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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本说明书为指导赢标·法正电子招标采购交易平台（简称：赢标平台）审核人员编写，便于用户快速掌握平台相关功能及其使用。赢标·法

正电子招标采购交易平台由法正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开发，面向客户是招标采购行业所有公众，使用时凭用户名和密码登录或者 CA 登录。此版

本为便于集团公司统一简便管理，审核使用账号登陆方式，并采用 CA 统一签章。 

1.2 参考资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 

《电子招标投标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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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建立统一的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工作方案》 

《电子招投标系统检测认证管理办法(试行)》 

《“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 

《招标公告和公示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系统数据规范（V2.0）》 

GB 18030-2005 信息技术 中文编码字符集 

GB/T 7027-2002 信息分类和编码的基本原则与方法 

GB/T 10113-2003 分类与编码通用术语  

GB/T 17710-2008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校验字符系统 

GB 2312-1980 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  

GB/T 7408-2005 数据和交换格式信息交换日期和时间表示法 

GB/T 18391.1-2009 信息技术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第 1 部分：框架 

GB/T 19488.1-2004 电子政务数据元第 1 部分：设计和管理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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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260-2007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代码 

 GB/T 4754-2011 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GB 11714-1997 全国组织机构代码编制规则 

GB 32100-2015 法人和其他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编码规则 

GB/T 12406-2008 表示货币和资金的代码 

GB/T 2659-2000 世界各国和地区名称代码 

GB 11643－1999 公民身份号码 

《公共资源交易平台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第 39 号令） 

《电子招标投标系统技术规范（第 1 部分：交易平台技术规范）》 

《政府采购业务基础数据规范》 

DZ/T 0431-2005 矿业权档案立卷归档规范企业国有产（股）权交易、资产交易信息数据规范 

GB/T 8561-2001 专业技术职务代码 

GS15-2006 《工商行政管理市场主体注册号编制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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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 5-2013 《纳税人识别号代码标准》 

《公共资源交易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发改法规﹝2018﹞316 号） 

《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专业分类标准》 

《审批监管平台投资项目信息共享规范》 

《企业资质序列行业和专业类别编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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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产品功能简介 

2.1 产品功能综述 

1、 后台管理 

后台管理，包含用户角色管理、数字证书办理、会员订单管理、流程管理等功能； 

2、 交易系统 

系统功能的实现。 

招标：包括注册、发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等所有环节的线上全流程。竞争性谈判、单一采购来源、询价采购、竞争性磋商等业务流程。电子招投标项目

交易平台功能模块 

①项目创建：自行招标、委托招标、公开招标、邀请招标、资格预审、资格后审、两阶段。 

②网上报名、网上资格审查 

投标单位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投标报名，网上下载招标文件，实现网上的资格审查，同时可完成网上的答疑工作。 

②网上招标、网上投标 

借助招标文件编制工具将招标文件和工程量清单（或货物清单）、CAD 电子图纸打包后进行 CA 数字证书签名并加盖电子印章形成电子招标文件，供投标单位在

网上下载。借助投标文件编制工具，将投标函、商务标、技术标、综合标等内容打包后进行 CA数字证书签名，再加盖电子印章和第三方可信时间戳生成电子投标文

件，将该电子投标文件进行加密后上传平台投标系统，完成网上投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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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网上开标唱标 

虚拟开标大厅，实现了网上开标唱标，开标时，由各投标单位登陆网上开标大厅，插入 CA 证书，完成对自己投标文件的解密，全部投标文件完成解密后，由代

理机构对所有成功解密的标书一次性完成唱标工作。如采用现场开标的，其开标数据通过网络对外直播。 

④网上评标、网上询标 

专家借助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工具完成评标工作，评委可直接调取投标单位的投标文件、资质扫描件和业绩，方便了评委的打分；对投标单位的询标和质疑，可

