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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开户申请平台

1.0  关于
CIMB 网上开户申请平台旨在让新加入的中小企业客户更加方便和高效，客户无需前往分行提交文件、或签署人进行验证等。
这一切都旨在将目前所有纸质流程电子化，以改善客户体验。

1.01  流程图

两种申请模式

申请过程

客户 客户浏览 CIMB 网站并对特定的账户类型感兴趣

客户单击‘网上申请’

客户选择想要的账户类型

客户登录 Myinfo

需要 OTP/2FA 需要 OTP

X X X X X X X X X X X X

客户输入
1. UEN 号码或

2. 商业登记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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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申请有两种申请模式和九个步骤，概括如下：

步骤一至三
关于您的企业、董事和业主

步骤七
声明

客户选择帐户类型并检阅填好的 
公司和股东详细资料

客户申报税务状况/尽责查证和遵守 
国际法并确认条款和条件

步骤四
授权签署人

步骤八
上传文件

客户指定授权签署人

客户上传所有相关文件， 
如 M&AA、身份证明文件和签名

步骤五
联系人

步骤九
查阅与提交

客户输入联系方式和设置交易通知

客户检查所有详细资料 
并按提交

步骤六
董事会决议

确认

客户验证董事会决议批准人
的详细资料

网页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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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进行申请

2.0  选择账户类型
1  浏览我们的网站并选择您要申请的帐户，然后单击“网上申请”。 
2  选择帐户的用途。 您最多可以选择十个帐户。

 对于接下来的账户，请选择账户类型和货币。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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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申请方式
申请方式有两种：

• 透过 Myinfo business，这是一项由政府推出的服务，让企业能够在提交网上申请时，安全地共享其公司资料。

• 透过 UEN 或商业登记号码，我们将从 ACRA 或 SSM（商业实体的国家监管机构）提取公司实体的资料。
3  选择注册国家。
4  单击以选择您喜欢的申请方式。

2.11  透过机构识别号码 (UEN) 申请

若选择透过 UEN 进行申请，请提供您的 UEN 号码，以便我们可从 ACRA 提取您的资料。
1  输入机构识别号码
2  输入您的联系方式。 一次性密码将发送至您注册的电话号码以进行授权。

 此外，在提交申请后，申请详情也会发送至联系人的电子邮箱和电话号码。

3

4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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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透过 Myinfo business 申请

若选择使用 Myinfo business 资料进行申请，您将被重定向至 Corppass 登录页面。
1  输入您的 UEN、Corppass ID 号码和密码。

 根据您在 Corppass 的设置，您将需要透过手机输入一次性密码或进行双因素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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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帮助我们了解您
在这个部分，您公司的详细资料将自动填上。如果信息不正确，请透过 Myinfo 或 ACRA 更新并重新进行申请^。

2  让我们知道贵公司提供的商品和服务。
3  回答以下问题。

 *若地址与注册地址不同，一个新字段会出现供您输入新地址。
4  输入主要客户和供应商名称及其国家（若适用于贵公司，这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您的业务）。

^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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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董事和业主/受益人
您的董事/业主/公司股东的资料将在此页面自动填上。请验证他们的详细资料并注明他/她的出生日期。

2.4  授权签署人
请让我们知道您的授权签署人是谁。

若授权签署人为董事/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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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联系人和通知
请提供您联系人的详细资料，以及会收到我们发送的电子邮件或短信通知的首选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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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董事会决议
请检阅我们 CIMB 制定的标准董事会决议并确认您的批准人。若您想使用贵公司的董事会决议，请单击“联系我”按键。我们
将安排一名银行代表与您联系并协助您进行申请。

选择您的批准人并标注您帐户的签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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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声明
就税收居民身份、控权人、客户和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遵守国际法进行声明。

2.8  上传文件
上传多份文件如身份证明文件和电子签名（董事、批准人、授权签署人和最终受益人）、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FATCA 表格（若适用）

注：新加坡公民和居民需使用身份证、非新加坡公民则使用护照副本和住址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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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证副本文件的上传指南：

