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里汇（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

账号注册/入驻流程指引
本账号注册/入驻指引手册之版权属World First Asia Limited（下称“万里汇”）所有，仅供万里汇用户注册系统时使用；

未取得万里汇的书面同意，禁止传播、复制、修改或在其他渠道上发布等

BBAAD9C20180234D78A0072836F0B190E2B9B20E1C4A2BD0A5D98334B1392B541B4CB238E1512B0B22C92308C846A1EB170921FA91D0DB711BBFC2787F7E20DA2419D3ADC72786F7B4BF2D976C2748451CF3E087719D5414D8DD61952C3DAC18DDF629922E3



目 

录

CO
N

TEN
TS

01 万里汇（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
CN客户

• 账号注册

•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HK客户

• 账号注册

•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已注册账号登录

升级后系统注册相关FAQ

02

03 完善个人信息

04

BBAAD9C20180234D78A0072836F0B190E2B9B20E1C4A2BD0A5D98334B1392B541B4CB238E1512B0B22C92308C846A1EB170921FA91D0DB711BBFC2787F7E20DA2419D3ADC72786F7B4BF2D976C2748451CF3E087719D5414D8DD61952C3DAC18DDF629922E3



01
万里汇（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

CN客户注册&实名认证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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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CN客户注册流程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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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择您所在地区（如：中国大陆）；

2. 选择账号类型：点击您需要注册的账号类型“个人账号”或 “企业账号”

3. 选择注册方式【升级系统支持手机号码 或 邮箱地址注册，这也将会是您之后使

用万里汇（WorldFirst）的登录账号】；

4. 输入手机号码 或 邮箱地址 ；

如果您的注册方式是手机号码，请选择/确认相应的国际区号（如：中国大陆

+86）；

5. 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手机或邮箱收到的验证码；

6. 输入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

7. 邀请码为选填，主要指您从好友、万里汇(WorldFirst)经理或其他渠道获得的邀

请码（邀请码为数字、符号与字母的组合），如果您有邀请码建议您输入；

8. 请详阅并确认接受全部相关协议条款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9. 点击“注册个人电商账号”完成注册，进入账号首页。

万里汇（WorldFirst）CN客户账号注册01

个人账号
•  支持提款至同名个人银行卡

•  支持提款至个人支付宝

•  支持转账

•  支持资金汇兑

企业账号
• 支持提款至该企业对公银行卡
• 支持提款至该企业支付宝
• 支持提款至该企业法人个人银行卡
• 支持提款至该企业法人个人支付宝
• 支持转账
• 支持资金汇兑

* 请您自行查阅相关电商平台对收款账号类型（个人或企业）的规定及要求

* 注册及使用后，暂时不支持个人账号与企业账号之间的互相升级/转化，需分别单独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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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注册后 . CN客户实名认证流程

【个人账号】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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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1. 完成注册后您会进入万里汇（WorldFirst）后台的首页，页面上半部分会看到新手引导信息（包括：

完成实名认证、开通收款账号、完成付款设置等新手任务）；

2.    您可以通过点击                                        或                              任意一处进入实名认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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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例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1. 首先您需要选择账号基本信息（经营业务类型 及 提款至国家/地区）；

2. 经营业务类型可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符合（最接近）您当前经营的业务类型；

3. 希望提款到的国家/地区可点击下拉列表，也可手动输入国家/地区名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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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号实名认证（方案1：通过PC端扫脸认证）

1. 选择通过PC端扫脸认证，需先分别上传身份证照的正反面；

2. 身份证照上传完成后，系统会自动识别身份证上的相关信息并自动录入。请您点击“开始人脸扫描”继续；

如果证件照片模糊，则显示“认证失败”，需要您手动填写表格信息后开始人脸验证。

3. 进入人脸扫描提示页面，请您阅读扫脸注意事项，点击“下一步”开始扫脸；

4. 扫脸成功后回到个人信息页面，请您点击“检查待提交的资料”进入下一步；

5. 检查您即将要提交的信息，无误后请您点击“确认提交”完成；

6. 您需要等待1-2个工作日审核完后方能激活账号。您可以点击“回到首页”完善个人信息或熟悉平台服务。

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方案1：通过手机扫脸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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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方案2：通过PC端扫脸认证)

