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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 述

1.1 系统简介

通过外网受理平台，进一步简化总公司分承包商申报相关业务

的审批手续，同时实现外委项目招投标审批。

采用 Web 浏览形式，结合图形浏览器、Office 等多种技术，对

资料进行处理和管理。

1.2 系统特色

1.1.1操作简便

软件充分考虑用户在具体使用过程中的各种情况，进行人性化

简单易用设计，保证软件的界面简洁大方，按钮分布合理，初学者

容易上手。

1.1.2实用高效

软件具有智能化、高效率的查询功能

1.1.3简单方便的系统管理

本系统完全在 IE端进行集中管理，非专业的人员也可以进行日

常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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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使用约定

为便于用户的阅读，在本手册中使用了一些特定的符号：

 操作步骤：用户需要进行的操作采用诸如 1.2.…的标号依次给

出。

 按键组合：采用加号“+”来连接应同时按下的按键组合。如

<ALT>+<F4>表示用户应同时按下 ALT 键和 F4 键。

1.4 常用术语

为使语言表述简洁，本手册中使用了一些公认的、标准的计算

机操作方面的术语，主要包括：

 单击鼠标：按一下鼠标左键，然后释放。

 双击鼠标：连续按两下鼠标左键，然后释放。

 拖动鼠标：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同时移动鼠标。

通用功能按钮说明：

【返回】从当前画面退出，返回到上一个画面。

【折叠】只显示文件的分类信息，不显示文件的标题及状态等

具体信息。

【展开】按不同类别，显示具体文件的摘要信息。

【下一页】文件多页显示时，显示下一页文件信息。

【上一页】文件多页显示时，显示上一页文件信息。

1.5 电脑基本配置要求

1. 操作系统：Windows7/XP。浏览器：MS-IE8 以上、CHROME。

2. 显示器：15 寸彩显以上。分辨率：1024×768 以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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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0x720）

3. 内存：1G 或以上。（推荐 1～2GM）

4. CPU：PIII 级别以上。

1.6 对使用者的基本要求

1. 掌握 Windows7/XP。

2. 熟悉鼠标的基本操作方法。

3. 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汉字输入法。

4. 掌握网页浏览器（MS-IE）的网页浏览基本使用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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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使用前的准备事项

欢迎您使用采购受理平台，本系统中注册用户分为两类：一类

是注册前已与万科物业有过合作，提交过银行帐号信息的公司（以

下称为合作用户），另一类是注册前与万科物业并无任何业务往来

的公司（以下称为新用户）。

在正式使用前，请先准备必要注册资料，以方便注册时填写，

部分资料还需要提供电子扫描件，如证照的扫描图片或者 PDF 文件

（电子版大小注意不要超过 5M）， 具体所需资料列表如下：

1、营业执照（需要扫描电子版）

2、税务登记证（需要扫描电子版）

3、收款银行帐号

4、公司联系信息

5、投标联系人信息

6、外委服务类型

7、其他资质资料（含资质证明、产品合格证书等，需要扫描电

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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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系统的管理流程

1、对供方采用证照有效期管理，供方需要注意提供的证照处于

有效期内，证照有效期超期后，无法参与投标。

2、对招标采用截标时间精确管理，一旦到达截标时间，供方无

法再修改投标文件或投标。



6

第四章 系统的详细使用说明

4.1 进入系统

链接地址：http://121.8.156.220:8099/

请您打开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链接地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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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注册

注册用户分为两类：一类是注册前已与中水珠江规划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有过合作，提交过银行帐号信息的公司（以下称为合作用

户）， 另一类是注册前与中水珠江规划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并无任何

业务往来的公司（以下称为新用户）。

4.2.1新用户注册方法

新用户注册时，点击首页右侧 链接，如图 4.2.1-

1，进入注册信息界面，如图 4.2.1-2。注册信息中，带*号的，为

必填项。

图 4.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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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号为必填项。公司邮箱必须为可用的邮箱，方便用户找

