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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说明 

为加强中国支付清算协会与各会员单位的联系，协会开通会员信

息管理系统。系统主要用于会员单位信息备案，协会进行会籍管理和

重要信息发布，方便协会与会员之间的工作交流。欢迎各单位进行注

册申请成为协会会员。 

 系统注册与登陆网址：http://huiyuan.pcac.org.cn 

2 注册 

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地址 http://huiyuan.pcac.org.cn 进入会

员管理系统， 

如下图（1）。 

 

（1） 

点击“注册”进入如图（2）所示。 

http://huiyuan.pca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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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其中“*”为必填项，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然后返回首页（图1）

在用户名处填写单位名称或者组织机构代码，输入已设置的密码进行

登录。 

3 登陆 

登陆系统后用户需要发起入会申请，在系统上走入会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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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会申请填写 

登陆系统后进入如图（3）所示界面 

 

                             （3） 

进入图（3）后，可点击图（3）上的“标注1”或“标注2”或“标

注3”进入申请入会流程，进入如图（4）所示的页面。点击下拉

框，选择“入会申请”。 

 

                                     （4） 

标注 1 

标注 3 标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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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入会申请”后弹出一如图（5）所示页面框。

 

                              （5） 

点击按钮“是”，弹出如图（6）所示页面， 

 

                              （6） 

在页面内对贵机构的基本信息进行填写，填写完毕后点击保存，之后

点击按钮“下一步”。进入到如图（7）页面。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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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备注要求添加会员代表信息，点击“添加”按钮，弹出如图（8） 

所示页面。 

 

（8） 

信息录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如图（9）所示页面 

 

                             （9） 

点击按钮“是”进入如图（10）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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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如果需要对会员代表信息进行修改，点击“修改”按钮 进行修改。

填写完成后，点击“下一步”或者点击标题栏中的“联系人信息”,

进入下一页面，如图（11）。 

 

（11） 

根据备注添加联系人，联系人最多为两个人，添加完成后如图（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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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之后“高级管理人员信息”，“主要部门信息”，“重大事项摘要”的添

加与之前添加的“会员代表信息”，“联系人信息”类似。添加完“重

大事项摘要”进入“预览信息”界面，如图（13）。 

 

 （13） 

预览所填写的信息是否正确，若信息有误，则回到对应的信息中

修改。若信息无误，点击下一步，到“附件信息栏”，如图（14），上

传附件。入会申请所需的附件都已经罗列出来，点击“上传”，上传

对应的文件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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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点击“选择文件”，选择后出现如图（15）所示弹出框， 

 

（15） 

之后点击“上传”。其他附件上传类似，所有附件上传完成后出现

如图（16）所示页面。 

 

（16） 

之后点击“下一步”或点击标题栏中的“留言提交”进入如图（17）

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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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文本框框内输入留言信息，点击“提交留言”按钮，留言完毕

后，确认所填写的信息都已经完成，则点击“提交审核”按钮，弹出

如图（18）对话框。                  

 

（18） 

点击“是”后，整个入会申请填写流程完毕，等待协会人员审核。

并且入会申请界面自动关闭，回到如图（20）所示页面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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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果在填写信息的时候不小心的将入会申请页面关闭了，回到如

图（20）页面，点击“入会详情填写”按钮，回到如图（3）所示页

面，继续填写入会申请信息。或者，点击“首页”按钮如图上“标注

4”，回到首页如图（21）页面，点击如图上的“标注 5”“处理”按

钮，继续回到如图（6）所示页面，继续填写入会申请信息。 

 

（20） 

 

（21） 

协会工作人员通过系统确认申请材料通过后，申请单位在会员管

理系统首页如图（22） 

 

标注 4 

标出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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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点击页面中的“打印会员基本信息”按钮，弹出图（23）。 

 

（23） 

根据弹出的页面所下载成《入会申请》word 文档，打印文档，

然后将打印出的入会申请表与法人营业执照或法人登记证复印件、经

营业务许可证或其他法定资格文件复印件、法定代表人简历纸质版申

请材料一起加盖公章，快递至协会秘书处，协会工作人员对申请材料

进行复查； 

 

 

