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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使用大华银行BIBPlus

大华银行企业网上银行 (BIBPlus) 是一个崭新的网上银行平台, 能够满足客户不断增长的业务需求. 以顶
尖的技术打造, 该平台为客户提供直观的端对端解决方案, 能更好地掌控与管理现金和贸易付款交易, 进
而更有效地管理其现金和贸易需求.

BIBPlus 使用前须知

1.	系统要求
 首先请检查您的电脑系统, 以确保符合 BIBPlus 的运行要求. 关于系统要求的任何疑问, 请参阅本银行
   网站的常见问答网页 (www.uob.com.my/BIBPlus).

2. 三种关键的	BIBPlus 用户身份
 BIBPlus有三种关键的用户身份. 各用户身份于BIBPlus中所扮演的功能, 请参考以下描述 :

 a. 公司管理员	(CA):
  - 创建公司用户 (CU) 并为其分配安全密码器和初始密码
  - 激活或禁用公司用户代码
  - 在公司用户忘记密码时为其重置密码
  -  为公司用户分配产品和账户准入权限
 
 b. 公司签署人	(CS):
  - 账户信息查询
  - 创建交易
  - 审批交易
 
 c. 公司用户 (CU):
  - 账户信息查询
  - 创建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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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Plus

请确保你已签署和交还确
认函给银行. 或者, 收到您
的 BIBPlus 安全密码器后, 
您可通过登录页面激活您
的 BIBPlus 网上银行服务. 
有关步骤，请参阅环节 1.2.

代码信件
(确认函)

安全密码器
(用于登录 BIBPlus 和允许
签署人批准交易)

安全密码器

收到用户代码信件后的 1 至
2 天内, 您将收到密码信件. 

银行将以不同的信件寄
出安全密码器给您, 而
非与用户代码信件一起
寄出. 

! 在您首次登录 BIBPlus 前, 您的用户代码需先被激活.

2 3

登录 BIBPlus 前, 请先确认你已收到以下所列出的 3 样物品 :

1.1  首次登录
请访问网页: https://my.bibplus.uobgroup.com/BIB/public , 以登录 BIBPlus.

输入您的登录凭证1

点击2

1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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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以获取一次性密码

阅读“服务协议”和点击            .3

输入从您的 BIBPlus 安全密码器获取的一次性密码 (OTP).4

输入一次性密码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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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一次性密码后, 您将被带到更改密码页面, 以更改成新密码 (现有密码是指密码信件上银行分配
给您的初始密码). 密码必须由 8 至 20 个不含空格或特殊字符的字母加数字组成 (字母区分大小写).

5

! 首次登录时, 您也可更改用户代码 (这将是您日后登录 BIBPlus 所采用的用户代码. 在首次登录
之后, 这个用户代码将不可再更改). 特殊字符的字母加数字组成 (字母区分大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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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激活用户/解锁用户/	密码重置

从登录荧幕    点击 Activate User/Unlock User/Password Reset 链接. 1

为了方便银行顾客, 银行在 BIBPlus 登录页面已加入下述功能: 

     • 用户代码激活 - 激活 BIBPlus 存取
     • 密码重置 - 如果忘记密码, 可以重置密码
     • 解锁用户 - 当顾客无法登录, 但却记得密码时, 为用户进行解锁. 

!  欲执行网上激活/解锁用户/密码重置，用户必须拥有以下物品：  
    • BIBPlus 分组代号 
    • 用户代号
  • BIBPlus 安全密码器  
    • 注册 BIBPlus 服务时所采用的电邮地址或马来西亚注册手提电话号码。有意更新电邮地址/手
     电话号码的现有 BIBPlus 顾客，必须提交 BIBPlus Services and User Maintenance Form (BIBPlus
       服务  和用户维护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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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毕条款与规则后, 勾选 "I agree" 空格, 然后点击            . 

输入集团代码和用户代码.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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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寄送代码至电子邮件或手提电话.

遵循一次性密码确认荧幕上的指示.

4

5

如果手提电话号码
不是一个有效的号
码，寄送代码至手
提电话号码的选项
将不会显现.

第2要点所指的代码是指通过短讯/电邮所收到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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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码短讯样本.

