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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交易证流程 

企业注册交易证流程

信息申报责任人 办理CA、激活IC卡同步入库网上核验

流
程

填写注册信息 网上核验 同步入库 办理CA锁和激活IC卡

 

注： 1. “信息申报责任人”必须是经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正式员工，负责交易单位提交至公共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所有相

关信息和资料的审查、核对，交易单位对其审核、提交等操作行为负责。 

2. “交易员”必须是经法定代表人授权的正式员工，负责在平台办理相关招标投标交易事务，交易单位对其交易

行为负责。交易员应当熟悉和遵守交易活动的各项管理制度，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业务培训。 

3.信息申报责任人注册完后可使用注册后的用户和密码登录系统。企业办理完交易证 (绑定 CA 锁) 后,可用注册

的用户名、密码或者企业 CA 锁登录。 

4.交易证申请成功，并办理 IC 卡激活后，交易员可登录交易证系统：用户名（交易员名字+身份证后两位），密码

（注册交易员身份证后六位） 

5.交易单位注册后，请及时完善企业各项信息并于 5 日内提交，逾期将视为无效注册，系统将自动删除所有资料。 

⒍注册信息保存后可以继续编辑，提交后在交易中心核验完成前不能编辑 

7.请使用 IE8.0版本进行系统操作 

一、信息申报责任人【注册】  

1．进 入 宁 波 市 公 共 资 源 交 易 中 心 网 站

（http://www.bidding.gov.cn/index/index.htm）点击交易证管理。 

 

 

http://www.bidding.gov.cn/index/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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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界面右下角“注册”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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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带*项为必填）。填写完后，点击“立即注册”。如发现

组织机构代码证已被注册，请参照本手册中“删除恶意注册账号流程”中“二、

手动删除”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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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用注册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 

 

 

二、信息申报责任人登录编辑信息提交 

1．信息申报责任人成功登录系统后，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信息—基本信

息”项，切换到办理中页面，点击操作栏中的办理按钮，进入企业【基本信息】

编辑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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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编辑企业基本信息（带*为必填项），请按照企业信息如实填写，如部分必填

项确实没有的，请填写“无”。 

 

3．完成企业基本信息编辑及附件上传，所有信息全部确认完成后点击“提交”，

信息提交至交易中心网上核验处。 

 

4．信息提交后，基本信息右侧的数字①消失，代表页面办理中没有信息需要办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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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流程状态可以在“办理历史”中查看 

 

5．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信息—企业人员”项，进入办理中页面，点击操

作栏中的办理，进入【企业人员】编辑模块 

注：注册交易证时，企业人员中必须要添加至少一个交易员身份的人员 

 

6．点击“添加”，弹出人员新增界面编辑相关信息 
注：企业开展招投标业务活动，必须至少有一个交易员 

 



宁波公共资源交易证系统操作手册——企业用户 

 8 

7．人员基本信息编辑完成后，如果人员有其他信息内容需要编辑，拖动滚动条

至页面底部，可以添加人员的资质证书，人员业绩，人员获奖，不良行为，安全

生产考核合格证。信息完成编辑后，点击【确认并返回】 

 

8．若还有人员需要增加，点击【添加】；若没有人员再添加，点击“提交”，可

将新增的人员“基本信息”和相关的其他填写的信息一并提交至交易中心网上核

验处。 

 

9．成功提交后，企业人员数据流程状态可在“办理历史”中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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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信息—企业资质”项，进入【企业资质】模块  

 

11．企业资质编辑完成后，点击“提交”，信息提交至网上核验人员处 

 

12．信息提交后，企业资质列表新增一条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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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所有信息都提交交易中心后等待交易中心网上核验，核验通过后企业信息

申报责任人将收到核验通过的短信，信息申报责任人登录系统，在企业【基本信

息】模块内打印《宁波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证办理登记表》，按照短信内容及

《关于启动网上办理宁波市公共资源交易证的通知》要求准备现场办理 CA 证书

和激活 IC 卡需提交的资料。如果核验不通过，企业信息申报人将收到核验不通

过的短信内容，信息申报责任人登录系统查看详细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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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信息变更流程 

一、企业基本信息变更 

 

注：1.交易员和信息申报责任人都可以变更企业信息，若是交易员发起变更，需

要经过信息申报责任人的核验。 

2．交易员的账号只有在现场激活 IC 卡才能使用 
 

1．交易证注册完成后交易员凭用户名与密码登录后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

信息—基本信息”项，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模块，点击页面下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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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入基本信息编辑界面，编辑需要变更的内容后点击“提交”。信息内容将

推送至企业信息申报责任人处审核。 

 

3．信息申报责任人进入基本信息编辑界面，点击【办理】按钮，将需要审核的

基本提交至交易中心网上核验处 

 

二、企业人员信息变更 

 
注：非交易员信息变更参照企业基本信息变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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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交易员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企业信息—企业人员”项，进入企业【企业人

员】模块。 

 

2．点击“添加”，弹出人员新增界面编辑相关信息。 

 

3．若还有人员需要增加，点击【添加】；若没有人员再添加，点击“提交”，可

将新增的人员“基本信息”和相关的其他填写的信息一并提交至信息申报责任人

处核验 

信息编辑完成，点击提交，信息推送至信息申报责任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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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信息申报责任人核验信息 

1．信息申报责任人使用企业 CA 锁登录交易证系统，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基

本信息审核—企业信息内部审核”，进入企业【企业信息内部审核】模块。  

 