3.1 入会申请被退回后处理 

当入会申请被退会后，登陆系统后页面首页就会出现如图（24）

“标注 7”与“标注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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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如图（24）上的“标注 6”如果信封图标是黄色的，这代表有未

读短信息，是对方给留的言，点击可以查看留言信息，根据留言信息

进行修改或操作。若是信封图标是白色的，则是代表没有未读短信息。 

之后点击“标注 8”上的按钮“处理”或点击“标注 7”进行重新“入

会流程处理” 

3.2 入会缴费处理 

当入会到入会缴费阶段时候，登录系统后，首页将会显示如图

（25）所示。 

 

标注 7 

 

标注 6 标注 8 

标注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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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可点击“标注 11”可查看入会缴费通知明细，如图（26）所示。

可下载附件。 

 

（26） 

通过明细可知需缴会费的金额，之后再点击“标注 10”或“标

注 12”或“标注 13”进入会费缴费页面，如图（27）所示。 

标注 10 

标注 12 

标注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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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点击“编辑信息”弹出如图（28）所示页面。根据要求填写所需

的信息，及上传附件。 

 

（28） 

之后，点击“保存”按钮，页面自动关闭。回到如图（29）所示

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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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后，点击“材料提交”按钮，进行提交。这样

入会缴缴费完成。若是，入会缴费被退回，需要进入本页面，重新点

击“编辑信息”，修改信息及附件。之后再点击“材料提交。” 

3.3 基本信息修改 

申请单位经审批成为正式会员后，登录会员管理系统，进入首页

如图（30）所示的页面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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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首页如图（30）所示的左栏中的“基本信息”或右栏中

“基本信息”进入如图（31）所示的界面。

 

（31） 

将图中需要修改的信息进行修改，之后点击“保存”按钮。 

保存后，查看如图下面的业务信息（会员代表信息，支付服务主要部

门信息，高级管理人员信息（非金融支付机构才有），联系人信息，

重大事项摘要，附件信息），是否存在变更需要修改。 

例：会员代表信息修改 

在图（31）所示页面中业务信息栏为“会员代表信息”。点击“修

改”按钮，弹出如图（32）所示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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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将信息录入后点击“保存”按钮，保存成功后，页面（32）自动

关闭。页面（31）自动刷新,如图（33）所示界面。 

 

                            （33） 

其他信息（联系人信息，高管信息，支付服务主要部门等）修改

或添加与“会员代表信息”类似。 

4 业务使用说明    

4.1  协会信息发布 

登录后进入首页后如图（34）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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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在首页“会员通知栏”可查看所有协会的发布的信息，如“会员

沟通”栏里的信息，点击可弹出信息的详细信息。如图（35）所示页

面。 

 

（35） 

其他栏目（重要通知，会员评价，会员联系）若是有信息的话，

亦可直接点击查看详细信息。 

4.2 会员信息变更 

点击“信息变更”进入栏目可对单位名称、法定代表人、会员

代表、机构类型进行变更申请，联系人信息变更可在基本信息栏目直



                            会员管理系统使用手册 

20 

接变更，组织机构代码直接在首页点击相关修改链接进行修改。详细

操作如下： 

4.2.1 会员单位名称变更 

登录系统后，进入如图（36）所示页面。 

 

（36） 

点击“标注 1”或“标注 2”进入变更任务列表，如图（37）。 

标注 1 

标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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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点击请“选择”下拉框至“变更申请-会员单位名称”并点击，如

图（38） 

 

（38） 

弹出对话框如图（39），点击“是”。 

                 

                           （39） 

对话框关闭，页面刷新出现一条任务记录如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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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点击图（40）中的“变更详情填写”按钮，弹出页面如图（41）。

 

（41） 

填写变更后的单位名称，上传附件，填写留言，提交审核。如图

（4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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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提交审核后，本页面关闭，原页面刷新，如图（43） 

 

（43） 

同时请将会员名称变更申请纸质版寄至协会，以便协会复核。 

 

4.2.2 法人代表变更 

法人代表变更申请与会员单位名称变更申请类似，进入图（38），

点击“选择”下拉框，至“变更申请-法人代表”并点击，弹出如图

（44）对话框；点击“是”。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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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对话框关闭，页面刷新并出现一条变更任务记录，如图（45）。 

