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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注册 

详见投标人注册指南 

2. 登录 

链接：http://58.247.46.125:9200/ebidding/login，用户输入用户名，密

码，点击登录即可，主页面如下图所示：

 

3. 绑定 CA 

投标人在递交投标文件之前，需要先绑定 CA，投标人点击【系统管

理】--【绑定 CA】菜单，弹出 CA 绑定页面，如下图所示：

http://58.247.46.125:9200/ebidding/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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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A类型：可选择 CA类型，上海 CA或 CFCA 

B. CA登录：CA 密码输入，选择 CA 类型点击 CA登录 

C. 绑定：点击【绑定】按钮，下面的列表中显示 CA证书详细信息，该 CA与该

投标人唯一对应，CA即代表了投标人的身份 

注意：CA绑定仅支持 IE 浏览器以及 IE 模式浏览器（包括 360 兼容浏览器） 

4. 招标项目（公开/邀请） 

4.1. 邀请函确认/查看（邀请项目） 

项目为邀请项目时，被邀请的投标人选择【投标管理】--【邀请回执】菜单，确

认是否参加该项目投标，具体操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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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输入项目编号/项目名称/标段名称，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查询出特定要

求的项目列表，支持模糊查询 

B： 此处显示确认状态：待反馈（投标人可点击确认参加或不参加按钮）；确认

参加和不参加 

C： 点击【确认参加】按钮，进入投标确认页面，默认自动带出回执电话，投标

人可下载邀请回执模板盖章后上传扫描件，点击发送完成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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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点击【不参加】按钮，弹出确认不参加提示框，选择确定，则不参加该项目

投标：

 

E： 点击【查看】按钮，查看投标邀请的详细信息。 

4.2. 购买招标文件（公开项目） 

邀请确认参加的项目及公开招标项目，投标人选择【投标管理】--【购买招标文

件】菜单，具体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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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后审项目：点击“后审项目”，页面显示所有投标人/供应商可以参与的

所有正在发售招标文件的后审项目的标段（包）。 

B．查询： “标段（包）名称”的关键字，“标段（包）名称”，点击【查

询】按钮，查询结果中会显示含有对应关键字的标段（包）列表。 

C．加入购物车：点击【加入购物车】按钮，此招标文件放入了该投标人/

供应商的购物车中，点击【我的购物车】可查看。 

D．立即购买： 点击【立即购买】按钮，页面跳转到添加订单页面。 

点击“我的购物车”菜单进入我的购物车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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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 招标文件购物车：点击“采购文件购物车”，页面显示所有已经加入到购物

车中的招标文件。 

B. 勾选自己想要购买的文件 

C. 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删除已加入购物车中的招标文件或者过期招标

文件。 

D. 下订单：选中要购买的招标文件前的复选框，点击【下订单】按钮，跳转到

下订单页面，下订单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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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是否邮寄：选择“否”，不需要邮递招标文件或发票，选择“是”，出现邮寄

费字段。 

B．付款方式： 付款方式有 “电汇”，“现金”，“支票”五种，可以选择其中的

任意一种。 

C．保存：保存已填写的页面信息。 

D．提交：点击【提交】提交订单，等待项目经理复核。 

4.3. 文件下载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点击【投标管理】--【文件下载】菜单，可下载购买成功

的招标文件或预审文件（*若项目为免标书费项目，可直接到此处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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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在搜索框中输入想要搜索的标段基本信息如标段编号等，点击【查询】按钮

查找相应的文件 

B：可切换至招标文件下载或预审文件下载列表下载相应的文件 

C： 点击【确认下载】按钮，系统弹出提示框，将认为您已经下载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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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点击此处，下载对应的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至本地，解压后通过投标客户端编

制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投标文件。 

4.4. 投标人澄清管理 

投标人/供应商进入项目主控台点击【招标文件澄清管理】进入文件澄清问题，

如下图所示：

 

点击【招标文件澄清管理】按钮，进入招标/采购文件澄清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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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投标人/供应商提出的问题：显示投标人/供应商向项目经理提出的所有问题。 

B：项目经理回复/澄清：显示项目经理对该投标人/供应商提出的澄清或回复的

所有问题。 

C：提出问题：点击【提出问题】按钮，进入提出澄清问题页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 

a．保存：保存填写的澄清信息，项目经理不可见。 

b．提交：提交填写的澄清信息，项目经理可以查看到。 

项目经理回复/澄清页面如图所示：

 

操作说明： 

A．确认：点击【确认】按钮，跳转到澄清确认页面，如下图所示。  

B．查看：点击【查看】按钮，显示澄清的详细信息。 

注：如澄清内容说明是数据包变成澄清，需点击【查看】下载新的 ebid 文件,

如不下载最新 ebid 文件，递交投标文件可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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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确认澄清需要绑定 CA 

