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子账单系统 
Online Bill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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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T账单在线系统把繁琐的账单处理以及账务核对工作变得更为轻松。 

轻点几下鼠标您即可获取所需的一切账户信息，而不必把时间浪费在翻查档案 

或手工填写数据上。 

 

在线查看您的账单 

最新账单电子邮件提示 

可供下载的PDF或Excel格式的账单 

随时获取账单及账户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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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账单系统 



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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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 www.tnt.com 主页,点击 在线账单 图标，然后选择 现在注册，进入电
子账单系统的注册页面，依照4个简单的步骤即可完成注册 
 

https://common.tnt.com/registration-ui/financeregistration/selectlocale.html?locale=zh_cn


注册 - 填写注册信息 

TNT账号信息 

̶ TNT账号，如果还没有TNT账号，请先访问 TNT.com 进行注册  
 

联系人资料 

̶ 联系人 

̶ 联系电话  必须输入其中一项联系电话，请填写区号，号码中间请勿输入空格及非数字字符 

̶ 电子邮件地址 该邮箱地址将默认为登录用户名 

 

登录信息 

̶ 用户名 建议使用一个常规的电子邮箱地址作为您的用户名 

̶ 密码 密码必须同时包含一个大写字母和一个小写字母及数字，长度至少为6个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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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前,请确认手上有一张最近3个月内的账单用来完成注册验证 



 
注册-信息验证 

请确定您手中持有一份最近3个月内收到的TNT账单,在网页上填写所持的账单号码以及账单总金额，以此验证

您的客户身份，账单号码通常为8位的数字，可以在发票明细清单的右上角可以查到，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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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填写电子账单接收邮箱 

请填写接收电子账单的邮件地址，是否需要寄纸质账单 请选择否，如果您需要邮寄纸质账单，接收电子账单

的邮件地址栏请不要填写，否则无法进行下一步 

如果有多个邮箱需要收到电子账单到达提醒，可在 邮件地址 栏填写，最多可以同时发送10个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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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请选择 否， 
该选项目前不影响
纸质账单的寄送 



 
注册-添加多个账号 

如果你拥有多个账号，可以按 继续添加账号 按钮进行添加，如果没有，请按 下一步 继续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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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确认服务条款 

勾选方框表示接受TNT运输条款与条件，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您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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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完成 

完成注册，系统将会自动发送一封包含账户激活链接的邮件到登记的邮箱，请在24小时内完成激活 
 
如果未能成功激活账号，请发送邮件到 Dispute.CN@tnt.con ,要求重发激活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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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 

您可以访问www.tnt.com主页，点击 
在线账单，然后点击 现在登陆 进
入登陆页面 
 
您也可以直接进入登陆页面 
https://common.tnt.com/finance-
login/login.html 

又或者收到我们通知您新账单已送
达的电子邮件时，点击邮件当中的
链接进入登陆页面 

然后输入您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
‘登陆’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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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记密码 

如果您忘记了用户名和密码，请在
登陆页面点击‘忘记密码’ 

输入用户名并点击‘确认重置’，
我们会把重置密码的链接发送至您
的电子邮箱 

点击该链接后，输入用户名与新密
码，然后点击‘确认重置’即可完
成密码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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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明细清单 

登陆系统选择进入‘电子清单’，
您最新的账单及贷项账单即可显示
在表格当中，您可以通过以下数据
格式浏览这些文件： 
 
•PDF文件 相当于纸质账单的一个副
本，包含了与原账单相同的信息，
您可以用于打印，发送邮件，或者
传真 

•数据文件（CSV，XLS或XMNL） 这
个文件提供完整的运单信息，可以
直接导入您的财务软件中使用 
 
点击相应的图标即可查看所需的文
件格式 

如果您希望下载多张不同的账单
（最多可达10张），请勾选所需的
文件格式，点击‘下载’按钮即可
生成一个压缩包 
 
被下载或浏览过的账单会自动迁移
至本站点‘全部账单’的分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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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V/Excel文件字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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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字段名称 字段说明
Invoice Number 账单号码 Delivery Country 派送国家
Invoice Date 账单日期 Delivery BUL ID 派送站点
Payment Due Date 付款到期日 Delivery Address 3 派送地点
Account Number 账号 Delivery Post Code 派送地邮编
Consignment Number 运单号码 Delivery Company Name 收货人名称
Terms Of Payment 付款方 Delivery Contact 1 收货联系人
Pick Up Date 取件日期 Company Name 寄货人名称
Division and Product codes产品代码 Country 寄出国家
Product Description 产品代码描述 BUL ID 寄出站点
Customer Reference 客户参考信息 Address 3 寄出地点
Billed Weight 重量 Post Code 寄出地邮编
Volumetric Weight 容积重量 Contact 1 寄出联系人
Consignment Net Value
(excl. VAT)

单票合计(未含增值税） POD Date 派送时间

Ancillary Charges 增值税金额 Total Pieces 货物件数
Total Charges 发票合计(含税） Value of Goods 货物申报价值
Net Amount (FRT) 明细金额 Value of Goods Currency 货物申报价值币种
Description 明细名称 Goods Description 货物描述
Bill Currency 账单币种
Exchange Rate 汇率



 
邮箱地址管理 
点击‘电子清单’中的子菜单‘电
子邮箱’选项，您可以增加/删除收
取新电子账单通知邮件的邮箱地址。 
 

如果您想增加收取电子账单文件的
邮箱地址,请按本手册第3页‘注册’
的步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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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多个账号 

如需把多个账号关联在您的用户名下，请选择电子
账单系统主页上的‘账号维护’ 
选择‘添加另一个账号’ 

在这个页面中也可以对关联在您用户名下的账号进行删除操
作。选择需要删除的账号，点击‘删除账号’如需放弃操作
返回电子账单系统主页，请点击‘取消’ 

添加另一个账号     删除账号 

请确定您手中持有一份最近3个月内收到的TNT账单。把网页上账号信息补充完整，填入所持账单的编号以
及账单总金额，以此验证您的客户身份。 

账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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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码 
如需修改您的密码，请选择电子账单系
统主页上的‘密码维护’ 
 

 

选择‘修改密码’, 输入您当前的密码，再
输入两次新密码,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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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注册 

如需取消注册账单在线服务，请在电子账单系统主页
选择‘密码维护’,之后选择‘取消注册’，确认取消 

一旦确认取消，电子账单系统将会注销您的用户名。
如果您的TNT账号还是正常使用的话，系统有可能继续
为您发送电子账单。如需取消电子账单，请联系 
Dispute.CN@tnt.con 提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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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需求 

运行电子账单系统需要符合如下系统配置要求： 

 

系统要求: 浏览器 

 Microsoft Internet Explorer 7 / Firefox 3 或更高版本， 

 浏览PDF格式文件 

 Adobe Acrobat v9.0 and Adobe Reader v8.0 

 下载账单数据 

 Microsoft Excel 97 and above 

               Microsoft Excel 97及更高版本 

 

最低配置要求： 

 Windows 95, NT4, 98, Me, 2000 or XP Professional 

 Processor – 500 MHz 

              处理器-500MHz 

 RAM – 64 Mbytes 

              内存-64兆 

 Display 800x600 screen resolution and 16-bit colour 

              屏幕分辨率800x600 ，16色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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