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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自助服务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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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尊敬的客户：

由衷感谢贵司对长江养老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

江养老”）的信任, 并体验我们的卓尔网上服务平台！

为使您系统了解我们所提供的高效、优质的卓尔网上服

务，特编写本服务手册。本手册旨在帮助您了解、掌握网上

服务平台登录、网上业务办理、企业及职工信息查询等内容，

使您更便捷、有效地在网上办理各项养老金业务。

敬请详阅本手册，若有任何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客户

服务热线400－820－9966，我们将竭诚为您提供优质、高

效、专业的服务。

德奉天下 爱寄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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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网上自助服务

2 个人网上自助服务

3 常见问题解答

目 录



4

登录准备

电脑设备基本配置

• 操作系统： Win7 、Win10

• 浏览器：建议使用IE 9.0 —IE11.0、 360浏览器（兼容模式）

暂不支持其他浏览器，如搜狗等

• 办公软件：若您使用的是Excel2007/2010等高版本Office软件

，请将excel文件另存为Office2003版本

（excel文件后缀名须是.xls；xlsx格式的文件不支持）

前提条件：已经办理了计划建立及服务开通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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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登录路径：1、长江网站首页登录： http:// www.cj-pension.com.cn；

2、长江网站自助服务登录：https://net.cj-pension.com.cn

登录准备

2、自助服务登录

1、首页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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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准备
 UKEY控件安装：详细步骤可参见企业客户登录页面中上挂的
《控件安装说明》

① 点击长江网站首页“企业客户登录”，

下载安装“长江UKEY控件”

③ 根据安装导向进行安装，最后点击

完成结束安装，并重启电脑

② 下载完成后，点击“运行”

注：如果您的电脑装有360软件，在
安装UKey控件的过程中会出现360的
木马防火墙提醒，请您选择“允许程
序的所有操作”并勾选“记住我的选
择，以后不再提醒”，点击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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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种登录方式：您可以选择进行证书版登录或简化版登录

• 证书版用户登录:  须使用UEKY登录，可以办理各类业务、查询各类信息

系统登录（1）

证书版用户登录



8

2种登录方式：您可以选择进行证书版登录或简化版登录

• 简化版用户登录:   无须使用UKEY登录，但需要输入经办人手机及验证码登
录，可以查询各类信息

系统登录（1）

简化版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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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证书用户登录”—插入UKEY—输入企业客户号等信息—输入UKEY密码

系统登录（2）-- 证书用户登录

插入长江UKEY后，进入长江养
老网上自助服务平台。

见此图标说明UKEY
已被成功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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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当前有效计划信息，请选择生效的计划。

注：在此选择计划列表

系统登录（3）-- 企业计划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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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首页

注： 1、待办事项、业务通知、服务公告三大模块帮您迅速定位关键信息
2、提供“业务申请查询”、“员工清单查询”、“业务报告查询”快捷入口
3、左侧特别添加“智能检索”菜单，让您迅速定位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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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功能——业务申请
可在线申请除企业计划建立以外的日常业务。

1、企业网上申请业务时间：工作日9点-20点；

2、业务申请提交成功后，系统将出具“业务受理单”，请妥善保管此单据；

3、请根据系统提示，将所需的纸质材料加盖公章后上传影像或寄送至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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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新增（1）

企业职工新增：提出新增职工加入企业计划，并由我司处理的过程。

注：点击“浏览”上传新增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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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新增（2）

注：核对内容无误后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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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新增（3）

注：业务提交成功后，页面显示“恭喜您，受理成功”字样，并显
示《业务受理单》作为业务提交成功的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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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信息变更

企业职工信息变更：职工基本信息发生变化，提出职工基本信息的修改
或补充。

注：《可信息变更员工清单》提供最新的员工账户信息，供变更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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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公共账户缴费

公共账户缴费：企业向公共账户缴费，用于未来向个人账户进行分配。

注：1.在页面中输入缴费区间
2.在页面中输入缴费金额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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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缴费-企业年金计划（1）

企业职工缴费：企业提供员工的企业缴费部分及个人缴费部分明细数据
进行缴费。

注：点击浏览上传缴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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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缴费-企业年金计划（2）

