金账户名称与法人系统参与者全称应当填写一致。 

                                        法人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附 3  

 

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开户/变更申请表（非法人产品）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产品基本信息 

产品管理人全称  

系统参与者全称  

申请类型 □新增         □变更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出金账户信息 

出金账户名称  

出金账户账号  

开户行大额行名  

开户行大额行号  

说明： 

1. 系统参与者全称应当填写非法人产品全称。 

2. 出金账户名称与系统参与者全称应当填写一致。 

3. 出金账户账号应当填写非法人产品在托管银行开立的同户名托管账户账号。 

4. 出金账户开户行大额行号应当填写托管账户开户行的大额行号。 

 

                                        法人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附 4 

未使用基本存款账户情况说明 

上海票据交易所： 

我单位***，基本存款账户账号为***，开户行为***，因

***原因，无法使用基本存款账户作为出金账户。我单位申请

使用在***（开户行名）开立的一般存款账户/专用存款账户

作为出金账户，账户具体信息如下： 

账户名称： 

账户账号： 

开户行大额行号： 

开户行大额行名： 

我单位知悉出金账户管理要求，因未按要求使用该账户

引起的法律风险由我单位自行承担。 

 

法人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附 5 

上海票据交易所资金账户销户申请表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系统参与者信息 

法人系统参与者

（或产品管理人）

全称 

 

资金账户名称  

资金账户账号  

资金账户余额  

联系人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销户说明 

我单位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自愿申请注销

在贵公司开立的资金账户。经核实本单位资金账户无待结算的在

途资金，已结清与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所有债权债务，资金账户状

态正常，未涉及违法违规行为。 

 

 

法人单位名称 

                                    （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