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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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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工业平台以全面的介绍，使用户快速了解该系统，有效的应用该系统。 

 

1.2 项目背景 

项目名称：湖南省工业电子招投标系统 

开发者：江苏百盛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者：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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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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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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参考资料 

⚫ 湖南省公共资源交易工业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2. 使用说明 

本段落具体说明每一操作的功能介绍。 

2.1 用户登录 

2.1.1 操作界面图示 

 

 

2.1.2 功能介绍 

本功能对用户登录的操作 

2.1.3 业务介绍 

 

2.1.4 操作指南 

插入 CA 锁，点击【登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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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注意事项 

用户必须使用 CA 登录。 

2.2 首页 

2.2.1 操作界面图示 

 

2.2.2 功能介绍 

本功能是用户首页查看的操作。 

2.2.3 业务介绍 

查看首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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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操作指南 

点击『首页』，如下图： 

 

2.2.5 注意事项 

用户必须使用 CA 登录。 

2.3 我的项目 

2.3.1 操作界面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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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功能介绍 

本功能查看我的项目的操作。 

2.3.3 业务介绍 

查看用户的项目 

2.3.4 操作指南 

打开菜单『项目招标』→『我的项目』，进入我的项目界面，如下图： 

 

选中一条项目，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查看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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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项目：打开『项目招标』→『我的项目』，进入我的项目界面，如下图： 

 

招标文件：打开『项目招标』→『招标文件』，进入招标文件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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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计划：打开『项目招标』→『招标计划』，进入招标计划界面，填写相关内容，点击【保

存】按钮，如下图： 

 

踏勘现场：打开『项目招标』→『踏勘现场』，进入踏勘现场界面，如下图： 

点击【添加】按钮，添加踏勘现场信息；选中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修改该踏勘现

场信息；选中一条数据，点击【查看】按钮，查看该踏勘现场信息；选中一条数据，点击【删

除】按钮，删除该踏勘现场信息；选中一条数据，点击【附件】按钮，踏勘现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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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澄清：打开『投标』→『异议澄清』，进入异议澄清界面，如下图：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澄清】按钮，对问题进行澄清；选中一条数据，点击【查看】

按钮，对该条信息进行查看；  

 

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打开『投标』→『招标文件澄清与修改』，进入招标文件澄

清与修改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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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添加】按钮，可添加一条相关澄清信息，如下图：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相关澄清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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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相关澄清信息，如下图： 

 

招标补充公告：打开『投标』→『招标补充公告』，进入招标补充公告界面，如下

图： 

 

点击【添加】按钮，可添加一条招标补充公告，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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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中一条数据，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该数据信息，如下图：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相关公告信息，如下图： 

 

选中一条数据，点击【提交审核】按钮，可提交审核相关公告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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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投标情况：打开『投标』→『查看投标信息』，进入查看投标信息界面，可查

看投标情况，如下图： 

 

签到情况：打开『开标』→『签到情况』，进入签到情况界面，可查看相关签到情

况，如下图： 

 

保证金缴纳情况：打开『开标』→『保证金缴纳情况』，进入保证金缴纳情况界面，

可相关保证金缴纳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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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开标：打开『开标』→『现场开标』，进入现场开标界面，如下图： 

 

页面跳转到欢迎界面，如下图： 

 

点击【开始唱标】按钮，如下图： 

点击【开标说明】按钮，可查看相关开标说明；点击【签到情况】按钮，可查看投

标单位签到情况；点击【保证金缴纳情况】按钮，可查看投标单位保证金缴纳情况；点

击【解密情况】按钮，可查看投标单位解密情况；点击【开始唱标】按钮，可查看开标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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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确认：打开『开标』→『开标确认』，进入开标确认界面，如下图： 

点击【开标结果确认】按钮，确认开标结果，点击【结果不确认】按钮，对开标结

果进行不确认操作； 

 

抽取专家：打开『评标』→『抽取专家』，进入抽取专家界面，填写相关信息，点

击【提交】按钮，提交该条专家抽取记录，点击【取消】按钮，则取消该条专家抽取记

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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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设置：打开『评标』→『评标设置』，进入评标设置界面，如下图： 

 

  点击【评审方法查看】按钮，可查看评标方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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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初步评审项查看】按钮，可查看初步评审项，如下图： 

 

点击【评委打分项查看】按钮，可查看评委打分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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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行政监督设置】，进入行政监督列表，勾选行政监督点击【确定】行政监督