注：1、当您申请的缴费超过当年度可缴费额度后，会进入不合规缴费流程
2、请您在客户说明栏按照示例填写超缴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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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缴费-企业年金计划（3）

注：1、请各单位根据财税[2013]103号的规定对年金缴费予以个税扣缴处理，
并据此填写缴费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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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缴费-养老保障计划（1）

企业职工缴费：企业提供员工的企业缴费部分及个人缴费部分明细数据
进行缴费。

注：点击浏览上传缴费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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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缴费-养老保障计划（2）

注：核对无误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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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网上支付签约

进入“业务申请-
职工支付和变更-
支付协议签约和
查询”页面,点击

“我要办理”

在线签订“企业客户网上服务协议”
,将用印后的协议寄至我司

我司收到协议审核通过，再次进入
签约页面,在线签订免材料承诺书

①

②

③

网上支付业务须经我司审核才能办理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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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企业年金计划（1）

注：基于受益人利益考虑，请您在申请职工待遇支付前先根据财税
[2013]103号通知规定的计税规则进行支付测算，或告知相关职工按通知规
定的计税规则自行测算。经测算确定合适的领取期数后（身故、出境定居领
取除外），再提交支付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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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企业年金计划（2）

注：若发生身故支付，则需上传受益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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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企业年金计划（3）

注：对于长江担任账管的计划，核对单上显示个人测算适用税率，对于
税率超过3%的个人，建议您进一步调高相关人员的领取期数，以降低对
应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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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企业年金计划（4）

注：1、在核对单页面对本次申请的支付信息进行核对
2、若本次申请需要额外提供纸质材料，在提交页面可以选择“材料

上传”或“邮寄”，除系统有特殊提示外，上传后的材料无需再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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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养老保障计划（1）

注：若发生身故支付，则需上传受益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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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养老保障计划（2）

注：1、在核对单页面对本次申请的支付信息进行核对
2、若本次申请需要额外提供纸质材料，在提交页面可以选择“材料

上传”或“邮寄”，除系统有特殊提示外，上传后的材料无需再邮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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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失败变更

企业职工支付失败变更：针对因为账号户名不符等原因而导致支付失败的
情况，企业通过该业务申请变更错误信息，以便重新进行支付转账。

注：点击“浏览”上传变更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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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变更-企业年金计划（1）

企业职工支付变更：指选择分期支付或定额支付的企业职工，申请变更银
行账户信息、支付周期、支付方式等信息的操作。

注：税延待遇支付计税规则上线初期暂不提供支付方式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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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变更-企业年金计划（2）

注：根据需要更改支付账户、支付方式、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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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变更-养老保障计划（1）

企业职工支付变更：指选择分期支付或定额支付的企业职工，申请变更银
行账户信息、支付周期、支付方式等信息的操作。

注：输入需要变更的职工证件号码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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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支付变更-养老保障计划（2）

注：根据需要更改支付账户、支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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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转出

企业职工转出：职工离职或调动时，将职工个人账户转出原企业计划，
同时对个人账户中企业缴费部分进行归属。

系统内转移必须先在目标企业中为员工建立个人账户

注：点击“浏览”上传职工转出申请表



36

企业职工转入（1）

企业职工转入：企业职工的年金账户从长江之外的管理机构转入时，接
收企业须为员工办理转入业务。

注：点击“浏览”上传转入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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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转入（2）

注：可选择“材料上传”或邮寄方式提供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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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账户批量转移（1）

保留账户批量转移：将职工从长江养老担任受托及账管的年金保留计划
下转入至贵单位。

保留账户批量转移前请先确认职工所在的保留计划，并确保已在贵单

位年金计划下建账。

注：点击“浏览”上传保留账户批量转移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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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账户批量转移（2）

注：仔细核对保留账户批量转移申请核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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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账户批量转移（3）

注：需要提供保留账户批量转移至企业的申请，员工签字企业盖章，可选
择“材料上传”或邮寄方式提供纸质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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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账户权益分配