01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方案2：通过PC端扫脸认证）

1. 在真人认证模块，选择电脑摄像头认证，并分别上传身份证照片人像面和国徽面，最后点击“开始人

        脸扫描”。如果证件照片模糊，则显示“认证失败”，需要您手动填写表格信息后开始人脸验证。

2.    进入人脸扫描提示页面，请您阅读扫脸注意事项后勾选“授权”，点击“下一步”开始扫脸；

3.    扫脸成功后回到个人信息页面，请您点击“检查待提交的资料”进入下一步；

4.    检查您即将要提交的信息，无误后请您点击“确认提交”完成；

5.    您需要等待1-2个工作日审核完后方能激活账号。您可以点击“回到首页”完善个人信息或熟悉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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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未成功-Case 1)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未成功）

Case 1： 如果您实名认证未

成功，您会看到补充个人信

息页面，提示您上传注册人

手持身份证照片，您上传后

会进入信息提交确认页面，

点击确认提交将进入人工审

核等待阶段（1-2个工作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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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未成功-Case 2)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未成功）

Case 2： 如果您实名认证未成功，您会看到补充个人信息页面，提示您上传注册人手持身份证照片；

如果当前无法上传注册人手持身份证照片您可选择“其他方式”进入客服人工审核流程（您可以自己主动联系客服，也可以等待客服联

系您）；

点击下一步进入个人信息确认页面点击“确认提交”您可以回到首页查看自己的认证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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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 976 6666

fastonboarding@worldfirs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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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暂不进行验证)

若您点击“暂不进行真人验证”，可以手动填

写个人信息并提交，此时尽管提交完成，但您

的账号仍未完成实名，后续必须“继续认证”

才能正常使用账号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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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继续认证)

继续认证需要您

Step 1：进入首页；

Step 2：点击“我的账户”；

Step 3： 点击继续认证；

Step 4： 完善实名认证（上传身份证、进行真人扫脸完    

 成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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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认证状态查看)

返回首页后，任务栏会改变

状态为，认证进行中

认证成功后，状态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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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注册后 . CN客户实名认证流程

【企业账号】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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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1. 完成注册后您会进入万里汇（WorldFirst）后台的首页，页面上半部分会看到新

手引导信息（包括：完成实名认证、开通收款账号、完成付款设置等新手任务）；

2. 您可以通过点击                                或                             任意一处进入实名认证环节。

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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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如果您使用的是邮箱注册企业账号，在进行实名认证前请您先 

完善该账号可绑定的手机号码        

• 我们会通过该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发送消息通知内容和支付

验证码、找回密码信息等涉及验证码类的信息；

• 您当前绑定的手机号码之后也可以通过首页                         的

账号进行修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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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企业信息

1. 请完善您的账号信息，选择您希

望提款到的国家/地区，可点击下

拉列表，也可手动输入国家/地区

名称选择；

2. 请完善您的企业信息
*上传营业执照；

*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通过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系统可以自动填写部分企业信息，

客户可以核对或修改剩余信息。如果通过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未能搜索到相关企业资

料，客户应检查输入是否正确。若无误，

客户可以忽略此提示，并手动填写。）；

*请根据您的实际情况填写页面全部所需信

息；

3. 由于企业账号实名认证需要收集企业-法人-股东的信息，流程

较长，故页面有设置“保存资料”功能。您若无法一次性填写

完成也可以保存资料后退出，下次继续填写。

第一步： 填写企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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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第二步： 填写法人信息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法人信息
*法人信息的内容填写和扫脸方式（PC端 或 手

