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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生年月日（出生日期）”“国籍（国籍）”等
（2）“外国PEPs情報（外国PEPs信息）”
（3）“ご利用目的（使用目的）”
（4）“ご職業（职业）”“事業／業種（业务/行业）”
（5）“ご勤務先・ご就学先（工作单位/学校）”（※请在可能的范围内申报）
（6）“年収・年商（年收入/年营业额）”（※请在可能的范围内申报）
（7）“毎月のお取引金額（合計）（月均合计交易金额）” “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频率）”
（8）“お取引の原資（交易资金来源）”
（9）“200万円超の現金取引予定（超过200万日元的现金交易预定）”
（10）“国際送金の利用予定（国际汇款方面的预定）”
（11）“経済制裁対象国等との取引（与经济制裁对象国等的交易）”

1 回答输入界面将显示以下项目，请输入您当前的相关信息。

客户信息申报网站  填写方法指南（个人客户）

此时请注意，您已输入的信息会被清除。（烦请再次登录，重新输入）

1 登录后，如在同一界面停留超过20分钟，为保护客户的信息安全，将自动退出账户。

因系统错误而导致账户退出时，已输入的信息会被清除。（烦请再次登录，重新输入）

2 请勿使用浏览器的“返回”按钮和“刷新”按钮，否则会发生系统错误。

3 显示完成界面，即回答完毕。感谢您的配合。

※如需保留回答内容，请保存回答确认界面的副本，或者对浏览器页面进行打印等操作。

2 请在回答确认界面上确认输入内容，如内容无误，请点击“回答（回答）”按钮。
如有修改，请点击“戻る（返回）”按钮回到输入界面，修改输入内容。

回答注意事项

（回答输入界面①）
回答（1）～（６）

（回答输入界面②）
回答（7）～（11）

（回答确认界面）
确认回答内容

（完成界面）
回答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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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日本国籍者或特别永住者，请选择“日本国籍　または　外国籍の特別永住者（日本国籍或外籍特别永住者）”。
・ 一般外籍人士请选择“外国籍（特別永住者を除く）（外籍（不包括特别永住者））”，并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国名。
・ 持有在留卡者，请输入❶在留資格（居留资格）、❷在留期間（満了日）（居留期限（届满日））、❸在留カード番号（在留卡编号）（※）。

※外交官等免发在留卡的人士，不需输入在留卡编号。

1 请输入“生年月日（出生日期）”“国籍（国籍）”等信息。

1．请对回答界面上显示的以下各个项目，输入您当前的信息。

请选择出生日期。

请选择国籍。
※持日本国籍者或特别永住者，

请选择“日本国籍或外籍特别永
住者”。

【限外籍人士回答】

【仅限外籍人士】
请选择居留期限（届满日）。居
留资格为永住者等不设居留期
限的人士，请选择“無期限（无
限期）”。

【仅限外籍人士】
请输入居留卡编号。
※外交官等免发居留卡的人士，不

需输入居留卡编号。

【仅限外籍人士】
如在位于日本的经营机构等（公司、办公
室、店铺、营业所等）工作，请选择“はい

（是）”，否则请选择“いいえ（否）”。

【仅限外籍人士】
外交官等特定职业的人士，请选
择相应类别。均不符合时则无需
选择此项。

【仅限外籍人士】
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国名。

【仅限外籍人士】
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居留资格。

❶

❸

❷

❶

❷

❸



3/14

・如果您属于外国PEPs（在外国政府等担任重要公职的人士或其家人）的身份，请选择“はい（是）”。如果不属于该身份，请选择“いいえ（否）”※。
※外国PEPs是指外国元首以及在外国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类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位的人士（或其家人）。该身份仅限于外国大使、国营企

业高管等特殊地位或职位的人士（或其家人）。详情请参考“「外国政府等において重要な地位を占める方」について（关于‘在外国政府等担
任重要职位的人士’）”。

2 请输入“外国PEPs情報（外国PEPs信息）”。

【限外国PEPs身份的人士回答】

【仅限外国PEPs身份的人士】
担任重要职位者系账户名义人
本人时，请选择“ご本人（本人）”。
担任重要职位者系账户名义人
的家人时，请选择“ご家族（家
人）”，并回答该重要职位者的
姓名及与其的“続柄（配偶者、
父母、子　等）（亲属关系（配
偶、父母、子女等））”。