2．选中需要审核的信息内容点击操作栏下的“办理”，对交易员提交的信息进

行审核 

 

3．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按钮，信息将推送至交易中心网上核验处，等

待交易中心人员进行核验操作。如果信息申报责任人审核时发现信息提交有误

则点击【回退】按钮，给出回退意见后提交，那么信息将返回至企业交易员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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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调动流程 

一、人员调动 

人员调动

B企业信息申报责任人A企业信息申报责任人

阶
段

人员进入自

由人库

从自由人库添

加解聘人员
解聘人员

 

1．A 企业的信息申报责任人登录交易证系统，进入企业人员模块。在人员列表

操作栏内对选择需要解聘的人员，点击解聘 

 

 

2．B 企业的信息申报责任人登录交易证系统，进入企业人员模块。点击【从自

由人库添加】 

 

注：该人员在企业若要担任交易员职务，需要再走变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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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锁续费流程 

CA锁续费

信息申报责任人 交易中心 CA窗口

信息申报责任
人通过账户密
码登入系统

信息申报责任
人发起CA锁续

费申请
办理CA锁

绑定CA锁

 

一、CA 锁续费 

1．CA 锁快过期时由信息申报责任人登陆交易证系统，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CA

锁企业管理”，通过识别 CA 锁的编号，找到对应的 CA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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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续费】，系统将向信息申报责任人的手机发送一条含有续费验证码的短

信，并在 CA 锁记录表中保存 

 

3．信息申报责任人到交易中心的 CA 窗口办理 CA 锁续费 

4．信息申报责任人携带过期的 CA 锁和短信验证码到交易中心现场核验窗口绑

定 CA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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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锁挂失补办流程 

CA锁遗失补办

信息申报责任人 交易中心 CA窗口

信息申报责任
人通过账户密
码登入系统

信息申报责任
人发起CA锁遗

失申请
办理CA锁

绑定CA锁

 

二、CA 锁挂失 

5．信息申报责任人发现 CA 锁遗失，并且确认是无法找回（若可以找回，请按

照 CA 锁冻结解冻流程操作），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交易证系统，点击左侧导

航栏中的“CA锁企业管理”，通过识别 CA 锁的编号，找到对应的 CA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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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点击“挂失”，输入挂失的原因，点击提交即可，系统将向信息申报责任人的

手机发送一条含有挂失验证码的短信，并在 CA 锁记录表中保存 

 

7．信息申报责任人到交易中心的 CA 窗口办理 CA 锁 

8．信息申报责任人携带补办的 CA 锁和短信验证码到交易中心现场核验窗口绑

定 CA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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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锁新增流程 

CA锁新增

信息申报责任人 交易中心 CA窗口

信息申报责任
人登入系统

信息申报责任
人发起CA新增

申请
办理CA锁

绑定CA锁

 

一、 CA 锁新增 

1．信息申报责任人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交易证系统，点击左侧导航栏中的“新

增 CA 锁申请”，然后点击新增申请，输入需要新增的 CA 锁个数，点击提交，

系统将发送对应个数的验证码到信息申报责任人的手机上，验证码同时在 CA 锁

记录中保存 

 

2．信息申报责任人到交易中心的 CA 窗口办理对应个数的 CA 锁 

3．信息申报责任人携带 CA 锁和短信验证码到交易中心现场核验窗口新增 CA

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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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锁冻结解冻流程 

CA锁冻结解冻

信息申报责任人 交易中心

冻结CA锁 解冻CA锁

 

一、CA 锁冻结 

1．信息申报责任人发现 CA 锁遗失，使用用户名和密码登陆交易证系统，点击

左侧导航栏中的“CA 锁管理”，通过识别 CA 锁的编号，找到对应的 CA 锁进行冻

结 

 

2．CA 锁冻结后，手机会收到一条关于 CA 锁冻结的验证码，验证码同时在 CA

锁记录中保存。 

二、CA 锁解冻 

1．信息申报责任人找到 CA 锁，带着找回的 CA 锁和解冻 CA 锁的验证码来到

交易中心，由交易中心人员解冻 CA 锁 

 



宁波公共资源交易证系统操作手册——企业用户 

 22 

IC 卡挂失补办流程 

 

一、IC 卡挂失 

1．信息申报责任人点击左侧菜单栏中的“交易员 IC 卡—IC 卡挂失管理”，进

入企业【IC 卡挂失管理】模块。 

 

2．点击操作栏内的“挂失”，点击弹出框内的“IC 卡挂失”完成。 

 

二、IC 卡补办 

1．到交易中心补办 IC 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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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申报责任人找回用户名及密码 

一、找回密码  

1．信息申报责任人在登录界面点击【忘记密码】按钮 

 

2．输入企业的信息，点击发送短信。若系统校验信息正确，则发送验证码至信

息申报责任人手机；若系统校验信息错误，则需要重新填写信息。输入验证码进

入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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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申报责任人重置密码即可 

 

注：若刚注册成功，基本信息未完善过，信息申报责任人的身份证号码未在系统中填过，找

回密码无法对应信息。可根据下方的流程，删除注册记录后重新注册。 

 

删除恶意注册账号流程 

一、手动删除 

 

1．信息申报责任人编辑注册信息发现自己企业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或主体名称

已被注册，携带组织机构代码证和营业执照到交易中心申请删除恶意注册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