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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1 目的范围 

用户通过本手册功能说明、图表、操作步骤、操作实例等多种形式对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以全

面的介绍，使用户快速了解该系统，有效的应用该系统。 

1.2 本手册阅读范围 

本手册适用于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中的投标人。 

1.3 手册编写约定 

为简化操作过程说明、为您提供一致性的表述，通过将本手册中常用的表达方式进行规范化，形成

如下约定。 

文字描述 代替符号 举例 

按钮 【 】 “确定”按钮可简化为【确定】 

连接 【 】 “编辑”连接可简化为【连接】 

菜单项 『』 菜单项“项目管理”可简化为『项目管理』 

连续选择菜单项及子菜单项 → 选择『项目列表』→『项目列表』 

下拉框选项 「  」 下拉框选项“市级审核”可简化成「市级审核」 

单选框   

窗体 “” 如点击进入“选择项目”窗口 

窗体中的项 <> 如窗体中的“项目名称”项可简化为<项目名称> 

键盘上的键值  如“Enter”键可简化为 Enter 

提示信息 “” 提示框中显示“删除成功” 

用“Enter”来确定某个按钮 选中 
如将光标移到【取消】，按 Enter 来确定可简化成选

中【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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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使用过程 

2.1 产品运行环境 

操作系统：WinXP/Windows7 

浏览器：建议使用 IE8.0 

分辨率：建议在 1024*768 或以上 

2.2 产品运行 

2.2.1 安装工具介绍 

*备注：按照序号安装软件 

序号 名称 版本、型号 备注 

    

 

2.2.2 进入系统 

用户使用 CA锁登录方式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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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能详细说明 

3.1 用户登录 

3.1.1 用户登录 

1功能描述 

         本功能对用户登录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插入 CA 锁，点击【登录】；如下图：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必须先前进行过注册备案才可以登录。 

 

3.2 首页 

3.2.1 首页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是投标人首页查看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首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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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首页”模块。 

 

 

3.3 项目招标 

3.3.1 我的项目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查看我的项目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项目招标』--『我的项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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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项目查看页面，如下图： 

 

缴纳标书费用：点击『投标』--『缴纳标书费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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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载招标文件：点击『投标』--『下载招标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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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出异议：点击『投标』--『提出异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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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点击『投标』--『投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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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投标文件：点击『投标』--『上传投标文件』，如下图： 

 

 

上传成功后，可查看到对应回执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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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缴纳情况：点击『开标』--『保证金缴纳情况』，如下图： 

 

开标签到：点击『开标』--『开标签到』，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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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解密：点击『开标』--『开标解密』，未到开标时间不可以解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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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密成功后，提示“解密成功”，如下图： 

 

开标确认：点击『开标』--『开标确认』，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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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点击『评标』--『澄清』，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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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标：点击『定标』，如下图：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我的项目”模块。 

3.3.2 查看公告 

1功能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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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功能是对公告进行查看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项目招标』-『查看公告』，如下图： 

 

选中一数据后，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招标公告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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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查看公告”模块。 

3.3.3投标邀请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是招标代理（或招标人）对投标人进行邀请招标。 

2 操作步骤 

  点击『项目招标』-『投标邀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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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一数据后，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投标邀请公告查看页面，如下图： 

 

选中一数据后，点击【接受邀请】按钮，进入投标邀请接受邀请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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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击【是】按钮后，进入相关信息填写页面，如下图：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投标邀请”模块。 

 

 

3.3.4资格预审文件下载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是投标人对资格预审文件下载。 

2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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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标人登录系统，点击『项目招标』-『资格预审文件下载』如下图：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资格预审文件下载”模块。 

3.3.5资格预审公告 

1功能描述 

       投标人对资格预审公告进行查看 

2 操作步骤 

投标人点击『项目招标』-『资格预审公告』显示需要下载的招标文件列表，如下图： 

点击一条数据进行查看或者参与资格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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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资格预审公告”模块。 

3.3.6招标文件下载 

1功能描述 

       投标人对招标文件进行下载 

2 操作步骤 

  投标人点击『项目招标』-『招标文件下载』显示需要下载的招标文件列表，如下图： 

 

点击【下载招标文件】按钮，进入下载招标文件页面，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下载对

应招标文件，如下图：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招标文件下载”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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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企业信息备案 

 

3.4.1 基本信息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基本信息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基本信息』，如下图： 

 

输入信息，红色标志为必填信息，输入完成后点击下方的【保存】按钮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基本信息”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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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基本信息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基本信息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基本信息』，如下图：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基本信息”模块。 

3.4.3财务信息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财务信息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财务信息』，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财务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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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财务信息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财务信息”模块。 

3.4.4人员构成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人员构成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人员构成』，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人员构成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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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人员构成信息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人员构成”模块。 

3.4.5人员明细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人员明细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人员明细』，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人员明细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投标人操作手册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30 

 

 

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人员明细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人员明细”模块。 

3.4.6设备明细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设备明细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设备明细』，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设备明细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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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设备明细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设备明细”模块。 

3.4.7在建工程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在建工程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在建工程』，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业绩工程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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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在建工程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在建工程”模块。 

 

3.4.8业绩工程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业绩工程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业绩工程』，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业绩工程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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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业绩工程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业绩工程”模块。 

3.4.9单位获奖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单位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单位获奖』，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单位获奖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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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单位获奖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单位获奖”模块。 

3.4.10个人获奖 

1功能描述 

         本功能投标单位进行个人获奖备案的操作。 

2 操作步骤 

   点击『企业信息备案』--『个人获奖』，如下图： 

   点击【添加】后输入单位获奖基本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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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选择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更改需要更改的数据点击【保存】按钮； 

删除：选择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根据提示确定是否删除； 

附件：选择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上传个人获奖附件； 

3 操作前提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可使用“个人获奖”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