【仅限外国PEPs身份的人士】
请 输 入 担 任 重 要 职 位 的 机 构
名称。

（例）驻日××大使馆

【仅限外国PEPs身份的人士】
请输入该重要职位。

（例）首相、全权大使

请选择“はい（是）”或“いいえ
（否）”。

【仅限外国PEPs身份的人士】
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担任重要
职位的所在国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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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选择您使用邮政银行（包括邮局）的目的。
主なご利用目的（主要使用目的）：请选择1个相应目的。
上記以外のご利用目的（上述以外使用目的）：主要使用目的之外还有其他用途时，请相应选择。
（例）如果主要使用目的为“领取工资”，其他还用于公共费用扣缴和信用卡结账等“生活费结算”、富余资金的“储蓄”等目的时，“主なご利用

目的（主要使用目的）”一栏请选择“給与受取／年金受取（领取工资/领取养老金）”，“上記以外のご利用目的（上述以外使用目的）”一栏
请选择“生計費決済（结算生活费）”和“貯蓄／資産運用（储蓄/资产管理）”。

3 3．请输入“ご利用目的（使用目的）”。

如有多个使用目的，请从上述以
外使用目的中选择相应的类别。

请选择1个主要使用目的。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20字以内）
※超过20字时，输入20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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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ご職業（职业）”一栏中，选择账户名义人的主要职业。（可多选）
・部分职业还需要填入所属的“事業／業種（业务/行业）”，请从下拉菜单中选择。

4 请输入“ご職業（职业）”“事業／業種（业务/行业）”。

请选择相应的职业。（可多选）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10字以内）
※超过10字时，输入10字即可。

【限“会社員/団体職員（公司员工/非营利机构职员）”“会社役員/団体役員（公司高管/非营利机构高管）”“パート/アルバイト/派遣社員/
契約社員（长期临时工/短工/派遣工/合同工）”“個人事業主/自営業（个体业主/独立经营者）”等职业的人士回答】
※对上述以外职业的人士，不会显示“事業/業種（业务/行业）”一栏，无需填写。

请职业为公司员工/非营利机构
职员，公司高管/非营利机构高
管，长期临时工/短工/派遣工/
合同工，个体业主/独立经营者，
的人士，从下拉菜单中选择所
属的主要业务/行业。

（包括其他业务/行业在内，最
多可选择3个）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10字以内）
※超过10字时，输入10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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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可能的范围内回答工作单位，就读学校的相关信息。

5 请输入“ご勤務先・ご就学先（工作单位/就读学校）”。

请输入工作单位（学生则为就
读学校）的名称/商号。（限30字
以内）
※ 超过30字时，输入30字即可。
※如有多个工作单位，请输入1个

主要单位。

请输入工作单位（学生则为就
读学校）的地址和电话号码。
※如有多个电话号码，请任选1个

输入。
※电话号码无需输入连字符（―）。

请选择您在工作单位的职务。
（学生无需填写）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10字以内）
※ 超过10字时，输入10字即可。

请选择您在工作单位的工作内
容。（学生无需填写）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10字以内）
※ 超过10字时，输入10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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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在可能的范围内回答当前的“年収（個人事業主の方は年商）（年收入（个体业主为年营业额））”。
※除工资、养老金外，还包括房租收入等。
※账户名义人本身无收入时，请选择“0～100万円以下（0～100万日元以下）”。

6 请输入“年収・年商（年收入/年营业额）”。

请选择当前的年收入（个体业
主为年营业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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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预定的交易（存款/取款/汇款/自动扣缴等）金额和交易频率分别选择相应的类别。
※不包括临时发生的大额存取款，如购车、购房用款。
※不同月份的交易金额及频率差别较大时，请回答平均值。

【“毎月のお取引金額（合計）（月均合计交易金额）示例】
如每月工资汇入20万日元，从中支出10万日元用于生活费时，交易金额共计30万日元，因此属于“10万円超～50万円以下（超过10万日元
～50万日元以下）”。

【“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频率）”示例】
每周从ATM取款2次，账户自动扣缴1次，属于“週に3回以上（每周3次以上）”。

7 请输入“毎月のお取引金額（合計）（月均合计交易金额）”“お取引の頻度（交易频率）”。

请选择月均合计交易金额。

请选择交易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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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对您邮政银行账户交易的主要“原資”（资金）（交易资金来源、入账资金主要来源），选择相应的类别。（可多选）

8 请输入“お取引の原資（交易资金来源）”。

请选择交易资金的来源。
（可多选）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20字以内）
※超过20字时，输入20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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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常通过邮政银行账户办理或今后打算办理超过200万日元的现金交易时，请选择“はい（是）”。没有或今后也不打算办理时，请选择“いいえ
（否）”。