公共账户权益分配：企业将因公共账户缴费、员工离职未归属等原因产
生的公共账户资产分配至职工个人账户的操作。

（1）当前查到的账户市值是按照最近一个定价日测算出的金额；（2）若全额分配，在市场波动
情况下可能出现余额不足，建议先申请按100%比例赎回；（3）同一交易周期内申请支付和
转出业务的员工不能参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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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账户赎回
公共账户赎回：企业可将公共账户中参与投资的资产进行赎回，赎回后
的资产不再参与投资。

（1）2种赎回方式，若需要全额分配子账户中的资产，建议通过比例100%赎回

赎回后的资金放入赎回账户中的现金户

（2）现金户不参与投资，如需再次进行投资，请到网点办理申购

（3）企业暂存账户中的资产将自动抵扣下期缴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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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规则说明

1.暂存账户不参与投资，资产划入暂存账户后，将以现金形式存在，用

于抵扣下期缴费。

2.待分配账户存放的是社保移交时未分配的资产，系统不支持该账户的

划入。

3.未归属账户用于存放企业缴费在职工因离职等原因转出时未归属个人

账户的资产，系统不支持该账户的划入。

4.由于投资市场存在波动 ，账户当前市值并不等于最终可划转金额，如

果您需要将该账户中的资金全部划出，建议选择按份额划转。

公共账户子账户划转：提供对公共账户中的暂存账户、奖励账户、待分配
账户、未归属账户各子账户间进行划转的功能 。

 公共账户子账户划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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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账户子账户划转—金额划转
金额划转：指针对选定的划转账户，按照金额进行资金划转。

注：1、可按金额或份额划转，须选择划转方式
2、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转出及转入的账户
3、在页面上填写要划转的金额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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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账户子账户划转—份额划转
份额划转：指填写份额来进行资产的划转，选定一个转出账户，再选定该
账户的投资组合，填写划转份额及转入账户。

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要转出
的账户

注：1、可按金额或份额划转，须选择划转方式
2、在下拉菜单中选择转出投资组合
3、在页面上填写要划转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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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管理—客户身份信息采集（1）
客户身份信息采集：包含经办人身份证有效期、企业法人、负责人、受
益所有人身份信息采集等。受益所有人指最终明确为企业年金业务、养
老保障管理业务、保险资产管理业务和其他资管业务购买的法人机构掌
握控制权或者获取收益的自然人。

注：1、请先按法规规定确定“资金来源”及“是否信托财产”
2、批量维护经办人身份证有效期截止日。由于企业计划下所有生效的经办人身份证有效期都需要采

集，首次维护时，网上平台仅支持一次性全部维护，不可以单独维护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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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管理—客户身份信息采集（2）

注：1、在页面最下方点击“修改”可以维护企业法人、负责人、收益所有人信息：
2、法定代表人需填写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及有效期，及上传身份证件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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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管理—客户身份信息采集（3）

注：1、企业负责人需填写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及有效期，及上传身份证件材料。
2、受益所有人先选择是“股权或控制权” （持股/控制权比例超过25%）还是“其他”。
3、受益所有人信息请穿透到自然人，填写信息并上传身份证件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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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管理—企业信息变更（1）

企业信息变更：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表人等企业信息发生
变化，企业向长江养老提出变更申请，并由长江养老处理的过程。分为
一般信息变更及重大信息变更。

注：一般信息变更中，点击“修改”，输入相应的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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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管理—企业信息变更（2）

企业重大信息变更包括“企业名称”、“组织机构代码”、“营业执照
编号”变更三项内容。

注：1、在页面中选择所需变更的项目
2、页面提示所需提交的纸质材料，提交业务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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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信息管理—企业计划变更

注：1、在页面中选择所需变更的项目
2、页面提示所需提交的纸质材料，提交业务

①

②

企业计划变更：指对涉及企业年金方案的内容或企业年金计划运作的相
关信息，向长江养老提出变更申请，并由长江养老进行处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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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投资转换（1）

投资转换定义

投资转换是指企业或职工根据自身风险偏好情
况，对未来缴费的投资组合配置或者现有存量资产
的投资组合配置进行调整的过程。

投资选择权的分配

投资选择权决定投资转换操作是由企业发起还
是职工发起。企业可以根据自身情况将全部或部分
账户的投资转换权分配给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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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需要投资转换的账户和转换方式