借助远程视频交互系统来实现。 

⑤评标结果公示 

所有评委打分结束后，由系统自动完成评标结果的汇总，并生成评标报告，各评委利用 CA 证书对评标报告进行签字确认，中标结果经确认后由系统自动推送到

平台和政府指定网络媒体进行公示，投标单位可通过平台在线缴纳综合服务费后，在网上下载和打印中标通知书。 

3、 辅助系统 

辅助工具包含开标工具、评标工具、清标工具、招标文件编制工具、投标文件编制工具。 

当前绝大多数招标代理机构对全面使用全流程电子交易平台持谨慎态度，所以目前多数代理机构仍然沿用线下招标的方式，招标行业信息化仍然非常滞后。在

大多数招标代理机构仍然采用传统招标方式的情况下，部分招标代理机构逐渐提出在评标等比较费时费力的环节使用工具来代替传统的线下环节，是从传统的线下

招投标向电子化招投标迈进的一个过程，我公司从此方向切入市场，辅助工具 可与比比电子赢标--法正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对接作为业务流程的环节，也可单独

提供给用户进行独立使用，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适应市场的需求。 

1）资格预审文件编制系统 

①资格预审文件范本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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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Word文档编辑资格预审文件范本，确定的不可编辑部分实现锁定，对可以编辑部分实现编辑区域、下拉框、勾选等操作设置。 

②资格预审文件编制 

在资格预审文件范本的基础上填空或勾选等操作，完成对资格预审文件的内容编写。然后进行文档格式转化、签名、签章及压缩、固化，生成电子版的资格预审

文件。 

2）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编制系统 

根据资格预审文件的要求，逐项编辑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相应内容，完成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内容编写。然后进行文档格式转化、签名、签章及压缩、固化，

生成电子版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 

3)招标文件编制系统 

①招标文件范本编辑 

基于 Word文档编辑资格预审文件范本，确定的不可编辑部分实现锁定，对可以编辑部分实现编辑区域、下拉框、勾选等操作设置。企业招标的项目类别较多，

招标范本更新较快，需要非常灵活的范本加工及归档方式，以便于编制招标文件。 

②招标文件编制 

在企业编辑好的招标范本（比如《标准施工招标文件》）的基础填空或勾选等操作，实现招标文件的规范化编制，自动对招标文件需要固定内容进行锁定，编制

人只需按照要求填空即可，系统自动生成符合评标系统要求技术标招标文件，是招标人（代理）编制招标文件（技术标）的工具，并提供数字证书（CA）签名功能的

系统。 

4）投标文件编制系统 

投标人编制电子投标文件的专用系统，与招标文件要求自动对应，投标人通过直接导入电子招标文件进行投标文件编制，在导入招标文件的同时按照招标人（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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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代理机构）的要求自动创建投标文件的目录，投标人只需在相应章节填写技术标投标文件的内容。在减轻投标人工作量的同时，也保证了投标文件在最大限度上响

应招标文件的要求，满足评标的数据要求。并实现 CA数字证书电子签名、加密功能。 

5）在线开标系统 

开标会上招标人或者招标代理机构对投标文件的检查和导入、唱标，自动对投标文件进行初步的符合性检查。投标人在规定的时间内登录网上开标室，使用数字

证书进行解密，完成开标过程。 

4、 档案管理 

对招标投标数据和文件、活动记录（招投标过程中操作人员和时间）等进行存档信息，可查阅。同时对招投标活动中的附件信息等重要电子文档进行分类、整理

和归档。 

5、 统计分析 

根据用户的角色、权限、依托平台的业务数据对用户关注的信息进行统计，形成报表，同时可对数据进行分析，形成趋势图，对用户未来的业务发展方向起到

靶向作用。 

6、 接口实现 

内部接口：实现与门户网、辅助工具端的数据互通，形成闭环的业务系统。 

外部接口：随着公司业务的发展，将来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系统与比比电子赢标--法正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对接，实现数据的传输，比如各个监督平台、各地

方及国家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等外部系统，外部接口开发需灵活应对，能适应多个外部系统的对接需求。 

7、 基础平台 

1）工作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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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对审批流进行独立设计，使平台的审批流更加灵活自由，符合当前实际业务的需求，审批流管理需要引进工作流引擎，审批流程应能满足以下要求。 

平台审批：平台可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等重要环节进行审批流管理，可依据业务需要实时进行灵活配置，并提供审批流开通关闭功能； 

代理机构、招标方、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可对招标公告、招标文件等重要审批环节进行审批流管理，不同的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审批特点定制符合自身的审批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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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注册 

