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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信息办理业务
临柜办理
网页办理
移动端办理

填写企业名称
填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写法人姓名
填写注册资本
……

临    柜：纸质营业执照
网页端:上传影印件
移动端:上传影印件
OCR扫描
手工修订
……

纸质执照
经办人授权书
法人身份证
经办人身份证

授权书真伪？
公章真伪？

授权书
数据核验
人工审核
……

数据来源合法性？
数据真实性？
数据有效性？
数据及时性？

数据核验

传统营业执照认证业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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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营业执照业务认证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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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柜办理
网页办理
移动端办理

扫码：企业扫描机构二维码验证
示码：机构扫描企业执照二维码验证
跳转：机构APP跳转验证

法人身份证
经办人身份证

后续业务流程

n 纸质营业执照“免携带”

n 纸质申请书“免填写”

n 营业执照信息“免录入”

n 核验数据“免调用”

n 企业操作简便

n 实时核验企业身份

n 实时获取企业工商登记信息

n 实时获取电子营业执照影印件

n 优化业务流程，提升客户体验

n 实时验证经办人身份
n 经办人为合法持照人

免用纸质 便捷高效精准核验

电子营业执照认证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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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场景 多头共债风
险难以发现 业务调用量

n 账户网上开户

n 账户柜面开户

n 账户变更

n 企业信贷

n 本外币合一结算

n 供应商审核

n 上线8个月

n 数百万次成功调用

n 获取百万份电子执照

n 毫秒级平均响应时间

n 成功率99.9%

n 企业网银PC端

n 对公开户柜面

n 企业掌银APP

n 企业掌银小程序

n 企业掌银公众号

n 平均办理业务操作环节减少4个

n 累积节约办理时间数十万小时

n 降低数据核验成本数百万元

n 累积节约打印/复印纸张数百万

n 全程无纸化助力“碳中和”

n 全程电子化助力数字化转型

n 科技创新一等奖

应用方式
多头共债风
险难以发现应用效果

电子营业执照认证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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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扫码   机构出示二维码，企业客户用小程序扫码

2.示码   企业客户出示电子营业执照，机构扫码

3.跳转   机构APP/小程序跳转至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企业客户验密确权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方式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介绍-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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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 球 银 行 网 上 开 户 系 统

企业证照持照人身份信息
办事人姓名 陈攀峰
企业名称 刘楠浙江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ZZJ331573294417227
有效期至 2020-12-22
委托事项 电子商务-银行-网上开户

持照人类型 办事人

电子营业执照照面工商信息

  企业姓名 刘楠浙江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ZZJ33157329441722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 小区路1号园区1号楼…

法人 刘楠
注册资本 1万25
  成立日期 2019-09-09

  经营期限至 2049-09-09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

① 获取二维码

③ 企业确认授权

对公开户系统
展示二维码

扫码

确认授权
④ 总局实时核验

银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客户

② 企业扫描机构二维码

星球对公开户系统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介绍-扫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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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行在全国推广电子营业执照账户业务，持有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法定代表

人或授权经办人通过简单的‘扫一扫’功能完成电子营业执照扫码授权，建行即

可实现对电子营业执照图片、登记注册信息、授权事项等内容获取识别，实现分

类展示、自动应用、衔接流转、绑定存档、打印输出等多项应用，助力市场主体

轻松办理银行账户业务。

建设银行超过80%的一级分行支持电子营业执照直接开办对公账户



企业证照持照人身份信息
办事人姓名 陈攀峰

企业名称 刘楠浙江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ZZJ331573294417227
有效期至 2020-12-22
委托事项 电子商务-银行-网上开户

持照人类型 办事人

电子营业执照照面工商信息

  企业姓名 刘楠浙江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ZZJ33157329441722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 小区路1号园区1号楼…

法人 刘楠
注册资本 1万25
  成立日期 2019-09-09

  经营期限至 2049-09-09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

出示执照

展示执照

① 企业出示执照

银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企业客户

② 机构扫描企业二维码

③ 总局实时核验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介绍-示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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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招行柜台，打开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使用手机一嘀即可轻松实现企业身份认证、授权经办人核验、开户信
息采集、营业执照影像获取。划重点——无需再提供纸质营业执照和授权书，更省去了复印纸质营业执照和盖
章的步骤，为企业提供“信息少填报、数据少录入、材料少提交”的开户体验！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介绍-示码实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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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证照持照人身份信息
办事人姓名 陈攀峰
企业名称 刘楠浙江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代码 ZZJ331573294417227
有效期至 2020-12-22
委托事项 电子商务-银行-网上开户

持照人类型 办事人

电子营业执照照面工商信息

  企业姓名 刘楠浙江测试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ZZJ331573294417227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场所 小区路1号园区1号楼…

法人 刘楠
注册资本 1万25
  成立日期 2019-09-09

  经营期限至 2049-09-09
  经营范围 信息技术及产品的开发…
登记机关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 …

执照选择

输入密码

对公APP

                        银行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企业客户

② 选择电子营业执照验密

① APP跳转

      ③ 总局实时核验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介绍-跳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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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商银行深入贯彻“最多跑一次”改革要求，不断创新科技应用、改变企银连接方式，打造全流程在线
服务模式，将电子营业执照应用于手机银行APP在线开户业务，让企业客户办理业务更省时省力，让行内企
业身份核验更高效，实现“一体化”“一站式”服务，提升民企获得金融服务的便捷性，基本实现“新客户
最多跑一次、老客户一次不用跑”。

电子营业执照功能介绍-跳转实例

羽山数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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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去银行办理对公开户,（手工填资料流程繁琐体
验差）