机端）可以参照个人账号实名认证流程，（详

见P11-P12）；

Case 1：如果法人上传清晰证件照片后，显示

系统“扫描成功”并自动预填表格，法人检查

并完善表格后开始人脸认证；

Case 2：如果证件照片模糊，则显示“认证失

败”，需要法人手动填写表格信息后开始人脸

验证；

Case3：若真人验证未通过，则有两种选择

（同Page13-P14）：

可以上传手持证件和当日日期的照片 ；

可联系小二，线下提供补充材料，进行人工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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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第三步： 填写股东信息

如果本企业没有持股超过规定比例的最终受益人，则直

接跳过不需要填写UBO最终受益人的相关信息，可以直

接点击“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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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完成所有信息填写，检查待提交材料确认提交进入下一步；

您需要等待1-2个工作日审核完后方能激活账号。您可以点击“回到首页”完善个人信息或熟悉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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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暂不认证）

若您点击“暂不进行真人验证”，可以手动填写法人信

息并提交，此时尽管提交完成，但您的账号仍未完成实

名，后续必须“继续认证”才能正常使用账号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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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继续认证）

继续认证需要您

Step 1：进入首页;

Step 2：点击我的账户;

Step 3： 点击继续认证;

Step 4： 完善实名认证（上传法人身份证、进行法人真人扫脸完    

 成实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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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认证状态查看)

返回首页后，任务栏会改变状态为，

认证进行中

认证成功后，状态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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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万里汇（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

HK客户注册&实名认证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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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HK客户注册流程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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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WorldFirst） HK客户账号注册01

1. 选择您所在地区（如：中国香港）；

2. 选择账号类型：点击您需要注册的账号类型“个人账号”或 “企业账号”

3. 选择注册方式【升级系统支持手机号码 或 邮箱地址注册，这也将会是您之后使用万里

汇（WorldFirst）的登录账号】；

4. 输入手机号码 或 邮箱地址 ；

如果您的注册方式是手机号码，请选择/确认相应的国际区号（如：中国香港+852）；

5. 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手机或邮箱收到的验证码；

6. 输入密码，并再次确认密码；

7. 邀请码为选填，主要指您从好友、万里汇(WorldFirst)经理或其他渠道获得的邀请码（邀

请码为数字、符号与字母的组合），如果您有邀请码建议您输入；

8. 请详阅并确认接受全部相关协议条款后，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

9. 点击“注册个人电商账号”完成注册，进入账号首页。

个人账号

• 支持提款至同名个人银行卡

• 支持转账

• 支持资金汇兑

企业账号
• 支持提款至该企业对公银行卡
• 支持提款至该企业董事个人银行卡
• 支持转账
• 支持资金汇兑

* 请您自行查阅相关电商平台对收款账号类型（个人或企业）的规定及要求

* 注册及使用后，暂时不支持个人账号与企业账号之间的互相升级/转化，需分别单独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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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注册后 . HK客户实名认证流程

【个人账号】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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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1. 完成注册后您会进入万里汇（WorldFirst）后台的首页，页面上半部分会看到新

手引导信息（包括：完成实名认证、开通收款账号、完成付款设置等新手任务）；

2. 您可以通过点击                                或                             任意一处进入实名认证环节。

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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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例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1. 首先您需要选择账号基本信息（经营业务类型 及 提款至国家/地区）；

2. 经营业务类型可点击下拉列表，选择符合（最接近）您当前经营的业务类型；

3. 希望提款到的国家/地区可点击下拉列表，也可手动输入国家/地区名称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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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01

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1. 在个人信息页面上传您的证件正面照片，并上传您手持证件照的照片（一手手持身份证，另一手手持白纸写下今天日期的

照片），点击“检查待提交的资料”；

2. 检查个人信息内容，无误后请点击“确认提交”进入下一步；

3. 提交成功，您需要等待1-2个工作日审核完后方能激活账号。您可以点击“回到首页”完善个人信息或熟悉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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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暂不进行验证)

        若您点击“暂不进行真人验证”，可以手动填

写个人信息并提交，此时尽管提交完成，但您的账

号仍未完成实名，后续必须“继续认证”才能正常

使用账号全部功能。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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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继续认证)

