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銀行安裝指南
招商銀行網上個人銀行（香港版）是本行為客戶提供的遠程理財服務渠道，讓客戶通過互聯
網辦理香港一卡通個人賬戶查詢、轉賬、匯款、兌換、定期存款、支票、證券等業務。

1． 基本說明







客戶必須在插有移動數字證書卡（USBKEY）的電腦才能夠辦理香港版網上銀行業務。
客戶申請移動數字證書（包括開戶申請、失效後重新申請）獲取授權碼後，應於 30 天
內登入本行網站辦理證書啟用，過期則授權碼失效，客戶需攜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及香
港一卡通到招商銀行櫃檯重新辦理申請。
以同一姓名，同一證件申請的內地不同分行的“一卡通”可以和香港分行的香港一卡通
共享一個移動數字證書，但辦理業務必須登入不同的網站進行。香港一卡通登入招商銀
行香港分行網站（http://hk.cmbchina.com）或者直接從桌面快捷方式進入；內地一
卡通登入內地招商銀行網站(http://www.cmbchina.com)或者直接從桌面快捷方式
進入。
如果客戶已持有國內一卡通所辦理的移動數字證書，在申請香港一卡通時，電腦自動將
香港一卡通關聯到原有證書上；如果客戶持有香港一卡通所辦理的移動數字證書，需要
將內地一卡通關聯到原有證書，請攜帶內地一卡通以及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到本行任一分
（支）行辦理。

2． 術語解釋






數字證書：指用電子技術來證實一個用戶的身份和對網絡資源的訪問權限，由權威機構
（CA）採用數字簽名技術頒發給您，用以在數字領域中證實客戶的一種數字憑證。
移動數字證書：指通過精尖加密技術將網上銀行數字證書存放在 USBKEY 介質上，以實
現安全、方便的網上銀行使用方式。
授權碼：是指客戶申請數字證書（包括開戶申請、失效後重新申請）或關聯銀行卡時，
銀行發放的一組 16 位數字號碼；客戶在上網啟用數字證書或關聯銀行卡時，需要輸入
該號碼，以便銀行正確簽發數字證書。
關聯銀行卡：是指用戶申請成功並獲得數字證書後，將名下的香港一卡通或者內地一卡
通和該數字證書聯繫起來，以實現通過一個數字證書操作多張一卡通。

3． 移動數字證書操作指引





證書啟用
證書更新
證書查詢
修改密碼

證書啟用
如果您在招商銀行櫃檯申請了網上銀行移動數字證書，並獲得一串 16 位網上銀行授權碼，
您首先需要登錄香港分行網頁，完成啟用證書操作後，才可以使用香港分行網上銀行。
第一步
打開招商銀行香港分行網頁
（網址為 http://hk.cmbchina.com）

在網頁右邊導航條找到“網上個人銀行”專
區，點擊“個人銀行線上版”或“個人銀行下
載版”按鈕進入

第二步 選擇線上版或下載版
點擊“個人銀行線上版”，根據您的電腦系統
所使用的語言，選擇您要使用的不同語言版本
的網上銀行，登錄網上個人銀行“繁體版”或
登錄網上個人銀行“簡體版”。若您的電腦並
非中文操作系統，則需要在開始(start)――控
制 面 板 （ control panel ） ―― 地 區 語 言
（regional and language options）――高
級（advance）頁面下將地區設定為中國。
如果無法成功登錄，請點擊“個人銀行下載
版”相應繁體/簡體語言版本並下載安裝。

第三步 下載和安裝網銀程式
若您的電腦初次使用招行網銀香港版，或需要
更新網銀程式版本，則可能會有如下提示：
(1) 若提示“正在下載程式請稍候”，則請稍
等待約 10 分鐘，下載完畢後根據提示進
一步操作。
(2)

如果視窗上方提示“此站點可能需要安
裝下列 ActiveX 控件……”，請在提示
內容上點擊滑鼠右鍵，選擇“安裝
ActiveX 控件”。

(3)

如 果 彈 出 視窗 提 示“ 您 想安裝 此 軟 體
嗎？名稱 China Merchants Bank Personal
Bank”，則請點擊“安裝”按鈕，以安裝
新版本。

(4)

如果沒有下載 ACTIVEX 控制項的提示，
則返回主頁，點擊“個人銀行下載版”進
行下載安裝。
網銀程式安裝完畢則進入“用戶登錄”界面。

如果使用 23、33 型號 USBKEY，請直接跳至第六步
第四步 安裝 USBKEY 驅動程式
（持 23、33 型號 USBKEY 請跳過此步）
USBKEY 型號印在 USBKEY 側面，如果您使用
的 USBKEY 類型是 21 型或者 31 型的，您的電
腦需要先安裝相應的驅動程式才能識別。 目
前新發出的 USBKEY 都是 23 或 33 型，如果您
使用新版 23、33 型的 USBKEY，不用安裝驅
動程式，電腦就已可自動識別。
若需要安裝 21、31 驅動程式，首先請先不要
插入 USBKEY，點擊“用戶登錄”視窗右側
“下載驅動程式”按鈕，打開驅動程式下載頁
面。

第五步：
（持 23、33 型號 USBKEY 請跳過此步）
在移動證書驅動程式下載頁面，根據您持有的
USBKEY 類型，點擊選擇相應的鏈結（選擇“深
圳下載點”、“北京下載點”均可），