代码电邮样本.

如果输入不正确的一次性密码超过 5 次, 您将被带到须重复第 1 至第 4 步骤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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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激活用户代码时, 以下荧幕将会显示.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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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重置密码时, 以下荧幕将会显示. 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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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解锁用户时, 以下荧幕将会显示.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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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激活/解锁/重置密码的电邮确认通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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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以筛选所要查看的账户. 集团设置方面, 您可点击      以选择特定的公司代
号、账户编号和等值币种, 然后点击            . 单一实体设置方面, 公司代号将会被预先置入. 

2.1  账户摘要

您可选择                 以 PDF, CSV 或计算表格式下载账户摘要. 

从顶部菜单栏: 选择 Account Services     Account Summary.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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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账户结单

您可选择                 以 PDF, CSV, 计算表或固定长度的格式下载账户详情.

点击      以选择账户号码, 选择所要查看的时间范围, 然后点击           .2

从顶部菜单栏：选择 Account Services     Account Statemen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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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BPlus 让您可以从您的账户转移资金至马来西亚境内的任何受益人账户.

例如,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选择 RENTAS, 以创造 RENTAS 付款.2

从顶部菜单栏中,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Local Payment.1

3.1	创建本地付款

通过点击 “Create From Template” 或 “Copy from Past Payment”, 您也可创建交易.

定期付款勾选栏位
不勾选 - 创造 一 次性付款
勾选 - 创造 一 段时间的定期付款

3 点击      以选择公司代号和付款户口, 然后点击            .

16 of 74

付款服务



Quick Guide

手动输入受益人的详情, 或点
击      检索已储存的受益人数
据.

所有 BIBPlus 交易都拥有其独有的
BIB 参考编号.

往下滚动, 填写全部标有*的所需详情, 然后点击            .4

储存为草稿以便下次编辑.

储存交易为模板以便将来重复使用.	您将需要为模板输入名称.

在未储存下取消交易.

存取网上用户帮助指南.

单一控制设置方面, 在这个步骤之后, 请参阅第 45 页的第5和第6步骤关于审批的步骤.
双面控制设置方面, 请参阅第 43 页. 

点击     , 以便从下拉式列表中选
择银行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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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批量服务交易

从顶部菜单栏中,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Bulk Services.1

例如,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选择 New (新), 创造一个批量交易.2

通过点击 “Create From Template” 或 “Copy from Past Payment”, 您也可创建交易.

3 点击      以选择公司代号和付款户口, 然后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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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4b

4c

4 批量交易, 例如支付工资给员工, 请遵循以下的步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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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以添加交易至此模板.5

所有 BIBPlus 交易都拥有其独有的
BIB 参考编号. 

点击            让授权人进行审批.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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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服务

储存为草稿以便下次编辑.

储存交易为模板以便将来重复使用.	您将需要为模板输入名称.

在未储存下取消交易.

存取网上用户帮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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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上载批量交易

通过批量文件上载, 您可上载付款给多方.
供选的批量付款类型 :

• 批量 IBG / IAFT (付款给 UOB 和其它银行账户)
• 批量电汇/ RENTAS (付款给 UOB 和其它银行账户)
• 批量银行本票/支票

3.3.1 上载一份新上载批量文件

从顶部菜单栏中,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Bulk Services.1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 Create Bulk Transaction     File Upload.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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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以选择公司代号和付款户口. 选择相关文件类型, 数值日期              , 然后点击以选择要上
载的文件.

3

4 选择要上载的批量文件.

! 请确保未采用特殊字符来为文件命名, 含有特殊字符 (譬如, !, @, #, $, %, &, *, 等等) 的文件将被
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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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选择             ,然在确认窗口点击             以上载所选择的批量文件.

6 上载的文件已被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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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查看上载文件的状态, 请从左侧导览菜单选择 
Create Bulk Transaction    File Upload Results.

欲查看成功上载文件的详情.
欲查看失败上载文件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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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采用模板创建交易

从顶部菜单栏中,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Local Payment.1

如果之前已创建了现成的模板,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选择
Create From Template. 选择之前已创建的模板, 进行付款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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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以选择 Company ID 和扣账账户, 然后点击 OK.

