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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运行环境搭建 

 

1.1 驱动安装 

1.1.1 安装 CA 数字证书驱动 

打开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whggzyjy.cn/），

进入网站首页—》“工程建设”—》“相关下载”，下载 CA 数字证

书的驱动 ，并双击驱动完成安装（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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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安装签章软件 

请下载签章软件，并运行 Installer.exe，根据安装提示完

成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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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 

打开 IE，点击“Internet 选项”—》“隐私”选项卡—》

取消勾选“弹出窗口组织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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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威海市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系统插件工具包安装 

下 载 地 址 ： 威 海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网

（http://www.whggzyjy.cn/）—》工程建设—》文件下载—》

威海市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系统插件工具包，下载完成以后默认安

装即可。 

系统采用智能化的安装引擎，因此安装操作非常简单，只需

要在系统的提示下，直接点【下一步】操作，按照提示完成安装

即可。 

注意事项：请在默认路径下安装，不要修改目录；可不在桌

面保留快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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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户登录 

2.1 登录方式 

交易平台支持两种登录方式：用户名登录和 CA登录。 

用户名登录，即使用您的用户名密码登录，采用此方式登录

时，您仅可绑定您的数字证书设备，不可对监督平台中的各项业

务进行查阅或审批。 

当您已将账号与 CA 数字证书绑定后，并通过 CA 数字证书登

录，可操作所有业务流程。 

 CA 数字证书的绑定方法见 2.2 

 

2.2 CA 数字证书绑定 

新办的 CA数字证书设备需按照下列流程与管理账号进行绑定

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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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工程建设—》招投标

登录—》用户名登录—》进入交易平台—》数字证书绑定。 

在新的界面中，选择用户角色，点击右上角“绑定证书”按

钮，在弹出的界面中，输入数字证书绑定密码，点击确认即可。 

此时，该用户“证书状态”为有效，即为绑定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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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平台 

3.1 信息查询 

3.1.1 主体信息查询 

监督平台支持查看企业信息。主要包括基本信息、管理人员、

从业人员、分支机构、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信息、相关附件等。

操作流程为：点击信息查询—》主体信息，按照企业名称搜索目

标企业，选中企业，点击右上角基本信息即可查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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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人员信息查询 

    监督平台支持查看人员信息。主要包括基本信息、职称信息、

资格证书、工作经历、相关附件等。操作流程为：点击信息查询

—》人员信息，按照企业名称或人员名称搜索目标人员，选中人

员，点击右上角基本信息即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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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项目信息查询 

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可查看已备案的项目

登记及项目登记补遗。 

3.2.1 项目登记信息查询 

点击“招标备案”—》项目登记备案，界面显示已审核通过

的项目登记信息。可通过项目名称搜索目标项目，选中项目，点

击查看按钮，可查看项目登记内容。（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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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是否补遗决定了招标代理后续是否可以继续补充附件；

附件信息，直接可在信息框中，点击查看按钮在线查看。（见下

图） 

 

3.2.2 项目登记补遗查询 

点击“招标备案”—》项目登记补遗备案，界面显示已审核

通过的项目登记补遗信息。可通过项目名称搜索目标项目，选中

项目，点击查看按钮，可查看项目登记补遗内容。 

3.3 项目进程查询 

您可点击“项目进程”业务—》选中目标项目—》点击右上

角“交易进程”，查看项目已办理业务的情况，软件将已审核通

过的业务标为蓝色，尚未办理的标记为灰色。（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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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场地信息维护 

交易中心各分中心自行维护开标及评标场地信息。 

（1）系统支持新增、编辑、删除开标/评标场地，按提示录

入场地名称、描述等信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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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支持设置开标/评标室的使用时间。选择开标/评标室，

点击右上角“场地使用时间设置”，按照提示设置不可用时间即

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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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评标安排 

评标安排即在线为项目分配评标室。本业务仅由具有该权限

的管理账号可见。具体操作流程位：点击“评标安排”业务—》

按照筛选条件找到目标项目—》选择评标室。（见下图） 

    此时，该评标室为锁定状态。当开标完成后，请点击“结束”

按钮，系统自动记录项目评标室且对该标室自动释放；若项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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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无法继续使用该标室，请点击“释放”按钮，该标室与

项目解绑，且项目可重新分配标室。 

3.6 数据分析 

交易系统提供数据分析功能。主要包括：市场主体统计、项

目情况统计、中标情况统计、投标人关联分析、GIS 地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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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保证金退款 

由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收取保证金的项目，保证金退款

时，共经历三步进行：招标代理提交退款申请—》交易中心复核

退款申请内容—》交易中心退款。 

 

3.7.1 复核退款申请内容 

点击“保证金退款”—》交易中心复核按钮，界面显示招标

代理提交的退款申请，其中包括退款单位明细、备注及附件等内

容，交易中心相关科室对申请内容进行核对。确认无误，点击“复

核”按钮。 

3.7.2 交易中心退款 

    复核成功的项目可在“交易中心退款”项中查看，确认无误

点击确定，向银行发送退款指令，完成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