文件 私人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 独资公司

核证副本1

公司组织大纲和组织章程 (M&AA)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

√
由下列代表签署
• 两名董事；或
• 一名董事和一名秘书；

或
• 一名董事（若只有一位

董事）

核证副本1

合资协议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

√
由两名合伙人签署

私人有限公司

核证副本的文件样本 

步骤一
将 M&AA 提交给银行之前， 

需由两名董事（或一名董事 + 
一名秘书）认证为核证副本

步骤二
替两名签署人在 M&AA 文件的

第一页底部盖上或写上 
“认证为核证副本”字样

步骤三
请两名签署人签名 

（如图所示）

步骤四
上传此 M&AA 核证副本 

（PDF 格式）一份， 
作为申请 的一部分 

CertiÞed True Copy by CertiÞed True Copy by

CertiÞed True Copy by CertiÞed True Copy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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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份证明文件的上传指南：

文件 私人有限公司 合资公司 独资公司

身份证/护照副本2 和签名样本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

√
• 全体董事
• 所有授权签署人
• 所有控权人（若适用于

贵公司）
• 所有最终受益人
• 所有批准人

√
• 所有授权签署人
• 所有合伙人（适用于 

合伙实体）
• 所有批准人

√
• 所有授权签署人
• 独资公司的所有业主
• 所有批准人

上面所有提交的身份证/护照图像

请参阅下面的示例
√ √ √

身份证与签名

身份证背面（图像的左边）和签名（图像的右边）。

带有身份证的图像

将身份证或护照正面拿在自己右边的照片。
照片格式必须是横向的。

公民或居民 - 带有身份证的图像 外国人 - 带有护照的图像

身份证背面 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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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核证副本是正本文件的副本，由以下人员盖章或签署，并带有 “核证副本”字样 ，以证明该副本文件是真实可信的：
a. 私人有限公司或公众公司：两名董事； 或一名董事和一名秘书； 或一名董事，如果您只有一位董事
b. 合资公司：两名合伙人
c. 独资公司：公司所有人

2新加坡公民和居民需使用身份证、非新加坡公民则使用护照

2.9  查阅与提交
提交之前，请在此处查阅您的申请摘要。申请成功后，您将收到一封确认电子邮件。

单击每个步骤以进行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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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3.1  申请多个账户
您可在一次申请中最多开启十个帐户。

3.2  保存申请
想要退出时，您可保存您的申请，并在三十天内回到上次中断的地方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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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恢复已保存的申请
恢复已保存的申请让您从现有申请中，您退出的地方继续。您可在开始进行申请后的三十天内恢复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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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替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的公司申请账户
若您的公司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以外的国家注册，请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让我们的银行代表协助您进行申请。

3.5  联系客户经理
若您在申请过程中需要我们银行代表的帮助，请点击呼叫图标。 请将您的详细资料填写在出现的弹出窗口，以便我们可以联系
您。我们将在一天内给您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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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汇表

关键词的词典：

新加坡会计和企业管理局 (ACRA) 是新加坡商业实体的国家监管机构，并有新加坡所有商业实体的资料库

马来西亚公司委员会 (SSM) 是根据国会法令成立的法定机构，负责监管马来西亚的公司和商业事务

机构识别号码 (UEN) 是新加坡商业实体的标准识别号码，一般由 ACRA 颁发

Myinfo Business 是新加坡政府推出的一项服务，旨在使企业能够管理资料，让网上交易更简单

Corppass 是一种适用于企业和商业实体的企业电子身份，是授权人员在 MyInfo Business 上的登录详细信息

回教存款仅限于为符合伊斯兰教法的企业提供资金。涉及猪肉、酒精和赌博等相关企业排除在外

董事会决议是记录公司事务相关决定所需的文件，例如银行开户

组织章程大纲和章程细则 (M&AA) 是指公司的章程。此文件包含公司结构的信息并对于公司必须遵守的规则进行定义

CIMB BANK BERHAD (1349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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