3.4.1		跨银行付款交易	(Interbank Giro)

从顶部菜单栏中,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Local Payment.1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 Interbank Giro.2

3

定期付款勾选栏位
不勾选 - 创造一次性付款
勾选 - 创造一段时间的重复性付款

创建新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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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受益人的详情. 点击     以选择银行代号.4

填写 Transaction Details 和 Balance of Payment Details 详情.5

Request ID Validation Details 方面, 选择 YES 或 NO.6

•  如果选择 YES, 从下拉式列表选项中选择 ID type，然后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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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7

该项交易已成功转账.8

您可点击此处以查看和打印有关交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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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交易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选择 RENTAS, 以创造 RENTAS 付款.2

从顶部菜单栏中,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Local Payment.1

3.4.2 RENTAS

通过点击 “Create From Template” 或 “Copy from Past Payment”, 您也可创建交易. 

定期付款勾选栏位
不勾选 - 创造一次性付款
勾选 - 创造一段时间的重复性付款

3 点击     以选择公司代号和付款户口, 然后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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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 BIBPlus 交易都拥有其独有的
BIB 参考编号.

往下滚动, 填写全部标有*的所需详情. 点击            .4

手动输入受益人的详情, 或点
击      检索已储存的受益人数
据.

单一控制设置方面, 在这个步骤之后, 请参阅第45页的第5和第6步骤关于审批的步骤.
双面控制设置方面, 请参阅第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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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存为草稿以便下次编辑.

储存交易为模板以便将来重复使用.	您将需要为模板输入名称.

在未储存下取消交易.

存取网上用户帮助指南.

点击     , 以便从下拉式列表中选
择银行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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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 Transaction Details 和 Balance of Payment Details 详情.5

Request ID Validation Details 方面, 选择 YES 或 NO.6

•  如果选择 YES, 从下拉式列表选项中选择 ID typ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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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该项交易已成功转账.8

您可点击此处以查看和打印有关交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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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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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的交易

从顶部菜单栏,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Remittance.1

3.4.3 Telegraphic Transfer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 Telegraphic Transfer.2

点击     以选择公司代号和付款户口, 然后点击 OK.3

定期付款勾选栏位
不勾选 - 创造一次性付款
勾选 - 创造一段时间的重复性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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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受益人的详情. 点击      以从下拉式列表中选择 SWIFT BIB Code (银行代码).4

如果您受益人的银行需要中介银行资料, 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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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 “Add Instruction to Bank” 栏位, 并输入需要银行关注的指示, 然后点击            .

填写 Transaction Details 和 Balance of Payment Details.5

6

若涉及不同币种的付款, 有两个选择, 可选择采用 Prevailing Board Rates
(当前汇率) 或 Utilise FX Contract (采用外汇合约). 重复付款方面, 则仅可采用 
Prevailing Board Rates.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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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交易已成功转账.8

您可点击此处以查看和打印有关交易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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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创建	Pre-Approved Beneficary (PAB) (预先审批的受益人)

从顶部菜单栏, 选择 Administration    Data Management.1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 Payer/Beneficiary Master.2

选择 Add 以添加新的 New Payer / Beneficiary.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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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 Pre-Approved Beneficiary (预先审核的受益人) 栏位, 输入阈值数额 (如有需要), 
然后点击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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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检索	Fate File (命运文件)	

Fate file (命运文件) 是显示您所上载的批量文件状态的文件.

从顶部菜单栏, 选择 Payment Services    Bulk Services.1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 Processed Bulk.2

点击                以查看所有经处理的批量交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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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以查看经处理批量文件的详情. 交易详情方面, 请点击    . 4

点击文件名称, 以检索该命运文件.5

退回命运文件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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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创建进口信用证

您也可以通过复制现有的信用证来创建新的信用证. 例如, 通过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 Copy
From Past LC/LC-i, 以创建进口信用证.

2

您也可以点击 “NEW” 或 “Create From Template” 来新建交易.

从顶部菜单栏, 选择 Trade Services    Import Letter of Credit/Import Letter of Credit-i.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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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下滚动, 填写全部标有*的所需详情. 将从选定的进口信用证自动导入预先填好的内容. 您可在相
关栏位更改有关详情. 然后, 点击            . 

