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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企业端登录和系统主页面介绍 

1.1 企业端登录 

打开浏览器（建议使用 IE 10 以上浏览器或者 360 浏览器极

速模式），地址栏处输入 http://jzsctjbb.mohurd.gov.cn/ 回

车，则打开“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

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如下图 1-1-1 所示： 

 

图 1-1-1 企业登录页面 

注意事项： 

1、 用户名提取的是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不允许用户编辑。 

2、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格式为 18 位。 

3、 点击操作手册下载链接，可下载该系统的操作文档说

明。 

4、 系统默认密码为“888888”。 

http://jzsctjbb.mohurd.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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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企业说明 

登录系统，用户名是本企业的统一社会信息代码，输入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后，显示本企业的企业名称。已有《全国工程勘察

设计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或《建设工程监理统计报表系统》

或《工程招标代理机构统计报表系统》中，任意系统密码均可以

作为新系统密码，登录成功后当前系统密码作废，需重新注册密

码，密码结构（数字+字母)，如忘记密码请联系统计报表管理部

门。 

本系统只有招标代理机构可以进行注册，新注册招标代理机

构用户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密码为“888888”，登录后进行修

改密码。登录界面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企业注册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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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系统主页面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上图“登录”按钮，进入全国工程

勘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

主界面，如下图 1-3-1 所示： 

 

图 1-3-1 系统主界面 

主界面功能介绍： 

 

图 1-3-2 系统主界面 

该界面分为：主按钮显示区、功能按钮区、记录显示区、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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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设置。 

   主按钮显示区：包括企业基本信息、勘察设计、工程监理、

招标代理四个按钮；  

功能按钮区：修改、删除、查看、审核意见、补充财务证明。 

用户设置：位于界面右上角，包括帮助文档下载、修改密码、

退出等功能。 

导航点击【用户设置-修改密码】，进入修改密码页面，输入

原登录密码，设置新密码，密码联系人，联系手机号。点击“确

定”按钮后，弹出提示信息如下图 1-3-3，1-3-4 所示：

 

图 1-3-3 提示信息 

 

 

图 1-3-4 提示信息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_操作手册 

5 

 

点击上图“确定”按钮，密码修改成功，返回报表主列表界

面， 

【退出】：点击该按钮退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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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功能介绍 

1.1 企业基本信息维护 

企业填写申报报表之前，会提示补充企业基本信息。填写企

业基本信息的必填项，点击保存企业基本信息后，才可以进行报

表填报，如图 1-1-1 所示进行企业基本信息维护： 

 

图 1-1-1 报表系统主界面 

点击“基本信息”按钮--进入企业基本信息维护页面，编辑

补充录入企业相关信息，如图 1-1-2 所示： 

 

图 1-1-2 企业基本信息维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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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勘察设计报表企业填报 

该模块用于填写报表内容，包括：勘察设计企业基本情况表、

企业人员情况表、企业业务情况表、科技活动情况表、财务状况

表、统计报表真实性和准确性声明文件等信息。 

点击“勘察设计”按钮，进入勘察设计填报页面，录入相关

内容，如图 1-2-1 所示： 

 

图 1-2-1 添加勘察设计信息页面 

录入企业人员情况表、企业业务情况表、科技活动情况表、

企业财务状况表、附件材料等，如图 1-2-2, 1-2-3, 1-2-4, 1-2-5, 

1-2-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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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 企业人员情况表主页面 

 

图 1-2-3 企业业务情况表主页面 

 

图 1-2-4 科技活动情况表主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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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5 企业财务状况表主页面 

 

图 1-2-6 附件材料主页面 

进行报表相关信息的填写，点击“保存”按钮，提示：“保

存成功！”。如图 1-2-7 所示： 

              

           图 1-2-7 保存成功弹出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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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按钮后，再次点击“返回”按钮，返回主界面并显

示该条记录。如图所示 1-2-8 所示： 

 

图 1-2-8 勘察设计列表主页面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生成的勘察设计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修改的勘察设计报表，点击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勘察

设计报表修改页面，如图 1-2-9 所 

 

图 1-2-9 修改勘察设计报表页面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勘察设计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删除的勘察设计报表，点击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弹出删除

提示框，如图 1-2-10，1-2-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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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0 删除勘察设计报表 

 

           

图 1-2-11 删除勘察设计报表提示框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勘察设计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查看的勘察设计报表，点击操作列的查看按钮，进入查看

勘察设计报表详情页面，该页面只能查看报表详情信息，不可进

行修改，如图 1-2-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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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2 查看勘察设计报表详情页面 