操作说明： 

a．回执：上传已经盖章的有效回执文件。 

b．确认：点击【确认】按钮，告知项目经理已经接收到了此条澄清 

4.5. 投标文件管理 

4.5.1. 客户端编制投标文件 

详见投标客户端操作手册 

4.5.2. 递交投标文件 

注：递交投标文件前需将加密使用的 CA 与该账户绑定，详情请看绑定 CA 

点击主控台页面的【递交投标文件】按钮，跳转至上传投标文件页面，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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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上传文件：投标倒计时截止之前，点击【上传文件】按钮，分别上传.etnd

格式对应的商务文件，技术文件，价格文件，即在投标客户端编制生成的加密文

件。 

B：保存：点击【保存】按钮，保存页面的联系人信息及已上传的投标文件。 

C：递交投标文件：点击【递交投标文件】按钮，弹出一个小窗口，输入正确的

CA密码，点击【确定】即可递交投标文件 

D：撤回投标文件：递交投标文件成功后，在开标之前可撤回，点击【撤回投标

文件】按钮，撤回已递交的投标文件。 

E：下载回执：点击【下载回执】按钮，可查看递交投标文件成功和撤回文件成

功的回执文件，每递交成功一次或每撤回文件成功一次都会生成一个回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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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网上开标管理 

4.6.1. 绑定 CA 

详情可参考绑定 CA 

4.6.2. 签到 

进入开标大厅有两种方式，分别是 HTML5 版和网页版，投标人可随意选择任意一

种进入。 

HTML5 版开标大厅

 

点击主控台的【参与开标会】按钮，进入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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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今日开标项目中自己参与的项目进入该项目的开标大厅，页面自动弹出开标

规则说明，如下图所示：

 

仔细阅读开标规则说明，阅读完毕点击【关闭】按钮关闭开标规则说明，页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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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显示此开标大厅中开标的标段个数。 

B．显示自己是否签到，成功进入开标大厅即签到成功。 

C．显示当前项目名称。 

D．显示当前投标人操作信息。 

E．点击可查看“开标规则说明”。 

F．点击展开聊天窗口，可与项目经理进行交流。 

4.5.3. 解密 

项目经理开标后投标人即可开始解密，投标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解密。 

HTML5 开标大厅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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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解密时间倒计时，投标人必须在这个时间内完成解密 

B．项目经理开标后立即显示，提示投标人解密，点击此箭头，页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 

A．用于 CA解密时输入 CA证书密码。 

B．点击【确定】按钮提交 CA解密的密码，执行解密操作，口令输入的和 CA密

码一样再点击确认。 

C．取消解密。 

D．点击进入密码信封解密模式，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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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填写密码信封解密模式，商务文件，技术文件，价格文件对应的解密密码，

该密码在编制投标文件时和.etnd格式的文件一起生成，存放于.txt格式的文件

中 

B．点击【确定】按钮提交密码，执行解密操作 

C．返回到上一页 

解密成功后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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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签名 

HTML5 开标大厅签名 

项目经理下发开标一览表后，投标人即可签名，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 

A．查看开标一览表：点击显示开标一览表。 

B．签名：点击弹出签名页面。 

C．倒计时：显示签名时间倒计时，倒计时结束后无法签名。 

D．签名状态：显示签名状态，签名成功后显示为“是”。 

签名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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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下载：下载开标记录表。 

B．签名：点击弹出如下页面，在文本框中输入 CA密码，点击【确定】按钮执行

签名操作。  

C．关闭：关闭当前页面，取消签名。 

签名成功后，开标大厅显示签名成功信息，页面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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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评标问题澄清 

评标阶段，评标专家对投标文件中不明白或有异议的地方，可向投标人发出

澄清，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可查看并回复澄清。

 

点击主控台的【评标问题澄清】按钮，进入如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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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说明： 

A．查询：输入“澄清问题标题”或“问题状态”的关键字，点击【查询】

按钮，可查询出含关键字的澄清。 

B．状态：显示当前这条澄清的状态，有“待回复”和“已回复”两种状态。 

C．回复：对于“待回复”状态的澄清，可以点击“回复”按钮进入回复澄

清页面；对于“已回复”状态的澄清，此处会显示【查看】按钮，【回复】的按

钮会隐掉。 

回复澄清页面如下图所示：

 

 

操作说明： 

a．下载评标专家发送的澄清附件 

b．上传回复评标专家的答复附件 

c．答复内容和答复附件填写后，点击【回复】按钮发送给评标专家 

  d．返回到上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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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中标结果公告查看 

中标结果公告发布后，投标人在主控台点击【中标结果公告查看】按钮，进入中

标结果公告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中标结果公告查看】按钮，可查看中标公示相关内容 

4.9. 中标通知书查看 

中标通知书发出后，中标人在主控台点击【中标通知书查看】按钮，可查看中标

通知书内容，没有中标的投标人主控台页面将不显示【中标通知书查看】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