设置成功，如下图： 

 

点击【纪检监察设置】，进入纪检监察列表，勾选纪检监察点击【选择】纪检监察

设置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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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专家组设置】按钮，如下图： 

 

进入“专家组设置”页面后，点击【选择评标专家】，勾选评标的专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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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评标专家：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参数设置』，点击【专家组设置】

按钮，如下图专家组设置界面；进入“专家组设置”页面后，选择要删除的专家，点击

【删除评标专家】； 

设为主任委员：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参数设置』，点击【专家组设置】

按钮，如下图专家组设置界面；进入“专家组设置”页面后，选择主任委员专家，点击

【设为主任委员】； 

选择打分项：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参数设置』，点击【专家组设置】按

钮，如下图专家组设置界面；进入“专家组设置”页面后选择需要设置打分项的评委，

然后点击【选择打分项】，勾选该评委需要的打分项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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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分配打分项：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参数设置』，点击【专家组设置】

按钮，如下图： 

进入“专家组设置”页面后选择需要设置打分项的评委，然后点击【自动分配打分

项】，如下图自动分配打分项界面； 

 

评标过程控制：打开『评标』→『评标过程控制』，进入评标过程控制界面，如下

图： 

打分开始：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流程控制』，如下图打分开始必须在所

有评标专家对初审进行提交后才可以进行打分开始； 

打分结束：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流程控制』，如下图打分结束必须在所

有评标专家打分结束后才可以进行这个操作； 

评标报告查看：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流程控制』，如下图评标报告查看

必须在评打分结束才可以进行这个操作； 

评标结束：打开菜单『评标管理』→『评标流程控制』，如下图评标结束必须是评

标专家对评标报告进行查看签章确认后才可以评标结束；整个评标过程就结束了； 

整个评标过程都可点击【返回上一步】按钮返回至上一步操作；也可点击【评标终

止】按钮，结束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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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报告：打开『评标』→『评标报告』，进入评标报告界面，如下图： 

点击【生成报告】按钮，可生成报告；点击【签章合并】按钮，可将所有签章合并；

点击【下载报告】按钮，可下载评标报告； 

 

评标纪要：打开『评标』→『评标纪要』，进入评标纪要界面，填写相关信息，点

击【保存】按钮，可保存相关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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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候选人公示：打开『定标』→『中标候选人公示』，进入中标候选人公示界面，

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备案】按钮，提交此中

标候选人信息，如下图： 

 

中标结果公告：打开『定标』→『中标结果公告』，进入中标结果公告界面，点击

【保存】按钮，保存相关信息，点击【提交审核】按钮，提交此中标结果公告信息，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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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结果通知书：打开『定标』→『中标结果通知书』，进入中标结果通知书界面，

如下图： 

填写相对于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填写完成后点击【生成通知书】生成通知书；

点击【签章】按钮，对通知书进行签章；签章完成后，点击【保存签章】按钮，保存签

章；点击【发送通知书】按钮，发送中标结果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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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标合同：打开『定标』→『中标合同』，进入中标合同界面，如下图：

 

项目归档：打开『结项』→『项目归档』，进入项目归档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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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金清退：打开『结项』→『保证金清退』，进入保证金清退界面，如下图： 

 

 

2.3.5 注意事项 

用户登录系统后可使用“我的项目”模块。 

2.4 我要招标  

2.4.1 操作界面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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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功能介绍 

本功能用户对招标项目进行填写保存的操作。 

2.4.3 业务介绍 

用户进行招标。 

2.4.4 操作指南 

打开菜单『项目招标』→『我要招标』，进入招标项目界面，如下图： 

填写项目相关内容，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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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标段（包），点击【添加】按钮，进入标段（包）添加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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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修改】按钮，进入标段（包）修改界面，如下图标段（包）修改界面，修改

相关内容后，提交【保存】按钮，如下图： 

 

点击【查看】按钮，进入标段（包）查看界面，如下图标段（包）查看界面，可查

看相关信息，如下图： 

 

点击【删除】按钮，进入标段（包）删除界面，可删除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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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附件】按钮，进入标段（包）附件界面，可对附件进行上传、下载的操作； 

点击【提交备案】按钮，进入标段（包）提交备案界面，可对标段（包）进行提交

备案的操作； 

点击【重新招标】按钮，进入标段（包）重新招标界面，可对标段（包）进行重新

招标的操作； 

2.4.5 注意事项 

用户登录系统后可使用“我要招标”模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