选择所要复制的进口信用证.3

用户可以使用快捷
键浏览表格的特定
部分.

4

单一控制设置方面, 关于此步骤后审批步骤, 请参阅第45页的第5和第6步骤.
双重控制设置方面, 请参阅第43页.

储存为草稿以便下次编辑.

储存交易为模板以便将来重复使用. 您必需为模
板输入名称.

在未储存下取消交易.

访问网上用户帮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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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审批

授权人可审批以下任何菜单中的交易:
  • To Do List (待办事项列表)
  • Pending Approval (待审批) 

5.1 从待办事项列表中审批交易

从菜单栏顶部：选择 Account Services    Transactions and Reports.1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 To Do List.2

您也可从 Pending Transaction (待处理交易) 处存取和审批一项交易. 待处理交易显示交易状况, 
譬如未完成交易, 已提交交易和待审批交易.

! To Do List 并不是适用于单一控制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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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交易详情, 并点击             以批准有关交易.

通过点击     选择要审批的交易, 然后点击           . 3

4

通过勾选 √ 您想审批的交易, 您可复选多项交易进行审批. 

拒绝该项交易.

预览可让您下载或打
印交易详情.

在未储存下取消交易.

存取网上用户帮助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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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5

成功提交交易.

您可点击此链接, 以查看和打印有关交易详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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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选择特定产品荧幕, 以审批交易.

5.2 从待审批菜单中进行交易审批

从菜单栏顶部: 选择 Product (产品) 页面 (譬如: Payment Services (付款服务) 或 Trade Services 
(贸易服务)).

例如, 如要针对 Payment Services (付款服务) 进行审批, 从左侧导览菜单中, 选择待审批 (Pending 
Approval).

选择要审批的交易.

1

2

3

过勾选 √ 您想审批的交易, 您可复选多项交易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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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审查交易详情, 并点击            以批准有关交易.4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5

成功提交交易.

您可点击此链接, 以查看和打印有关交易详情.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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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该项交易.

预览可让您下载或打
印交易详情.

在未储存下取消交易.

存取网上用户帮助指南.



Quick Guide

从顶部菜单 ,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一名公司管理员 (CA) 可以执行操作, 如下:
 • 创建公司用户 (CU)
 • 为公司用户授予安全密码器
 • 为公司用户授权产品和账户访问权限
 • 重置公司用户的密码
 • 激活或者禁止公司用户
 • 查看机构授权矩阵
 • 查看审计日志

欲创建一名新用户, 公司管理员必需 :
  1) 创建新用户的简介
  2) 为新用户授权账户和产品
  3) 授予密码
  4) 激活用户状态
  5) 激活用户

6.1 创建新用户的简介

创建一名新公司用户 (CU)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rofiles.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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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填写全部标有*的所需详情. 点击     根据用户所注册的代号, 选择国家代码, 选择代号类型 (身份证
号码, 国际护照号码, 外籍身份号码), 并输入代号号码.

点击                           .

通过点击       , 您可编辑现有用户的详情.

3

4

! 新用户的默认状态是不活跃的. 只有当被授予密码后, 有关状态才会被更改成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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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输入新用户的联络详情. BIBPlus 的提醒短讯 / 电邮将发送至这些联络详情.

为用户简介分配机构身份.

5

6

用户 - 管理员 能够进行数据维护
(例如: 受益人主银
行/阶段/对手方等)

能够访问登录平台
的着陆页

选择分配予新用户的机构等
级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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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1 选择默认机构. 向默认机构收取安全密码器费用, 如适用.
2 点击此处打开 ADD/REMOVE 身份栏. 
3 签署人授权分组和每日审批额度, 并不适用于公司用户身份.
4 选择分配予新用户的机构身份等级, 并点击              .关于用户的身份与权限, 见下一页的列表; 而关于    
   用户权限的完整摘要, 请参阅附录 3.
5 通过勾选  √  有关机构的相应, 的栏位, 您也可授权该用户访问其它机构.

