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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前期准备 

1.1、控件及客户端安装说明 

1.1.1、下载控件及客户端安装包 

1、 进入无锡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http://xzfw.wuxi.gov.cn/ztzl/wxsggzyjyzxzl/jyxx/zfcg/index.shtml 

  2、点击“政府采购资料下载”栏目内的标书制作客户端安装包 

 

1.1.2、安装标书制作客户端 

1、关闭 360 安全卫士、杀毒软件后（如果没有关闭安全卫士和杀毒软件，安装过

程中需要注意，弹出提示框的时候，始终选择允许程序允许），双击 打开，然

后双击后缀 exe 的安装程序 ，进入安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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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安装”按钮，进入安装页面。 

 

3、 安装国信 ca 助手，如下图，点“下一步”按钮。 

 

4、 点击“快速安装”按钮，安装江苏省多 ca 签章互联互通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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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接下来安装电子签章控件，点“开始安装”按钮。 

 

6、 选择安装路径，可以是默认路径，注意安装路径中不要包含中文，点“安装”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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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电子签章控件安装完成，点“安装成功”按钮。 

 

8、 接下来安装 iWebOffice 控件，点“下一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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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选择安装路径，可以是默认路径，点“下一步”按钮。 

 

10、 确认安装，点“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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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iWebOffice 安装完成后，点“关闭”按钮。 

 

 

12、 客户端安装完成后，点“完成”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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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投标客户端使用注意事项 

1、 务必在电脑联网状态下使用投保客户端工具，联网后，客户端工具会自动进行

升级更新，更新时电脑右下角会弹出提示框。 

 

2、 在没有连接网络的情况下，双击打开投标客户端工具 ，会提示如下图。 

 

3、 使用投标客户端工具过程中，网络因故障断开，会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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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浏览器配置 

1.2.1、Internet 选项 

为了让系统插件能够正常工作，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浏览器的配置。（推荐使用 ie11

浏览器）。 

1、打开浏览器，在“工具”菜单→“Internet 选项” 

 

2、弹出对话框之后，请选择“安全”选项卡，具体的界面如下图： 

 

 

3、点击绿色的“受信任的站点”的图片，会看到如下图所示的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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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站点” 按钮，出现如下对话框： 

  

输入系统服务器的 IP 地址，格式例如：58.215.18.247，然后点击“添加”按钮完成添

加，再按“关闭”按钮退出。 

5、文件下载设置，开放文件下载的权限：设置为启用。 

选择站点 

选择可信

站点 

此处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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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检查“加载项” 

 

“管理加载项”页面，勾选显示所有加载项，江苏 SYAN、江苏省电子商务服务中心有

限责任公司、江西金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相应控件，都需要启用，如果状态不是启用，

选中该加载项，右键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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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浏览器提示 

 类似提示，点“允许”按钮。 

 

1.2.2、关闭拦截工具 

上述操作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某些功能仍不能使用，请将拦截工具关闭再试用。比

如在 windows 工具栏中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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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设置好以后，重启 IE 

二、供应商注册入库 

2.1、供应商注册信息提交 

1、 登录页面，选择 ca 登入或者用户名登录，然后点“立即注册”按钮。 

 

2、 确认注册协议，点“同意”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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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注册区域并填写账号信息（注：1.用户名只可输入 4-20 位数字、字母、下

划线，不可输入中文；2.预留法人手机号用于短信找回密码），点提交按钮，成

功后左上角提示“恭喜您完成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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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返回登入”，直接进入系统。 

 

5、 填写供应商注册入库信息 

点击“信息维护”菜单，弹开信息维护页面，逐项填写基本信息、供应商资质信息、

人员信息、供应商出资信息、供应商分支结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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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填写基本信息 

如下图，红色*号标注的为必填项。 

 注： 

1、 开户银行、基本账号务必填写正确，填写不正确将会影响后续投标保证金缴纳。 

2、 企业规模，需要勾选“大型”或“中型”或“小微型”。 

3、 点“选择图片”按钮上传图片后，请点击“查看图片”按钮确认上传的图片无

误。 

 

7、 填写供应商资质信息 

点击“编辑”按钮，填写资质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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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填写人员信息 

点“新增人员信息”，添加供应商单位的人员信息，必填法定代表人以及业务联系

人。 

 

9、 填写供应商出资信息 

点新增供应商出资信息按钮。 

 

10、 填写供应商分支机构信息 

点新增供应商出资信息按钮。 

 

11、 保存及提交 

填写过程中，点“暂存”按钮保存，全部信息填写完成，确认无误后，点“提交”按

钮。 

 

