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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册与认证

1. 注册时需使用法人实名认证手机

号；

2. 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后，设置密

码；

3. 点击已阅读并同意相关协议，点击

立即注册。

1. 惠商超客户选择专属保理融资入

口；

2. 点击“领取额度”。

1. 上传/拍照法人身份证正反面，需清晰可

见；

2. 系统自动识别身份信息并自动填写（如

识别错误可手动修改）；

3. 点击下一步。

1. 填写法人所持的银行卡卡号；该

银行卡的预留手机号必须是注

册惠商超时的注册手机号。

2. 点击下一步。



二、企业绑定及合同签署

1. 点击营业执照原件正面，上传/拍照原件即可；

点击下一步

1. 系统自动填充企业信息；

2. 系统自动识别企业信息并自动填写（如识别错误

可手动修改）

3. 点击下一步

1. 有两份征信授权书需要签署；

2. 点击左边-阅读并签署，签署保理的征信授权书。



1. 点击同意，完成征信授权书-保理的签署。 1. 同样的步骤签署企业征信授权书-小贷；

2. 完善企业信息与企业邮箱，企业邮箱主要是用于

接收合同等文件，必须填写正确；

3. 点击下一步。

1. 点击阅读并签署，签署个人征信授权书；

2. 点击阅读并签署，签署个人信息授权书；

3. 完善个人邮箱，个人邮箱主要是用于接收合同等

文件，必须填写正确；

4. 点击下一步。



1. 法人进行视频认证

2. 根据提示选择相应的环境，取下遮挡物；

3. 点击开始认证。

1. 完成活体验证后，需等待几秒等待开户，此时不

需做任何操作。

1. 开户成功后跳转到申请授信的界面；

2. 点击提交授信。



1. 提交授信后，跳转至授信审批界面，此时会显示

出所对应的产品。

三、融资



1. 授信审核通过过后，进入主界面；

2. 待领用额度为可使用额度；

3. 点击维护收款账户。

1. 系统与超市的系统是打通了的，可点击“从超市已

有账户中选择一个”选择一个在超市方预留的银行

和账户；

选择已有账户

进行收款后，会

跳转至以下界

面，点击企业名

称，选择银行信

息

点击企业信息后，选择

银行账户；

选择银行账户

后，点击提交。



1. 如果不用超市的收款账户进行收款，那么点击“自

定义手工新增收款账

1. 输入银行账户相关信息 1. 提交收款账款后跳转至首页界面，显示未签署合同；

2. 点击签署合同。



1. 点击阅读并签署，分别“同意”国内池保理业务融资

业务合同以及应收帐款债权全部转让通知书。

1. 点击同意后弹出“输入验证码签署合同”弹窗；

2. 输入法定代表人收到的验证码，点击确认；

3. 点击下一步。

1. 点击下一步。



1. 点击阅读并签署，“同意”应收账款回购连带保证

书。

1. 点击同意后弹出“输入验证码签署合同”弹窗；

2. 输入法定代表人收到的验证码，点击确认。

1. 签署完个人应收账款回购连带保证书后，跳转至此

界面；

2. 点击完成。



1. 完成上一步操作后，自动跳转至主界面，可进行

融资操作；

2. 点击“立即提款”。

1. 输入需要融资的金额；

2. 点击下一步。

1. 点击“同意”签署融资申请书。



1. 点击同意后弹出“输入验证码签署合同”弹窗；

2. 输入法定代表人收到的验证码，点击确认，签署

融资申请书。

1. 点击“完成” 1. 签署完融资申请书后，完成融资申请，跳转至主界

面，显示目前可用额度以及当前审批中的融资。



四、融资申请书查看

五、还款/提前结清

1. 点击主界面一级菜单“申请书”；

2. 可查看当前“在途融资”、“审核中”、“已结束”的申请书；

3. 点击“融资详情”查看该笔融资申请书的详细；

4. 点击“还款计划”可查看该笔申请书的还款计划表。



提前还款（还款）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1. 金额打少了不能核销，需要将剩余

金额补齐，然后再次上传凭证；

2. 如果是分几笔或者不同账户还进

来，则在软件上分批上传凭证。