 投资转换（2）

1、选择账户
2、点击各账户前的下拉框显示该账户下投资组合明细
3、在页面上输入各投资组合目标占比
4、投资转换申请在下一定价日之前，可以通过【业务申请查询】进行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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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职工归属

企业职工归属：企业对已经存在于企业缴费未归属账户中的资金归属给
个人的操作，资金将转入企业缴费已归属账户中。

注：点击“浏览”上传归属申请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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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密码维护

企业职工密码维护：职工密码是员工登录个人网上服务系统时的登录密
码，为了便于管理，我司提供三种密码重置方式。

部分员工密码重置 单个员工密码重置

注：1、申请部分员工密码批量重置时，需上传电子表单
2、申请单个员工密码重置时，可通过证件号或姓名进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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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职工初始密码下载

企业职工初始密码下载：为您提供新增职工的个人网上自助服务系统登
录初始密码下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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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批量注销

个人账户批量注销：为企业提供的为企业计划下账户资产为零的员工批
量注销个人账户的业务。

办理个人账户注销的员工账户余额必须为零。

注：请按模板填写“个人账户批量注销申请表”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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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户批量注销

办理个人账户注销的员工账户余额必须为零。

注：请核对注销人数，确认无误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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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确认与撤销

1、点击“撤销”进行业务申请的撤销

2、缴费、公共账户赎回和投资转换须通过“业务申请查询”撤销

业务确认与撤销：可确认或撤销已申请但尚未生效的职工支付、职工转
出等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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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功能——计划查询

企业所在产品信息、计划信息、计划管理报告皆可轻松查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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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查询-产品基本信息

点击该按钮可以显示
账户下的投资组合

注：1、通过页面链接可查询定价日及单位净值
2、点击“下载”按钮，可下载产品信息

61



62

 计划查询-企业计划信息

注：点击“下载”按钮，可下载企业计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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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查询-计划管理报告

注：点击相关链接下载相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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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信息查询

 企业交易查询

 职工综合查询

企业服务功能——业务查询
企业当前计划资产、日常业务明细、各类报告报表，皆可轻松查阅、下载。

 业务管理查询

 业务报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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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产信息查询

注：点击账户前面的展开按钮可以显示账户下的投资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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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月度资产查询

注：根据所选的区间，查询该时段的资产变动情况及期末资产配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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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定价日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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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净值查询



69

业务查询-企业交易查询

企业缴费明细

企业支付明细

企业职工转入明细

您可查询已申请且正在处理中或已处理完成的缴费、支付、转移、公
共账户权益分配业务明细。

• 企业职工转出明细

• 企业权益分配明细

• 企业投资转换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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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交易查询（1）

企业交易查询——企业缴费明细：查询缴费申请及记账信息，并可下载相
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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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交易查询（2）

企业交易查询——企业支付明细：查询支付申请及到账情况，并可下载相关
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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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交易查询（3）

企业交易查询——企业权益分配明细：查询分配申请及记账信息，并下
载相关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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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综合查询

•职工资产信息查询

•职工月度资产查询

•职工交易明细查询

您可查询职工资产信息、交易明细、报告等相关内容

•职工交易报告查询

•职工年度对账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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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综合查询（1）

职工综合查询---职工资产信息查询：查询职工当前资产市值。

职工姓名 证件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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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综合查询---职工月度资产查询：可根据所选择的区间，查询或下载
该区间的资产变动情况及期末资产配置情况。

 职工综合查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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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综合查询---职工交易明细查询：可查询缴费、支付等业务交易明细。

 职工综合查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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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综合查询---职工交易报告查询：定位并查找职工交易报告。

 职工综合查询（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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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综合查询---职工年度对账单：可查询、下载职工个人年度对账单。

 职工综合查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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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件管理（1）
可查询问题件信息并对尚未关闭的双向问题件进行处理。

注：1、点击“查看详情”可查看问题件详细信息

2、点击“处理”可以对问题件进行处理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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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件管理（2）
进入问题件处理页面。

注：1、对于缺少的材料，可以选择“材料上传”或“邮寄”，（注意个别材料只接受邮寄）

2、在“处理说明”里录入相关回复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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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查询（1）
可查询通过柜面和网上申请的所有业务办理情况。