在文件下載（File Download）窗口，點擊“保
存”，在彈出的“另存為”(SAVE AS)視窗選
擇保存位置，然後點擊打開（OPEN）
，根據提
示逐步運行，完成對驅動程式的安裝。
*註：USBKEY 驅動程式文件名稱、圖形如下：
21 類型：setup_client_csp.exe

（明華澳漢）
31 類型：setup_client_sfs.exe

（Safe sign Standard 2.0）

第六步：
在“用戶登錄”視窗點擊“移動證書啟用”
按鈕

第七步：
點擊“移動證書啟用嚮導”視窗下方的
“下一步”按鈕

第八步：
再次點擊“下一步”按鈕

第九步：輸入 USBKEY 資料
在 USB KEY 型號位置選擇類型，比如 33
在 USB KEY 標識號位置輸入 10 位數標識號。
注意：USBKEY 上面印有標識號和型號。

點擊“下一步”按鈕

第十步：輸入授權碼和證件號碼
（1）在“授權碼”處輸入您所獲取的 16 位的
授權碼（請注意不要錯誤輸入為一卡通卡號）
（2）選擇參考證件類型，並輸入證件號碼
港澳臺居民→ 通行證 或 大陸身份證
（持臺胞證、回鄉證/回鄉卡的客戶，請選擇通行證）
內地居民→大陸身份證、軍人證、武警證
外國居民→ 護照
請注意證件號碼需輸入完整，如果有字母或括
弧（含括弧內的數字）均要輸入，大小寫保持
和證件上一致，注意不要用中文輸入法。

第十一步：設置用戶密碼
（1）設置一個網銀登錄密碼（用戶密碼），可
以是 6 至 8 位的數字或字符，而該密碼與香港
一卡通的取款密碼、查詢密碼可以設定為不同。
在“用戶密碼重複”處，重複輸入一次您設定
的密碼。
請務必牢記好您所設定的密碼！若登錄密碼遺
忘，需本人持卡和證件到銀行櫃檯重新申請網
上銀行證書。若您設定的密碼含有字母，請注
意所使用大小寫。
（2）在電腦上插好 USBKEY，點擊“下一步”
按鈕。

第十二步：輸入個人資料
輸入各項資料，其中有 * 號的內容均必須輸入，
輸入完畢，確認已經在電腦上插好 USBKEY，稍
等一會後點擊“完成”按鈕。
註：“手機號碼”須與您在銀行申請證書時所
提供的手機號碼一致。

第十三步：輸入取款密碼
根據系統提示，輸入相應的香港一卡通取款密
碼（即交易密碼）
。
點擊“確認”按鈕。

第十四步：
系統提示您已經完成了移動數字證書啟用，請
點擊“確認”按鈕。
系統正在處理等待簽發的證書，大約在一個小
時內即可完成簽發確認（一般十分鐘左右即可
完成）
特別注意：完成第十六步“首次登錄”前請暫
時先不要關閉您的電腦

第十五步：
如果您是重新申請移動數字證書，則系統將會
提示輸入“證書密碼”，請點擊“忘記密碼”

系統提示將會格式化證書，請點擊“Yes”

第十六步 首次登錄
完成上述步驟後，系統自動彈出“用戶登錄”
視窗，請選擇硬體類型，並輸入用戶密碼（在
前面第十一步自行設定的用戶密碼/登錄密
碼）
，點擊“登錄”按鈕，即可進行首次登錄。
（服務器地址保留默認設置，即自動選擇服務
器）
如果系統提示“正在簽發申請的證書，請等
待”，說明系統還沒有處理好證書的申請，可
以稍等一會再試。
如果您已經進入網銀操作界面，則表示初次登
錄成功。

關於設置 windows 用戶密碼的提示
如果使用 Windows XP 或者 2000 以上操作系
統，登錄網上銀行後，系統可能有如下消息提
示：“您未設置 windows 系統登錄密碼，該電
腦有很大風險，容易被網上駭客控制。招商銀
行強烈建議您設置 windows 系統登錄密碼後再
使用專業版…”， 那麼請在“開始－設置－控
制面板－用戶和密碼”處設定您電腦的用戶密
碼。
Windows 系統登錄密碼設置好後，以後您使用
您的電腦會選擇用戶名並輸密碼後進入您個人
“用戶”，其他人無法使用該“用戶”。詳情
點擊：
http://www.cmbchina.com/personal+business/ne
tbank/pb/configguide.htm#1

證書更新
數字證書的有效期為 1 年，當數字證書將要到期前兩個月內或到期後三個月內（系統會有
相應提示）
，客戶需對證書進行更新。具體方法是在“用戶登錄”窗口輸入用戶密碼並點擊
登錄按鈕，進入“網上個人銀行”後，選擇“系統管理”－－“證書更新”，一個小時後，
證書將自動更新，證書更新時， USBKEY 必須插在當前更新證書的電腦上。

證書查詢
客戶進入“網上個人銀行”後，選擇“系統管理”――“證書查詢”，查詢數字證書有效
期，數字證書擁有者，數字證書簽發者等相關信息。

修改密碼
客戶進入“網上個人銀行”後，選擇“系統管理”――“修改密碼”功能，更改登入“網上
個人銀行”的用戶密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