继续认证需要您

Step 1：进入首页;

Step 2：点击我的账户;

Step 3： 点击继续认证;

Step 4： 完善实名认证（上传法人身份证、进行法人真人扫脸完成实

名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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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认证状态查看)

01

返回首页后，任务栏会改变状态为，认证进行中

认证成功后，状态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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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注册后 . HK客户实名认证流程

【企业账号】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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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1. 完成注册后您会进入万里汇（WorldFirst）后台的首页，页面上半部分会看到新手引导信息（包括：

完成实名认证、开通收款账号、完成付款设置等新手任务）；

2.    您可以通过点击                                        或                              任意一处进入实名认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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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01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 如果您使用的是邮箱注册企业账号，在进行实名认证前请您先完善该账号可绑定的手机号码

• 我们会通过该账号绑定的手机号码发送消息通知内容和支付验证码、找回密码信息等涉及验证码类的信息；

• 您当前绑定的手机号码之后也可以通过首页                               的账号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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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第一步： 填写企业信息

01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企业信息

1. 请完善您的账号信息，选择您希望提款到的

国家/地区，可点击下拉列表，也可手动输入

国家/地区名称选择；

2. 请完善您的企业信息
* 输入企业法定名称

* 选择当前经营业务类型

* 输入公司注册编号，完善经营地址；

3. 由于企业账号实名认证需要收集企业-董事-

股东的信息，流程较长，故页面有设置“保

存资料”功能。您若无法一次性填写完成也

可以保存资料后退出，下次继续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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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第二步： 填写董事信息

01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董事信息

* 请填写公司所有董事身份信息

* 上传公司中任意一位董事的持证照片

* 点击“下一步”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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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第三步： 填写股东信息

01

企业账号实名认证——股东信息

股东即公司的最终受益人。

您需要根据页面要求填写对应的公司股东身份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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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01

完成所有信息填写，检查待提交材料确认提交进入下一步；

您需要等待1-2个工作日审核完后方能激活账号。您可以点击“回到首页”完善个人信息或熟悉平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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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个人账号实名认证
(暂不进行验证)

01

        若您点击“暂不进行真人验证”，可以手动填

写董事信息并提交，此时尽管提交完成，但您的账

号仍未完成实名，后续必须“继续认证”才能正常

使用账号全部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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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HK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继续认证）

继续认证需要您

Step 1：进入首页;

Step 2：点击我的账户;

Step 3： 点击继续认证;

Step 4： 完善实名认证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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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CN客户企业账号实名认证
(认证状态查看)

01

返回首页后，任务栏会改变状态为，认证进行中

认证成功后，状态也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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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已注册账号登录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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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已注册账号登录

登录方式一

登录方式二

已注册账号登录

请根据您注册时的信息来选择相应的登录方式

1. 您可以通过输入用户名来进行登录

  （如果您是从万里汇 （WorldFirst）老平台升级到新平台的客户，请 

使用登录方式1）;

2. 如果您是在万里汇（WorldFirst）升级后系统新注册的客户，请您选

择登录方式2来进行登录（可以是手机号码、也可以是邮箱，需按照

您的注册信息来登录）;

  * 您可以通过点击“用户名登录”或“手机号码/邮箱登录”的按键来切换登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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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已注册账号登录 . 忘记密码

已注册账号登录 . 忘记密码

→ 如果您在登录过程中忘记密码，请点 

击“忘记密码”；

→ 如果您知道自己的手机号和邮箱地址，

您可以通过手机号+验证码或邮箱地

址重置密码；

→ 如果您忘记了“用户名”、“手机号

码”或“邮箱地址”，请点击“忘记

用户名/手机号码/邮箱地址”进入客

户服务信息协助页面，您可以通过拨

打电话或发送邮件的方式联系客服找

回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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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tonboarding@worldfirst.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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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完善个人信息
PAR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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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完善个人信息03