注：此为集团公司审核人员操作流程 

第一步：首先，必须使用 IE9 及 IE9 以上浏览器输入 www.fzbidding.com，登录赢标平台。 

1、 点击主页面的【我要注册】，弹出注册协议，用户可选择查阅，点击【确定】，进入注册页面。 

2、 按照注册内容填写数据项，填写完毕后提交。填写数据项及注意事项如下图： 

http://www.fzbid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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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注册成功后，采用注册时设置的【用户名】和【密码登陆】，进行企业基本信息设置。维护相关企业基本信息后，选择申请的角色类型，点击【提交】，等

待系统管理人员审核。（注：集团公司角色申请只需要选择代理机构角色，其他角色无需选择）；具体填写数据及注意事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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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提交后等待审核通过即可完成注册。（注：此时的账号为企业账号不是业务操作账号。） 

第四步：审核通过后，需要维护企业相关的部门信息、角色信息及人员信息。 

1、 点击【组织机构管理】菜单—>【部门管理】子菜单，并按照下图操作添加部门名称，并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添加部门。注：示例部门名称维护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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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添加为“招标 X 部”。如：招标一部、招标二部）。 

2、 点击【组织机构管理】菜单—>【角色管理】子菜单，并按照下图操作添加角色名称、选择角色类型，并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添加部门。 

（注：角色维护时，示例“审核人员”一种角色即可，相应的权限只选择审核。其他权限交易流程、知会无须选择及定义） 

3、 点击【组织机构管理】菜单—>【员工管理】子菜单，并按照下图操作添加员工姓名、用户名等信息，同事设置员工部门及角色，并点击【确定】按钮即可完

成员工添加，员工可使用手机号登录交易平台并开展招标交易业务。 

（注：员工维护时，姓名定义为“姓名+审核人员”，角色选择只选择与定义与审核权限相关的角色）。 

具体数据填写及注意事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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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以上信息维护完成后，企业管理人员即可退出，【员工维护】中的审核人员即可用维护的账号进入平台进行业务流程的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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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章 运行环境 

 首先，必须使用 IE9 及 IE9 以上浏览器输入 www.fzbidding.com登录赢标平台。如下图： 

 

图 4.1 

http://www.fzbid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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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步：在主页面的下载中心，下载安装 CA 驱动程序、电子签章驱动程序、PDF阅读程序、投标文件编制系统（安装时，退出杀毒软件，关闭所有网页）。 

如下图安装相关的驱动及插件程序。 

 

 

 

图 4.2 

 第三步：安装 2010版 office及 2010版本以上即可（建议卸载其他版本的 office，包括 wps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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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登陆 

（在使用 CA证书登录前要安装好驱动程序） 

第一步：必须使用 IE9 及 IE9 以上浏览器输入 www.fzbidding.com登录赢标平台，如下图： 

 

图 5-1 

 

http://www.fzbidd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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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 

1、 “代理机构/招标人”选择登录入口，使用维护好的账号登录。内部版本业务审核人员使用账户登录方式即可。 

2、  “代理机构/招标人”插入个人 CA证书后，选择【CA】，点击“登录”，输入 CA证书 PIN码（用户密码）后，确认“登录”。（市场版本两种方式兼容） 

 

图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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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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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交易平台操作 

此使用版本限适用于招标项目的公告审核、中标候选人公示审核、中标结果公示审核。各类信息同步中国招标投标公共

服务平台。 

以下均集团总公司招标审核人员操作流程。 

操作流程为 1、公告审核--->2、中标候选人公示审核--3、中标结果公示审核 

6.1 公告审核 

注：审核人员操作时，前提是需要插入“集团签章 CA”。并运行 IE 浏览器是在管理员模式下打开平台。 

具体操作方法：选择桌面 IE 快捷图标，鼠标右键点击，选中“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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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审核人员使用自己的账号和密码登陆平台，在平台首页左侧可以查看相应的功能菜单；点击界面左边“签章审核”出现当前界面。然后点击“公告

签章”。 

 

图 6.1-1 

第二步：点击“待审核”按钮出现当前页面，审阅公告内容，如果公告内容无误，点击页面菜单按钮【选择签章】，弹窗签章选择框输入密码，并选择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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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在公告页面指定位置进行签章；如果公告内容不符合，在此页面选择“驳回”，并填写驳回意见，等待招标业务人员再次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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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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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保存签章”按钮出现当前页面，页面提示保存成功；再点击“审核签章”，弹窗是否发布公告，点击确定，公告自动发布成功。 

  

图 6.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