2.2、供应商通过电子营业执照注册入库 

1. 供应商登入界面选择电子营业执照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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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打开微信端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选择扫一扫，扫描电子营业执照登入二维码； 

 

3. 登入首页，部分营业执照信息上存在的信息自动获取并填写，其余信息需填写补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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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信息填写完毕点击提交。  

 

2.3、注册状态 

 

提交后，在信息维护页面，可查看提交的入库信息注册状态。 

 

 待通过：一旦提交入库申请，即变为待通过状态。 

 注册通过：供应商入库信息注册通过，网上办事-打印入库凭证-打印入库通知书加

盖公司公章。 

2.4、CA 锁和签章办理 

 入库信息注册通过以后，网上办事-打印入库凭证-打印入库通知书加盖公司公章，

并至市民中心 12 号楼 2 楼公共资源服务 2 号窗口办理 CA 和签章业务。 

2.5、CA 锁激活     

    供应商领到 CA 锁以后，用 CA 锁登录系统自行激活 

 激活方法 

    1、用账号密码登录系统，点击“信息申报--CA 激活”菜单，然后点“CA 信息读取”，

会弹出“请输入 PIN 码” 窗口，输入 CA 锁密码。 

 
 2、读取信息成功（如下图），然后点击“激活”按钮完成激活。激活后不再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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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号密码登录系统。 

 

 

注：网上报名投标、下载采购文件、上传标书，都需要 CA  Key 接入电脑。 

2.6、CA 登录 

1、选择“CA 锁登录”方式，点击“证书 Key 登录”按钮登录。 

 

 2、弹出的“证书选择…”窗口，单击选中证书，然后点确定按钮，即可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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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密码遗忘 

1、 点击忘记密码。 

 

 

2.填写用户名、预留法人手机号、验证码、以及输入新密码来重置密码； 

 

 

三、供应商网上投标 

 “网上办事—递交《投标（报价）承诺函》”菜单页面显示的项目列表，均是发布了

招标公告的项目，未过投标截止时间的项目，“操作”列会显示“递交承诺书”按钮。 

 1、进入递交页面，点击“提交承诺书”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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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继续点击“提交承诺书”按钮。 

 

 3、承诺书签章，并提交。 

 

 4、点“签章”按钮，弹出电子签章窗口，输入 CA 的钥匙密码，点“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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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 弹 出 电 子 签 章 ， 将 签 章 定 位 到 承 诺 书 的 敲 章 位 置 上 ， 单 击 即 可 。

 

6、签章后点“提交”，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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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如需取消报名，可以点“撤回”按钮。 

 

 8、该项目报名成功后，“是否报名”列显示“已递交全部分包”。 

 

四、下载采购文件 

1、“网上办事—采购文件下载” 菜单页面，点击项目的“查看分包”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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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点击“下载采购文件”按钮。 

   

 

 3、弹出的下载窗口，点保存，或者点下拉框另存为，将项目的采购文件保存到本地电

脑，采购文件后缀名为 TEND。 

 

 

注意 

1、如果点击“下载采购文件”按钮，页面没有提示下载，请检查 CA 锁是否插入

电脑，检查是否用 CA 锁登录系统。如果没有识别到 CA 锁，重新拔插 CA 锁，打开行

助手软件，重新打开 IE 登录系统。如果仍然不能下载采购文件，请联系系统管理员。 

 2、如果供应商尚未激活 CA 锁，或者插入的 CA 锁不属于该供应商，系统会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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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与当前登录用户不符”。 

 

五、标书制作 

5.1、将下载的采购文件导入标书制作客户端 

注：如果项目存在答疑变更，发布更正公告。需要重新下载采购文件 

１、电脑插入 CA 锁，双击打开客户端软件 ，如下图。 

 

２、点击导入按钮，输入ＣＡ锁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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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浏览采购文件所在的路径，选中采购文件并上传。导入成功，如下图。 

 

5.2、招标文件浏览 

１、双击项目名称，进入制作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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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招标文件浏览 

 点击 ，可查看项目的基本信息，评审方式、投标文件初审内

容、评分项等内容。 

 

5.3、投标文件制作 

点击 。点击左侧的采购文件目录节点，右侧定位到标书相应

章节，将相应的标书内容复制到其中，或直接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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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例如填写开标一览表，如下图。 

点击左侧菜单“开标一览表”，在右侧填写开标一览表报价信息、日期信息，点击“保

存”按钮。 

 