完善个人信息

→如果您已经通过实名认证的审核，账号已

被激活

您可以根据万里汇（WorldFirst）账号首页新

手引导任务来逐一完善你的账号

（包括：开通收款账号、设置交易密码、验

证同名银行账号、添加收款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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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完善个人信息

完善个人信息
→ 如果您尚未通过实名认证的审核（审核中），账号未  

被激活
1. 您可以根据万里汇（WorldFirst）账号首页右上角的

人像点击进入“我的账户”进行完善；
2. 建议您绑定您的常用邮箱，以便接收我们关于资  金

方面的重要通知；
3. 建议您尽快设置交易密码，以免影响您的账号支付功

能使用；
4.您还可以在此修改账号密码、修改常用手机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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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注册FAQ04

注册信息提交相关问题

Q：请问股东地址必须是住宅地址吗？

A：股东地址必须提供住宅地址，如果填了公司地址，客服还是  

要联系您，获得住宅地址。

Q：身份证过期了，请问可以用其护照代替身份证进行上传，注

册吗？

A：中国内地客人不支持护照，只支持身份证，但中国香港客人

可接受护照。

Q：请问注册企业账户，企业的股东是另外一个公司100%控股，

请问股东那一栏得怎么填？

A：直接填最终的收益人，即所有持股25%或以上的穿透自然人

股东。

Q：请问可以翻拍电脑里面身份证的照片作为身份证照片上传至

系统进行注册吗？

A：在注册时上传的身份证不可以是翻拍的照片。

Q：如果用了手机注册了万里汇（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然后

又选用邮箱注册，但是身份证是同一套，可以通过审核么？

A：目前没有强制要求只能开一个WorldFirst Account，因此客户是

可以注册成功的也可以审核通过。但是需要注意，您拥有的是

两个WorldFirst Account账号，一个用户名是手机号码，另一

个是邮箱使用邮箱注册的账号在进行实名认证的时候是要求绑

定手机号码的，这时候绑定的手机号码不能是用手机作为用户

名注册那个号码，必须使用另外一个手机号码进行绑定。

Q：个人账户可以升级成为企业账号吗？

A：万里汇个人账号和企业账号之间无法实现账号类型的转化变更

或升级，您需要重新申请所需账号类型。

Q：使用手机号注册时，提示“手机号已绑定，请使用登录账号进

行登录”，怎么回事？

A：如选择手机号注册，如果当前注册的手机号已经作为之前邮箱

账号的绑定手机号，将不支持再进行注册，如您想用这个手机

号注册，可先更换之前注册的邮箱账号的绑定手机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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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汇（ WorldFirst ）升级后系统注册FAQ

实名认证/人脸识别相关问题

Q：请问在注册时能否跳过真人扫脸，而直接选择提交自拍照完成实名认证？

A：注册时必须先完成真人扫脸，如完成不了，方可选择提交自拍照完成实名认证。

Q：请问一直扫脸失败，如何解决？

A：如果扫脸持续出现问题，且已经尝试我们提供的方案但无效，建议客户先跳过真人认证，提交工单，再让开户组联系客户跟进。

Q：请问手机扫码进行实名认证二维码的有效期是多久？如超出时间会怎么样？

A：手机扫码进行实名认证的二维码有效期为30分钟，超出时间为失效，建议重新走流程。

Q：注册时，若手机进行真人扫脸过程中，关掉了电脑页面会影响扫脸的通过吗？

A：会导致无法通过，所以不能关。

Q：实名认证审核的时效是多久？

A：正常将在1-2个工作日审核完成，请登录账号查看。

Q：实名认证完成后是否支持信息更换？

A：不支持。实名认证后如果个人账号或者企业账号涉及到换人/企业更换主体，是不可以的，需要重新注册新的万里汇账号。

Q：实名认证通过后身份证过期、企业营业执照过期/注销、企业法人变更是否有影响？

A：如果是个人账号或企业账号，身份证/执照过期/法人变更，需要及时联系客服做信息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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