 

（45） 

点击图（45）中的“变更详情填写”按钮，弹出图（46），按要求

填写信息，留言及提交审批。 

 

（46） 

提交审核后，页面自动关闭并刷新，原变更记录变为待审核状态，

并不可修改。 

 

4.2.3 会员代表变更 

会员代表变更申请与“会员单位变更申请”“法人代表变更申请”

步骤类似。 

注：会员代表变更的请将变更后的代表简历盖章后寄至协会，以

便协会复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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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机构类型变更 

进入到图（38）。点击“选择”下拉框，至“变更申请-机构类型”

并点击，弹出如图（47）对话框；点击“是”。 

 

（47） 

对话框关闭，原页面刷新，增加一条“变更申请-机构类型”记录。

如图（48）； 

 

（48） 

点击图（48）上的“变更详情填写”按钮，弹出图（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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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点击页面上的“选择”按钮，弹出图（50）。 

 

（50） 

选择变更后的业务类型，点击其前面方框，并选择对应区域。如

图（5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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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选择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图（51）页面自动关闭，原

图（49）刷新，上传附件与留言，变成图（52）。 

 

 （52） 

点击“材料提交审核”按钮，本页面关闭，图（48）页面刷新，

原图（48）所显示的记录变成图（53）。 

同时请将变更后的业务许可证副本复印件盖公章寄至协会，以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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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复核。 

 

（53） 

 

4.2.5 变更申请被退回处理 

变更申请如被退回，系统“首页”将展现，如图（54）。 

（54） 

图中“标注 A”与“标注 B”代表“变更申请被退回”。点击“标

注 C”可查看对方的留言记录及退回原因。点击“标注 D”直接修改

或点击“标注 A”或“信息变更栏”，根据退回的原因修改。重新提

交审核。 

 

4.3 组织机构代码修改 

登录系统后，如图（55）所示页面。 

标注 A 

标注 C 

标注 B 标注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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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点击图中“修改组织机构代码”按钮，弹出图（56）。 

 

（56） 

修改组织机构代码，保存即可。保存后，即可用新的组织机构代

码登录系统。 

 

4.4 年营业收入填写（非金融支付机构类会员单位填写） 

登录后进入首页如图（57）所示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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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点击图中左树栏中的“年营业收入填写”弹出如图（所示页面 57）

 

                                 （58） 

点击“添加按钮”弹出页面如图（59）所示，录入信息。之后点

击“保存”按钮，页面关闭，原图（58）刷新，出现刚所填写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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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注：营业收入从申请入会上一年度起统计。 

 

4.5 会费缴纳 

会费缴纳阶段，登录系统后，首页将会显示如图（60）所示。 

                                   (60) 

点击“标注 E”可查看入会缴费通知明细，如图（61）所示。可

下载附件。 

标注 E 

标注 F 

标注 K 

标注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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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通过明细可知需缴会费的金额，点击“标注 F”、“标注 G”或“标

注 K”，进入会费缴纳页面，如图（62）。 

 

（62） 

点击“编辑信息”弹出图（63）。根据要求填写所需信息，及上传

附件—汇款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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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点击“保存”按钮，页面自动关闭。回到如图（64）所示界面。 

 

（64） 

确认所填信息无误后，点击“材料提交”按钮，进行提交，完成

会费缴纳。如果提交信息被退回，需要重新进入本页面，点击“编辑

信息”，修改信息及附件。再点击“材料提交。 

 

4.6 密码修改 

登录系统后，查看右上侧。点击图（65）所示“修改密码”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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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弹出图（65）。 

 

（66） 

输入原密码，新密码及新密码确认，点击保存。 

注：如果您的密码忘记或丢失，请联系协会有关人员，将您的密码初

始化，初始化后的密码是“123456”，这样，您就可登录系统，重新

修改密码。 

4.7 会员基本信息打印 

如果需要打印会员基本信息，进入“首页”，可产看到如图（67）

所示的页面。 

 

                              (67) 

点击页面中的“打印会员基本信息”按钮，弹出图（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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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根据弹出的页面所下载成《入会申请》word文档，打印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