为用户分配机构权限和机构身份等级身份.7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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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打开用户安全密码器详情荧幕, 以分配安全密码器.

1

2

3

4

5

6

7

8

9

用户 (仅能查询)

用户 (查询+创建交易)

新建/批准预先批准受益人

序号 身份 身份描述 分配	BIBPlus 身份

备注: 关于可供选择的各机构身份的更多详细说明, 请参阅附录3.
注：代发薪用户和代发薪签署人如被给予"02批量交易/批量收集查看"的身份, 此用户将也能新建/批准批量交
易/批量收集的交易.

分配安全密码器予新用户.8

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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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发薪签署人
(注：签署人分组及权限限制只能
由银行设定)

代发薪用户

复核人

发送人

eFX

浏览账户摘要和账单

浏览交易

浏览账户及交易

创建交易, 以备批准

创建/维护和批准 "常用受益人" 
中的预先批准受益人

代理签署人

准备代发薪交易, 以备批准

批准代发薪交易

查看交易详情以及总金额, 但无
法查看到个人的工资金额; 无法
查看记录的最高金额

查看总金额, 最高金额, 无法查看
交易详情

在交易提交签署人批准前验证用
户输入的交易数据

发送全部批准的交易给银行处理

代表签署人远程授权批准交易

访问 eFX 模块

所有 "00"

所有 “02” (现金, 贸易, 批量交易)

所有 “00”+“02” (现金, 贸易, 批量交易)

所有 “01” (除了代发薪)

“50 PAB 新建” + “50 PAB 批准”
(添加其他指定的身份)

所有的 "01 代发薪 EMPL/EXEC –上传/新
建" + “33 查看代发薪总金额" + “33 查看代
发薪详情”
所有的“01 代发薪 EMPL/EXEC –批准”

“33 查看代发薪详情列表”

“33查看代发薪总金额”

“50 复核” + 所有 “01” (除了代发薪)

“50 复核” + 所有 “01” (除了代发薪)

“50 代理签署人” + 所有的 “01”
(除了代发薪)

“50 eFX”



Quick Guide

点击       打开可分配予新用户的安全密码器列表.8b

选择一个安全密码器, 并分配予新用户.8c

! 您或有需要向银行购买额外的安全密码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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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 以提交新创建的用户简介等待审批.

审批新用户的简介

从顶部菜单栏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rofiles.

8d

9

9a

9b

! 对于单一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此步骤将审批有关申请.

! 此审批步骤仅适用于拥有双重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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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打开用户简介页面, 进行审批.

检查和确认所有用户简介详情都正确, 并点击                 审批.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9c

10

9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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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从顶部菜单 ,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选择用户并点击编辑    . 

6.2 为新用户授权账户和产品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User Accounts Access.2

3

4 为该用户添加可访问的账户和产品.

1 选择新用户可访问的账户. 
2 如果要限制新用户使用预先批准受益人 (PAB), 则选择预先批准受益人.
3 勾选, 如果新用户被授权可查看此账户的摘要及/或账单.
4 点击此处打开产品列表.
5 选择新用户账户可以使用的产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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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 提交用户账户设置等待审批.5

! 对于单一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此步骤将直接批准申请.

! 此审批步骤仅适用于拥有双重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审批新用户账户设置.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User Account Access.

6

6a

6b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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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检查和确认所有用户账户设置都正确, 点击                 进行审批.6d

7

点击    , 打开用户账户审批页面.6c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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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点击      打开 Password Management 页面. 

6.3 分配/重置用户密码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assword Management.

1

2

3

选择手动选项, 并为该用户输入新的密码.

点击                ,提交新密码等待审批。

4

5

! 备注: 用户在首次登录时需修改此密码.

! 对于单一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此步骤将直接批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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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打开 Password Management 审批页面.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审批新用户密码.6

6a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assword Management.

6c

6b

! 此审批步骤仅适用于拥有双重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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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进行审批.6d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
击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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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6.4 激活用户状态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rofiles.

点击      , 选择要激活的用户.

2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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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从 “不活跃” 的默认状态更改成 “活跃”, 以激活新用户.

点击            , 提交用户激活程序等待审批.

4

5

! 只有当 ID (身份代号) 状态是活跃的, 用户才可登录.