注：1、点击“查看受理单”可查看并下载成功交易的《业务受理单》

2、点击“查看详情”可查看与该笔业务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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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查询（2）
定位至所需查看的业务后，点击“查看详情”，可查询相关信息。

注：点击每笔业务中的“查看详情”，可查询“申请基本信息”、“业务明细”、“相关报表”、“相关问

题件”及“申请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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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查询（3）
点击“查看详情”—“业务明细”，可查询所有人员明细及人员当前状
态，或通过“姓名”等字段定位某一位员工进行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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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查询（4）

点击“查看详情”—“相关报表”，可查询并下载与该笔业务相关的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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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查询（5）

点击“查看详情”—“申请表单”，可查询并下载申请该笔业务时提交
的电子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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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查询（1）

根据业务类型，定位并查找企业业务报告以及企业职工业务报告。

注：可选择“业务类型”查询或直接点击“查询”获取所有业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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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查询（2）

企业职工业务报告（单个、批量）——员工参加计划证明、个人账户支
付报告、个人账户转移报告。

注：可查询单个员工的业务报告或查询同一批次提交业务的职工报告



88

业务报告查询（3）-企业对账单查询

查询企业历年的对账单，包括单位汇总和单位个人明细。



89

业务报告查询（4）- 账户管理费查询

查询企业账户管理费通知单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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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功能——自助服务

 定制快捷菜单

 服务定制

 申请表单下载

 经办人信息维护

 供款方式变更

 对账单征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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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定制（1）

注：1、您可定制短信服务，开通后我司将向您发送业务信息

2、如您有工作需要，可变更服务网点，方便您就近办理业务，
网点服务变更实时生效



92

服务定制（2）

注：1、选择需要定制的短信服务
2、长江信使为您提供缴费到账结果提醒、支付到账结果提醒等短

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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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业务申请表单下载

可下载单张或全部空白业务申请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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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办人信息维护（1）

提供经办人信息修改及交易密码维护功能。

注：在页面中输入要修改的内容，输入交易密码后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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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办：一家单位仅能设置一个管理经办，此级别为最
高权限，可经办企业所参加的一个或多个产品，除可提交业
务申请、进行信息查询之外，该经办人还拥有用户权限设置
功能，可以新增或修改操作经办或查询经办的权限

操作经办：一家单位可以设置多个操作经办，此级别为次
高权限，可经办企业所参加的一个或多个产品，操作经办可
提交业务申请、进行信息查询，但不具备除自己之外的用户
权限设置功能。

查询经办：一家单位可以设置多个查询经办，此级别为最
低权限，查询经办只可进行信息查询，由管理经办在网上进
行权限的维护。按性质不同，可分为财务查询和人事查询

经办人权限维护：为企业管理经办提供新增和维护查询经办功能。

 经办人信息维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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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经办 操作经办

共
有
功
能

业务申请查询

职工密码维护

业务报告查询

年度工资总额维护

企业资产信息查询

经办人权限维护

企业缴费明细查询

账户费用查询

企业计划信息查询

净值查询

各类业务申请

职工资产信息查询

职工综合信息查询

业务申请单据查询

各类业务申请

职工资产信息查询

职工综合信息查询

业务申请单据查询

业务申请查询

年度工资总额维护

职工密码维护

业务报告查询

企业资产信息查询

企业缴费明细查询

账户费用查询

企业计划信息查询

净值查询

人事查询经办

业务申请单据查询

业务申请查询

职工资产信息查询

职工综合信息查询

业务报告查询

企业资产信息查询

企业缴费明细查询

账户费用查询

企业计划信息查询

净值查询

财务查询经办

企业资产信息查询

企业缴费明细查询

账户费用查询

企业计划信息查询

净值查询

 经办人信息维护（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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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款方式变更：参加金色晚晴、金色林荫计划的企业可以选择通过“主动划
付”或“自动扣收”方式进行企业年金缴费的供款，并可在这两种方式之间
变更。“自动扣收”方式需签署《企业年金缴费银行同城委托收款协议》，
并已把缴费协议红联交给开户银行进行登记。

 供款方式变更

自动扣收方式下，我司将在每月5号、15号、25号根据企
业已经审核通过的缴费申请金额发起自动扣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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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服务功能——集团管理