回密码使用。

图 4.2.1-2

图 4.2.1-3

注：网上注册后，请提交审核，审核通过后，方可登录系统参

加招投标。若长时间没有审核通过，您可以联系中水珠江规划勘察

设计有限公司的相关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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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合约用户注册

用户名：公司名称。初始化密码：111111

登录后完善个人资料重新提交审核，主要完善的资料是公司的

基本信息、联系人信息、银行卡信息、资质信息、证书信息、营业

执照及税务登记信息。

注：登录后立即各自修改登录密码，以免被盗用。

4.3 登录系统

用户注册后，点击首页右侧 链接，如下图：

由于您注册的信息，需要相关人员审核。【新注册用户】：使

用注册账号及注册密码进行登录；【合法用户】：账号：公司名

称。初始化密码：111111。

4.4 我要投标

4.4.1投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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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须是合法用户才可以参与投标。

（2）、当期日期不能超过采购项目的招标截止日期。

4.4.2投标操作

（1）、在招标/询价信息列表，点击需要投标的项目，如下图所示

（2）、进入采购项目明细，如下图所示

（3）、点击【我要投标】，如果符合投标条件会弹出投标窗口，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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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如果单价是多行的，通过【添加一行】进行添加多行单价信

息。【保存】是把投标信息暂存起来，用户可以再次修改。【确认

投标】是把投标信息提交，提交后不能再修改投标信息，只能等待

开标结果。

4.5 招标/询价信息

查询招标/询价信息：通过组合搜索框，可查询需要查看的招标

/询价信息。

l 查看招标/询价信息：招标/询价信息列表，列出了此所有查

询到的招标信息。点击招标主题列的链接，可查看招标信息的详

情。

2 如果您满足招标/询价条件：点击招标主题链接后，则可以查

看招标详情，下载招标文件以及确认应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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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中标信息

点击菜单栏中的【中标信息】链接，如下图所示：

这里列出了公司对外公示出的中标信息，您可点击中标信息链

接打开查看详情。

4.7 我的投标/报价

我的投标/报价包括完善个人资料、我的投标信息、我的招标信

息、我的中标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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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完善个人资料】：完善用户的资料，如需要完善银行卡信

息、资质信息、公司基本信等。完善之后从新提交审核，审核期间

不能参与投标工作。

【我的投标信息】：记录当前用户所有的投标记录，如下图所示

注意：是否应标列为“否”标红的字眼时，说明该投标没有提交，可以修改。没有提交的

投标，是属于未成功投标。

【我的招标信息】：归类属于当前用户的招标信息记录。

【我的中标信息】：属于当前用户的所有中标信息记录。

4.8 通知公告

点击菜单栏中的【通知公告】链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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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修改登录密码

用户通过修改密码功能进行修改登录密码，如下图所示

点击【修改密码】进入修改密码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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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新的密码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密码修改，再次登录

输入新密码才可以登录，所以请牢记。

4.10 找回密码

如果忘记了登录密码，可通过公司邮箱设置新的密码。

点击【忘记密码】，进入一下页面

输入账号和公司注册的邮箱，点击【提交】，提交成功后如果

是 qq邮箱会提示收到邮箱提醒，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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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QQ邮箱收信箱会收到密码取回邮件，点开邮件，如下图所

示

点击修改密码连接，如下图

设置新密码后，点击【提交】即可。


	概 述
	1.1 系统简介
	1.2  系统特色
	操作简便
	实用高效
	简单方便的系统管理

	1.3  使用约定
	1.4  常用术语
	1.5  电脑基本配置要求
	1.6  对使用者的基本要求

	使用前的准备事项
	 系统的管理流程
	系统的详细使用说明
	进入系统
	注册
	新用户注册方法
	合约用户注册

	登录系统
	我要投标
	投标条件
	投标操作

	招标/询价信息
	中标信息
	我的投标/报价
	通知公告
	修改登录密码
	找回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