※现金交易是指在ATM或窗口将现金存入账户、从账户取出现金等交易。如类似在同一天通过ATM存入现金，且合计金额超过200万日元
的交易情况，请选择“はい（是）”。（不包括从账户自动扣缴或汇款）

※实际交易时，本行可能会重新确认交易理由、交易资金来源等事项，敬请理解。

9 请输入“200万円超の現金取引予定（超过200万日元的现金交易预定）”。

请选择“はい（是）”或“いいえ
（否）”。

【限有无超过200万日元的现金交易预定的回答为“はい（是）”的人士】

【仅限计划办理超过200万日元
现金交易的人士】
请 输 入 资 金 的 来 源 及 使 用 目
的、非现金不可的理由（交易具
体内容）。（限30字以内）
※ 超过30字时，输入30字即可。

【仅限计划办理超过200万日元
现金交易的人士】
请选择超过200万日元现金交
易的相应频率。

【仅限计划办理超过200万日元
现金交易的人士】
请选择超过200万日元现金交
易的相应单次金额。
※不同时候的交易金额差别较大

时，请回答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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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日常通过邮政银行账户办理或今后打算办理国际汇款（跨境汇款交易）时，请选择“はい（是）”。没有或今后也不打算办理时，请选择“いいえ
（否）”。

※此处所指的国际汇款不限在窗口办理或通过“邮储Direct”办理，也不限预定交易金额的大小。
※实际汇款业务发生时，本行可能会重新确认汇款目的、交易资金来源等事项，敬请理解。

10 请输入“国際送金の利用予定（国际汇款方面的预定）”。

请选择“はい（是）”或“いいえ
（否）”。

【限有无国际汇款方面的预定的回答为“是”的人士】

【仅限计划办理国际汇款的人士】
请分别选择国际汇款的相应目
的（汇款时、收款时）。（可多选）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内容。（限20字以内）
※ 超过20字时，输入20字即可。

【仅限计划办理国际汇款的人士】
请选择国际汇款的相应频率。

【仅限计划办理国际汇款的人士】
请 选 择 每 笔 国 际 汇 款 的 相 应
金额。
※不同时候的交易金额差别较大

时，请回答平均值。

【仅限计划办理国际汇款的人士】
请选择国际汇款的相应交易对
象国/地区。（可多选）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从
下拉菜单中选择国名。
※其他的交易对象国/地区有多个

时，请选择主要的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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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与根据日本《外汇及外贸法》、美国OFAC法规等被指定为制裁对象的国家/地区（经济制裁对象国等）有或今后会有资金交易时，请选择 “は
い（是）”。没有或今后也不会有资金交易时，请选择“いいえ（否）”。

※关于经济制裁对象国等的最新信息，请查看邮政银行官网。
※实际交易时，本行可能会重新确认交易理由、交易资金来源等事项，敬请理解。

11 请输入“経済制裁対象国等との取引（与经济制裁对象国等的交易）”。

请选择“はい（是）”或“いいえ
（否）”。

【限是否与经济制裁对象国等交易的回答为“是”的人士】

【仅限与经济制裁对象国等交
易的人士】
请选择有资金交易的经济制裁
对象国/地区。
如选择“その他（其他）”，请输
入具体的国名。（限30字以内）
※超过30字时，输入30字即可。

【仅限与经济制裁对象国等交易的人士】
请输入交易的内容及目的、交易对象等具体的交
易内容。（限40字以内）
※超过40字时，输入40字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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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确认显示的回答内容，如输入无误，请点击“回答（回答）”按钮。
・如有修改，请点击页面中的“戻る（返回）”按钮回到输入界面，修改输入内容。

※请勿使用浏览器的“返回”按钮，否则输入内容将被清除。
・点击回答按钮后，将不能重新登录和浏览回答内容。如需保留回答内容，请保存回答确认界面的副本，或者对浏览器页面进行打印等操作。

2. 请在回答确认界面上确认输入内容，
如内容无误，请点击“回答（回答）”按钮。

请确认输入内容，如果无误，请
点击“回答（回答）”按钮。
如有修改，请点击页面中的“戻
る（返回）”按钮回到输入界面，
修改输入内容。
※请勿使用浏览器的“返回”按钮，

否则将发生系统错误。（发生系
统错误时，输入内容将被清除）

※点击“回答（回答）”按钮后，将不能重新登录和浏览回答内容。如需保留回答内容，请保存
回答确认界面的副本，或对浏览器页面进行打印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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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显示完成界面，即回答完毕。感谢您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