 集团信息查询

 子计划查询

 集团报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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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尔网上集团管理功能

完善的集团业务查询及管理功能：集团公司可从整个
集团层面及子公司层面查询资产信息、业务明细、业
务申请等各类信息，便于集团进行业务汇总及管理。

灵活的下属单位计划查询功能：集团公司可查询各子
公司计划下的各项业务，了解各类业务信息，但不能
代子公司进行业务申请。

丰富的集团化报表定制和下载功能：为集团提供资产
汇总报告的查询及各子计划资产汇总报告的批量下载。

便捷的集团受理功能：集团公司可查询下属单位各类
信息或集团汇总信息，同时可在网上平台提交各类本
企业计划的业务申请；下属单位可在网上提交本企业
计划的业务申请及查询本企业计划下各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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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通集团功能

 集团准备：

1、《集团企业建立子计划说明书》：列明所有下属单位；

2、《 企业年金计划建立申请表》或《企业计划变更申请表》：在“其他”项目中写明需与下属

单位建立上下级关联关系及母子计划关联关系。

 下属单位准备：

1、《 企业年金计划建立申请表》或《企业计划变更申请表》：在“其他”项目中写明上级单位

名称；

2、《账户查询授权书（集团）》：明确被授权单位，应与上级单位相一致。

注：集团公司与下属单位通过计划建立或计划变更业务进行开通。

卓尔网上集团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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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集团信息？（1）

注：1、可查询集团下所有下属单位当前资产的汇总信息，包括各账户的汇总信息，点击各账户前
的下拉框显示该账户下投资组合明细；

2、通过“企业计划名称”下拉框可选择所要查询的某一个子计划，若勾选“查询所有子计划”
则查出汇总信息。

集团信息查询---集团资产信息查询：为集团公司提供所有下属单位当前
资产的汇总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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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集团信息？（2）

注：1、输入所需查询的年月，可查询出对应月份各单位的月度余额；
2、通过“企业计划名称”下拉框可选择所要查询的某一个子计划，若勾选“查询所有子计划”

则查出所有单位的信息。

集团信息查询---集团月度资产查询：为集团公司提供所有下属单位月度
资产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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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集团信息？（3）

注：1、选择所需查询的业务类型、起止年月，可查询各单位的关键业务信息；
2、通过“企业计划名称”下拉框可选择所要查询的某一个子计划，若勾选“查询所有子计划”

则查出所有单位的信息。

集团信息查询---集团交易明细查询：为集团公司提供所有下属单位缴费、
支付、转出、转入业务明细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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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集团信息？（4）

注：1、通过业务受理号等条件，可查询所有下属单位办理过的业务，并可查看业务处理状态、业务
受理单、相关报表等详细信息；

2、通过“企业计划名称”下拉框可选择所要查询的某一个子计划，若勾选“查询所有子计划”
则查出所有单位的信息。

集团信息查询---集团业务申请查询：通过业务受理号等条件查询所有下
属单位业务办理情况和处理进度。



105

如何查询集团信息？（5）

注：1、输入所需查询的年度，可查询所有下属单位的年度工资总额、可缴费额度、未记账笔数及金
额；

2、通过“企业计划名称”下拉框可选择所要查询的某一个子计划，若勾选“查询所有子计划”
则查出所有单位的信息。

集团信息查询---集团年度工资总额查询：为集团公司提供所有下属单位
年度工资总额及可缴费额度等信息的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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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子计划？（1）

注：1、通过“企业计划名称”下拉框选择所要查询的子计划，或勾选“查询所有子计划”，在列
表中选择所要查询的子计划；

2、点击“确定”按钮，进入子计划。

子计划查询：为集团公司提供下属单位计划的查询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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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子计划？（2）

注：1、进入所选的子计划后，可查看该子计划下的产品、计划、资
产、交易明细、职工、业务申请、业务报告等信息；

2、点击“集团管理”模块的“子计划查询与切换”可继续查询
其他子计划，点击“返回母计划”则返回集团公司计划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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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查询集团报告？

注：输入所需查询的起止年月，可查询相关报告，点击“下载”获取相
关报告。

集团报告查询：为集团公司提供资产汇总报告等集团化报表的查询及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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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网上自助服务