1. 多打的款会在日记账核销后退还

至打款账户。

1. 还款账户如果填错，则无法核销，

需要联系客户经理重新发起还款

填写并且上传相关信息、材料
1、点击“提前结清” 1. 将还款金额转至永辉金融相应的银行账户里；

2. 将转款的银行卡账号、还款金额填写完善，上传

凭证；

3. 点击提交。

少

还

多

还

填
错
账
号



注：

现在：①期供日前三天包括期供日，都不能提

前结清，若客户强烈要求提前结清，请通知后

台人员。

（提前结清按钮会消失掉）

②未满 30 天借据：不能提前结清，若强烈要

提前结清，请通知后台人员，同时利息是按照

30 天的利息来算的。

（“提前结清按钮”会变成“立即还款”按钮，客

户点击“立即还款”按钮，也只是发起分期还款

申请）
1、分期还款申请，是去 APP 点击“还款计划表”-“还

款”，然后填写金额账号，即可发起核销

1. 点击还款后，还款计划表如果有可以还款的

期供，则会自动展示还款按钮；

2. 用户可以点击还款按钮进行还款。



六、对账、密码修改及发票开具

1. 对账：点击主界面一级菜单“对账”查看对账记录 1. 根据需求，点击全部类型和 180 天以内。 1. 选择相应类型和时间后，点击右上角发出按钮。



1. 点击发出按钮后，出现导出弹框；

2. 点击确定。

1. 点击确定后，客户邮箱会收到相关邮件。 1. 对账单展示。



1. 密码修改：点击“登陆密码”进行密码修改 1. 输入新密码

2. 确认新密码

3. 短信验证码会发送到法人的注册手机号

4. 提交

1. 发票开具申请：点击发票开具



1. 选择日期，会出现在期间出现的所有申请书；

2. 打勾然后点击下一步，手续费金额不足 1000 元时无

法开具发票。



七、担保合同签署

在申请人完成注册与认证进入授信审核中以后，风控会根据申请人的实际情况

要求增加相应的担保人进行担保，当客户经理添加担保人，并且该担保人通过

资信审查后，需要进行如下操作签署担保：

1. 打开“惠商超”app

2. 点击“担保人未签署”



点击“担保人未签署”后，会跳转至此

界面，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告知担保

人进行担保合同签署：

1、 将该二维码发送至担保人，担

保人扫描或识别后进行签署；

2、 点击“短信提醒”。

注：点击“短信提醒”后，担保人会收到一条带

有一个网址的短信，点击短信里的网址进行

担保合同签署。



1. 打开链接或者扫描（识别）二维码后，出现登陆界

面，输入担保人手机号，验证码登陆；

2. 登陆后出现此界面，选择要需要进行担保的公司；

3. 点击“下一步”

1. 上传/拍照担保人身份证正反面，需清晰可见；

2. 系统自动识别身份信息并自动填写；

3. 点击下一步。

1. 录入担保人实名银行卡，该银行卡银行的预留手

机号必须是登陆的这个手机号；



1. 分别阅读并签署个人征信授权书、个人信息授权

书、应收账款回购连带责任保证书；

1. 担保人进行视频认证

2. 根据提示选择相应的环境，取下遮挡物，旁边不要

出现其他人

3. 点击开始认证。

1. 点击“开始录制”视频录制时间不超过 5秒，录制时

需要张嘴。



1. 根据提示选择相应的环境，取下遮挡物，旁边不要

出现其他人

2. 录制完成后，点击“使用视频”；

1. 视频上传完成并且审核通过后，会跳转至此界面；

2. 此时担保人的认证以及合同签署全部完成，退出即

可。

1. 开户成功后跳转到此界面；

2. 点击去签署合同。



1. 申请授信后跳转到选择担保企业界面；

2. 系统会自动匹配相应的担保企业；

1. 选择担保企业后并签署担保合同；

2. 点击下一步。

1. 签署完担保企业合同后，跳转至此界面；

2. 点击完成。



1. 如果客户有多家担保企业，跳转此界面；

2. 点击下一步，并重复以上步骤。



八、添加/删除/变更经办人

若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完成相应合同的签署，在后续的融资申请中需要财务人员

代为发起，法定代表人可以授权其作为经办人，方便随时随地发起提款，需要

进行如下操作：

1. 打开“惠商超”app

2. 点击主界面一级菜单“我的”