企业登录系统会提示财务值是否超过 6 亿人民币，需在 2020

年 5 月 31 日之前进行报送财务材料。如果企业上报的勘察设计

的收入超过6亿人民币则进行上报财务补充扫描件，如图1-2-13，

1-2-14 所示： 

 

图 1-2-13 补充勘察设计财务扫描件页面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_操作手册 

8 

 

 

图 1-2-14 补充勘察设计财务扫描件上报附件页面 

在该页面点击上传扫描件按钮，上传补充财务证明扫描件的

附件上传，上传成功后，点击上报，提示“上报成功”则财务补

充扫描件上报成功。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建设工程监理、工程招标代理统计报表信息管理系统_操作手册 

9 

 

1.3 工程监理报表企业填报 

该模块用于填写工程监理报表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人员情况、企业业务情况、企业财务状况、附件材料等信息。 

点击“工程监理”按钮，进入工程监理填报页面，录入相关

内容，如图 1-3-1，1-3-2, 1-3-3, 1-3-4 所示： 

 

图 1-3-1 添加工程监理企业基本信息页面 

 

图 1-3-2 添加企业人员情况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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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3 添加企业业务情况信息页面 

 

图 1-3-4 添加企业财务状况信息页面 

工程监理收入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企业需要申报财务证明

材料扫描件：统计报表真实性和准确性声明、资产负债表、利润

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现金流量补充表等附件材料的上传，

进行报表上报,如图 1-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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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5 添加附件材料信息页面 

工程监理报表信息添加成功，返回报表列表页面，新增一条

数据，如图 1-3-6 所示： 

 

图 1-3-6 报表统计列表主页面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工程监理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修改的工程监理报表，点击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工程

监理报表修改页面，如图 1-3-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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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7 修改工程监理报表页面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工程监理统计报表

选择需要删除的工程监理报表，点击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弹出删

除提示框，如图 1-3-8，1-3-9 所示：

 

图 1-3-8 删除工程监理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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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3-9 删除工程监理报表提示框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工程监理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查看的工程监理报表，点击操作列的查看按钮，进入查看

工程监理报表详情页面，该页面只能查看报表详情信息，不可进

行修改，如图 1-3-10 所示： 

 

图 1-3-11 查看工程监理报表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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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招标代理报表企业填报 

该模块用于填写招标代理机构报表内容，包括：企业基本情

况、企业人员情况、企业业务情况、企业财务状况、附件材料等

信息。 

点击“招标代理”按钮，进入招标代理填报页面，录入相关

内容，如图 1-4-1，1-4-2, 1-4-3, 1-4-4 所示： 

 

图 1-4-1 添加招标代理信息页面 

 

图 1-4-2 添加业人员情况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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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3 添加企业业务情况信息页面 

图 1-4-4 添加企业财务状况信息页面 

招标代理收入超过 3000 万元人民币的企业需要申报财务证

明材料扫描件：统计报表真实性和准确性声明、利润表（损益表）、

资产负债表等附件材料的上传，进行报表上报,如图 1-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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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5 添加企业附件信息页面 

 

招标代理报表信息添加成功，返回报表列表页面，新增一条

数据，如图 1-4-6 所示： 

 

图 1-4-6 招标代理报表统计列表主页面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招标代理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修改的招标代理报表，点击操作列的修改按钮，进入招标

代理报表修改页面，1-4-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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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4-7 修改招标代理报表页面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招标代理统计报表

选择需要删除的招标代理报表，点击操作列的删除按钮，弹出删

除提示框，1-4-8，1-4-9 所示：

 

图 1-4-8 删除招标代理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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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4-9 删除招标代理报表提示框 

记录显示区选中相关记录，可对添加的招标代理统计报表选

择需要查看的招标代理报表，点击操作列的查看按钮，进入查看

招标代理报表详情页面，该页面只能查看报表详情信息，不可进

行修改，如图 1-4-10 所示： 

 

图 1-4-10 查看招标代理报表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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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信息上报 

报表填写界面，点击“上报”按钮，则进行报表数据报送。

如图：1-5-1 所示： 

 

图 1-5-1 报表上报页面 

点击上报按钮后，报送成功，系统提示：“上报成功！”如图

1-5-2 所示： 

 

图 1-5-2 报表上报成功提示框 

 

点击“确定”按钮，返回报表列表主界面，同时该记录的上报状

态改为“企业已上报”。如图 1-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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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3 报表上报成功列表主界面 

 

勘察设计、工程监理、招标代理统计报表上报后，报表列表状

态变为企业已上报，如图 1-5-4 所示： 

 

图 1-5-4 所有上报成功列表主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