! 对于单一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此步骤将直接批准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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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批准新用户状态激活6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User Management.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rofiles.

点击    ,打开用户简介审批页面.

6a

6b

6c

! 此审批步骤仅适用于拥有双重管理员设置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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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遵循验证信息弹出式窗口的指示, 从您的安全密码器获取响应代码. 输入有关响应代码, 然后点击
               .

7

检查和确认所有用户简介详情都正确, 点击                 进行审批.6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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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6.5 查看机构授权矩阵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Manage Access Rights.

输入Company ID (公司代号), Type (类型), Product (产品) 或 Sub Product (子产品), 以访问 Existing 
Authorisation Setup列表, 并点击               .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Authorisation Setup.

1

3

2

您可在检索栏位输入通配符 (*), 以显示适用类别中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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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1 “*” 是指分组内的所有公司 (若适用).
2 “*” 是指所有产品/账户.
3 “A” 是指A组签署人的审批交易额可高达 MYR4,000,000.00.
4 “Fund Transfer” (资金转移) 是指只从此账户付款的资金转移产品.
5 “A, B” 是指需要 2 名审批人的发票产品 -- 审批人各别来自A组和b组, 不分顺序. 无需不同的 “Verifier” 
   (验证人) 或 “Sender” (发送人).
6 无需不同的 “Verifier”, 但需要一名指定的 “Sender” 以发放所审批的交易至银行.

点击      查看授权矩阵详情荧幕.4

授权矩阵详情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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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6.6.1 审计查询 - 登录

6.6 查看审计日志

审计日志/记录的分类如下: 
 • 登录 - 所有登录和登出活动日志
 • 产品 - 用户的所有交易或探索活动日志
 • 系统功能 - 银行和公司管理员的所有活动日志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Login.2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Audit Quer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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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输入要查看的期限, 如有需要, 选择特定结果以缩小检索范围. 然后, 点击                .3

点击 ACTION 列的链接, 以查看详情. 4

您可在检索栏位输入通配符 (*) , 以显示适用类别中的所有东西.

登录审计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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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6.6.2 审计查询 - 产品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Product.2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Audit Quer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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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点击 ACTION 列的链接, 以查看详情.4

产品审计日志

输入要查看的期限, 并从下拉式列表中选择交易类型.3

您可在检索栏位输入通配符 (*) ,以显示适用类别中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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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6.6.3 审计查询 - 系统功能

从左侧导览菜单, 选择 System Features.2

从顶部菜单, 选择 Administration    Audit Querie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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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输入要查看的期限, 并从下拉式列表中选择交易类型.3

点击 ACTION 列的链接, 以查看详情.4

系统功能审计日志

您可在检索栏位输入通配符 (*), 以显示适用类别中的所有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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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BIBPlus	加强安全	(Secure Plus)	安全密码器

注册代码	1	和	2	指示		
1 - 输入 Sign 2 注册代码 1
2 - 输入 Sign 2 注册代码

次性密码按钮
按压该按钮，以创造一次性密码，
用以审批无金融风险的交易

Sign 2	按钮
按压以输入注册代码以获取 
Sign 2 交易批准

Sign 1/OK	按钮
• 按压以输入注册代码以获取
  Sign 1 交易批准
• 按压 OK 按钮确认 Sign 2 的注
  册代码

LOGIN或退格按钮	
• 按压以创造登录 <UOB BIBPlus>
  的一次性密码或
• 按压退格按钮，以修改输入错误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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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ck Guide

若有任何疑问，请电邮我们：uobcustomerservice@uob.com.my 或联络我们的 24 小时全天候大华银行客
户服务中心：

本指南所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 大华银行集团可以在任何时候自行决定针对内容进行修改, 删除或替换. 本指南内容和/或大华
银行集团 BIBPlus 的版权和其它知识产权均由大华银行集团拥有. 未经大华银行集团事先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方法针对
本文件的内容进行使用, 复制, 分发, 出版, 修改, 出示, 播放, 超链接或传送, 或储存于任何信息检索系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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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庇 

+6 03-2612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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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7-2881 121

+6 082-287 121

+6 088-477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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