3. 点击“授权经办人”



1. 点击授权经办人后，跳转此界面；

2. 若要增加经办人，点击添加经办人。

注：目前只支持授权一个经办人。

1. 上传/拍照经办人身份证正反面，需清晰可见；

2. 系统自动识别身份信息并自动填写（如识别错误可手

动修改）；

3. 点击下一步。

1. 填写经办人手机号、经办人邮箱、短信验证码

2. 点击下一步。



1. 经办人进行视频认证；

2. 根据提示选择相应的环境，取下遮挡物；

3. 点击开始认证。

1. 完成个人身份验证后，跳转此界面；

2. 点击待授权。

1. 点击待授权后，跳转至此界面；

2. 点击阅读并签署；

3. 签署完后点击下一步。



1. 点击阅读并签署后，跳转此界面；

2. 点击同意；

1. 点击同意后弹出“输入验证码签署合同”弹窗；

2. 输入法定代表人收到的验证码，点击确认。

1. 签署完后，跳转此界面；



1. 如需删除/变更经办人，先点击添加经办人；

2. 添加经办人流程与以上流程相同。

1. 完成添加经办人流程后会跳转此界面；

2. 目前只能授权一位经办人，如需删除/变更老经办人，

点击取消授权。

1. 点击取消授权后，会出现取消授权弹窗；

2. 点击确定。



1. 取消授权后，并授权最新经办人（流程与以上流程

一样）。

2. 点击删除。

1. 点击取消删除后，会出现删除经办人弹窗；

2. 点击确定。

1. 删除经办人后，显示最新授权经办人；



1. 授权经办人提款在签署融资申请书并点击同意后，

可选择经办人。

1. 选择经办人后，弹出“输入验证码签署合同”弹窗；

2. 输入经办人收到的验证码，点击确认。



九、添加多家企业

用户添加多家企业时，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1. 打开“惠商超”app

2. 点击主界面一级菜单“我的”

3. 点击“更换”

注：添加多家企业时，所有企业必须均为同一法人。



1. 点击“更换”后，跳转此界面；

2. 点击“添加企业”。

1. 上传营业执照原件正面；

2. 点击“下一步”；

1. 确认信息后，点击“下一步”；



1. 分别点击“阅读并授权”签署企业相关合同；

2. 输入企业电话和企业邮箱。

3. 点击“下一步”。

1. 分别点击“阅读并授权”签署个人相关合同；

2. 输入个人邮箱；

3. 点击“下一步”。

1. 等待开户；



1. 开户成功；

2. 点击“返回首页”。



十、修改手机号

用户修改手机号时，需要进行如下操作：

1. 打开“惠商超”app

2. 点击主界面一级菜单“我的”

3. 点击“修改手机号”



1. 点击“修改手机号”后，跳转此界面；

2. 点击“下一步”。

注：此处显示用户名下所有企业（企业需添加），修改

手机号仅支持修改所有企业，不支持部分修改。

1. 输入新手机号及验证码；

2. 点击“下一步”；

1. 完成人脸识别；



1. 完成人脸识别后，自动调整此界面；

2. 点击“重新登录”。

1. 重新登录；



十一、临时提额

1. 部分满足提额的客户，会出现“提升额度”

的按钮，点击按钮开始提额。

1. 出现提额要求提示框，确认信息点击

“立即申请”按钮。

1. 状态变为审批中，若有原额度有可

用金额，原额度暂时失效。

1. 审批通过，出现临时额度。



1. 选择额度类型，发起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