2 个人网上自助服务

3 常见问题解答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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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用户登录

注：1、长江养老作为账户管理人的情况下，可以提供个人网上服务
2、首次使用长江个人网上服务平台前，请根据系统提示在登录页面

点击“注册”链接，使用个人手机号注册太保通账号，并设置登录密码。
3、首次使用太保通账号登录个人网上平台时，需进行身份认证及个

人年金计划绑定，身份认证方式可选择“手机运营商认证”或输入个人6
位数字交易密码。认证通过后即可正常使用网上个人服务平台。

为进一步提升系统安全及网上服务水平，个人网上服务平台登录方式升级为使用太
保通账号进行登录。

点击“注册”



111

我的首页

注：1、待办事项、业务通知、服务公告三大模块帮您迅速定位关键信息
2、特别添加“最常访问”菜单，让您迅速定位最常用业务
3、新增“业务申请查询”、“业务报告查询”快捷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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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查询

客户信息

计划信息查询

注：职工个人可查询基本信息及计划信息，并可对基本信息

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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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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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净值查询
单位净值：企业年金采用份额计量方式，每一基金单位代表了资产的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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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申请查询：可查询通过柜面和网上申请的所有业务的办理情况。

业务申请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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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明细查询：可查询和下载个人缴费、支付、转入/ 转出明细。

交易明细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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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报告
业务报告查询：查询员工参加计划证明、个人账户转移报
告、个人账户支付报告

对账单查询：年度对账单查询和下载

注：点击“下载”，获取相关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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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网上自助服务

2 个人网上自助服务

3 常见问题解答

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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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长江UKEY的初始密码为6个8，客户首次登录后，请立即修改该密码，修
改路径：“开始”-“所有程序”-“CHANGJIANG UKey管理工具”- “普通
用户版”至“ UKey管理工具” 界面中点击“修改UKey口令”，根据提示修改

Q1：如何修改UKEY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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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Q2：如何操作IE设置中“可信站点”项目的设置？

①打开IE选项 ②选择“可信站点” ③添加“*.cj-pension.com.cn ”

④安全级别调为“低”⑤设置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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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Q3：登录时证件类型显示为1、2、3怎么办？

①打开IE选项 ②点击“语言”按钮 ③添加语言“中文（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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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Q4：登录时报“验证服务渠道失败” 怎么办？

1、可能因企业客户号输入错误引起，请检查您的企业客户号并输入

正确的客户号；

2、可能因未申请服务开通业务引起，请确认您是否已经申请了该业

务，若未申请，请携带相关材料至网点办理该业务。

Q5：登录时报“经办人用户名不存在” 怎么办？

请检查您输入的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是否正确，若证件类型为身份

证，请输入18位身份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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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Q6：登录时输入密码后无法显示网页怎么办？

1、请检查您的UKEY连接情况，可以尝试换个USB插口，若电脑屏幕

右下角显示有准备就绪的UKEY标志，则说明UKEY已被识别；

2、如果UKEY连接正常，请卸载UKEY控件之后重新安装UKEY控件；

3、如果您的电脑不能识别USB设备，请安装USB驱动。

Q7：登录时校验码模糊或无法显示怎么办？

需要对IE浏览器进行设置，设置方式请参考常见问题“Q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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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Q8：登录时输入pin码（UKEY密码）后无法显示网页怎么办？

①打开IE选项 ②检查SSL3.0设置 ③勾选“使用SSL3.0”

请选中“使用SSL 3.0”，然后点

击确定，关闭IE浏览器后重新登录。

“使用SSL2.0”项目不能勾选，

如已勾选请把它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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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见问题

Q9：如何查询我的年金计划的定价日？

定价日是指受托人、托管人和投资管理人三方约定的，投资管理
人和托管人对该日资产依据统一的估值方法确定资产价值，是企

业年金基金资产估值产生价格的日期，基金成交的界定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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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专业、诚信、审慎、尽责、稳健和客户至上

本手册仅供参考，具体业务以对外公告与规则为准。

登录网上服务平台后，每项业务均有相应的操作演示可供参照。

编制日期：201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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