依托电子营业执照的应用，实现身份核验、执照识
别、执照留档和打印、信息获取、反填、授权信息
共享等功能

电子营业执照应用对公业务场景中，提高办事效率、
办理业务便捷、提升风险管控能力、降低账户风险

1

3

银行业务

电子营业执照落地场景-银行对公业务

羽山数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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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2 政银无缝衔接
企业授权后共享注册信息

银行账户业务办理
数据接力，快人一步

与纸质证照同等
法律效力

精准识别客户身份

无需携带纸质证明
手机下载

0304

持有电子营业执照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授权经办人通过‘扫一扫’功能完成电子营业执照扫码授权，银行即可

实现对电子营业执照图片、登记注册信息、授权事项等内容获取识别，助力市场主体轻松办理银行账户业务。

电子营业执照落地场景-银行对公业务



羽山数据.中国

电子营业执照落地场景功能介绍

核验企业身份：电子营业执照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为统一信任源点，能够证明企业身份的合法合规性。银
行可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确认企业身份，有效防范冒名开户、虚假开户，提高账户风控能力，提高开户审核
效率。

自动生成授权书：企业办事人员前往银行办理业务，银行的业务系统通过电子营业执照获取办事人的授权
信息，并自动生成授权书。

优化企业开户：企业通过电子营业执照在银行申请开户，无需手动输入多项信息，简单扫码授权即可“信
息少填报、材料少提交”，节省书面材料，节约等候时间，提升客户体验感。

完成执照留档：在资料留档时，银行可以通过企业扫码授权获取电子营业执照影印件，不用扫描即可动完
成执照留档。

支持线上开户：支持企业通过电子营业执照线上轻松预约开户，客户线上预填单，银行成智能审核，客户
不用多次跑线下，节省企业时间，一站式助力银行服务企业在线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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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个人独资企业的投资人或负责人是电子营业执照的首次

申领人，也是默认的持照人。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完成。

法定代表人可授权证照管理员负责管理营业执照日常使用。

法定代表人和证照管理员可以授权办事人使用电子营业执照。

执照授权
法定代表人

管理员 管理员

办事员 办事员

方案应用-电子营业执照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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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1 5

电子营业执照作为企业的“电子身份证”，下载流程简单，应用方便。企业客户通过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办理业务时扫描二维码即可办理多项业务

证券

开户
变更
交易
登记
销户

银行
网上开户
窗口开户
变更
撤销
贷款
其他

交通运输
资质核查
      -
      -

第三方支付
资质核查
      -
      -

清算机构

资质核查
      -
      -

方案应用场景-电子营业执照应用

羽山数据.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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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小程序 身份信息 实名认证

STEP1:用户进入微信/支
付宝小程序点击下载执照

STEP2:用户实名认证、
准确填写姓名、身份证号、

手机号

STEP3:用户授权

方案应用-电子营业执照申领步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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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 完成下载选择执照

STEP4:用户进行人脸识
别活体检测环节认证身份

STEP5:选择执照并下载 STEP6:下载成功

方案应用-电子营业执照申领步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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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子营业执照，是指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按照统一标准规范核发的载有市场主体登记信
息的法律电子证件。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市场主体取得主体资格的合法凭证。

                                                                                         — 市场监管总局《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办法》

n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48号）
n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五十九条
n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
n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第三十三条
n 《个体工商户条例》第九条
n 《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七

n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市监注〔2018〕249号
n 《电子营业执照管理办法（试行）》第二条

国家推行电子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是取得主体资格的合法凭证

电子营业执照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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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n 多场景应用，扫码即办理业务
n 减免填写单据，避免造假疏漏
n 优化业务流程，提升服务体验

n 信息高效获取，便捷准确
n 降低人工核验审查成本，避免错误
n 减少业务成本，响应政策号召

对外提升客户服务体验

对内有效助力降本增效

n 手工填写、操作繁琐
n 存在操作风险、客户体验风险

n 携带不便、影印件真伪？
n 公章真伪？OCR识别率？
n 客户体验风险

操作繁琐有风险

电子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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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山数据恪守“合规、权威、安全”发展理念，

践行“数据科技赋能产业升级”行业使命，

为企业提供身份验证、数据风控、企业信息等增

值数据服务。产品在金融、保险、人事、安防、

互联网等行业领域被广泛应用，是中国领先的企
业数字化服务机构。 合规保障：

获得公安体系合规授权，股东获得央行企业征信备案

愿景使命：
数据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推动培育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

企业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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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一所中盾安信可信身
份认证平台壹级合作机构

中关村安信网络身份认证
产业联盟会员证书

互联网金融身份认证
联盟成员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业务备案凭证

ISO 9001: 2015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企业涉外调查许可证
（股东）

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
案证明（股东）

ISO 27001: 2013
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2020中国AI金雁奖 上海市信息网络安全管理
协会会员单位

企业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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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著作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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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计算助力数据安全
羽山数据试图将多方安全计算技术嵌入数据透传，在“明文数据不出库”的前提下达成
数据核验，通过技术手段进一步提升核验过程中的数据安全性。目前测试阶段已接近尾
声，即将投入正式应用。

对标GDPR，保障个人隐私
羽山数据坚守“合规“、“安全”的发展要义，以素来因严格而闻名的《通用数据保护
条例》为标准要求自身，也以此为客户评估的重要依据，确保数据使用场景合法合规，
尽全力最小化隐私泄露的风险。

探索数据信托，发掘数据合规管理新可能
随着《数据安全法》草案的发布，中国数据市场正在走向统一化、规范化，在这其中，
羽山数据也希望响应国家号召，作为数据受托方，探索数据信托的服务模式，发掘数据
合规管理的新可能。

前沿安全措施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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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伙伴

金融保险

科技电子

业务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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