 保存后，左侧的采购文件对应菜单节点变为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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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例如填写该项目的“建设方案”节点  

点击菜单节点“建设方案”，右侧栏定位到建设方案章节，填写相应信息，点“保存”

按钮，也可点“导入”按钮导入 Word 文件信息。 

 

注：所有菜单节点都填写完成以后，才能进入下一环节“评审指标响应”，如下图。 

 

 

5.4、评审指标响应 

5.4.1、按大节点加载内容 

点击 按钮，左侧显示标书的菜单节点，点击“加载内容”按

钮，右侧即显示对应的标书内容。 

以此项目为例，点击“项目方案”的“加载内容”按钮，右侧栏显示项目方案的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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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 

 

 

5.4.2、响应点（评分点）定位 

标书中的大节点后面有“加载内容”按钮，加载内容以后，对节点下方的响应点（或

者说是评分点）进行标书位置的定位，偏于评委快速定位到标书的各个响应点位置，进行

评审。 

1、以此项目为例，给 “项目方案”中的响应点“质量方案”响应点定位，定位到项

目方案的具体哪一页，定位到第 3 页，表示项目方案中第 3 页是质量方案的起始页。 

点“响应”如下图。 

 

2、弹出窗口输入评分点名称，然后点确定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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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质量方案 P3”就是刚刚响应的评分点名称，如下图。 

 

 4、将右侧显示的项目方案，翻到第 3 页（右下角翻页按钮）。 

 

 5、点“定位”按钮即可完成响应点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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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定位完成，显示如下图。如需解除绑定重新定位，点对应的解除按钮即可。 

 

 7、所有响应点（评分点）响应以后，进入下一步“投标文件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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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投标文件签章 

1、点 按钮，对标书进行电子签章或签名， 

 

 选择一项，点“签章”按钮签章，签章以后，“是否已签章”显示为 ，所有的章

节都签章以后，才能进行下一步合并标书操作。 

 例如对“项目方案”签章，选择以后，点“签章”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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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签章按钮，弹出请输入密码窗口，输入 CA 锁密码即可，如下图。 

 

 点“电子签章”按钮，弹出“电子签章”窗口，输入 CA 锁密码，定位模式建议选择

“鼠标一次定位连续多页签章”，然后点“确定”按钮。 

 注：下图勾选记住密码。 

 

3、将显示的签章定位都第一页的敲章位置上，单击，则系统自动开始对每页进行签章，

且签章的位置和第一页相同，签章完成点右上角下个文件退出该章节签章，进行下一个文

件的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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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合并标书 

点“合并标书”按钮。 

 

 输入 CA 锁密码。 

 

 合并完成提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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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合并文件（即制作完成的标书），也可点“导出非加密标书”导出 pdf 格式的标

书到本地电脑。 

 

5.7、投标文件导出 

点 按钮，导出投标文件，如下图，文件后缀为 ZC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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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保存按钮，导出成功提示如下图。 

 

5.8、投标文件解密验证 

可验证导出的 ZCDC 格式的投标加密文件是否有效，如果提示损坏，请及时联系管理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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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投标文件删除。 

如需删除项目，选中项目，然后点击上方红色删除（删除后不可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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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上传投标文件 

6.1、上传投标文件 

1、“网上办事--上传投标文件”菜单页面，找到对应的项目，点操作列的“编辑”按钮。 

 

 

 2、点“上传采购文件”按钮。 

 

 

 3、点“识别加密证书”，系统校验是否是当前供应商的 CA 锁，只有供应商匹配的 CA

锁，才能上传投标文件。识别成功后，提示“验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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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识别加密证书通过后，点“选择文件”，浏览并选定客户端制作完成的投标文件，

上传成功后提示“上传成功！”。 

注：上传投标文件大小限制为 100m，超过限制大小将无法上传。 

 

 5、如果投标文件在客户端重新修改过了，那就需要重新导出和上传新投标文件。将原

先上传的投标文件“撤回”，如下图。点“撤回”按钮后，就可重新上传新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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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已报名项目查询 

1、“网上办事—已报名项目查询”页面。 

 

 2、可查询已报名项目所有公告信息。 

 

 

七、开标时标书解密 

开标时需要现场解密标书，请携带上传投标文件所用的 CA 锁。没有携带 CA 锁到现场，

造成标书无法解密，视同没有上传投标文件。 

八、技术支持 

如有疑问，请联系客服人员。 

客服 1：固话：81827717 手机：18112375206  QQ：897651173 

客服 2：18351236161 QQ：798510760 

客服 3：15312557728  QQ：4692877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