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监管系统

操作使用说明书



2

目录

第一章 系统环境搭建............................................................................... 3

1.1 系统运行环境................................................................................ 3

1.2 插件安装包下载............................................................................ 3

1.3 安装签章软件................................................................................ 3

1.4 安装工具箱.................................................................................... 5

第二章 登录方式....................................................................................... 6

2.1 登录入口........................................................................................ 6

2.2 登陆方式........................................................................................ 6

第三章 功能介绍....................................................................................... 8

3.1 项目在线监管................................................................................ 8

3.2 招标备案...................................................................................... 13

3.3 事中项目管理.............................................................................. 15

3.4 综合查询...................................................................................... 20

3.5 投诉处理...................................................................................... 21

3.6 电子档案...................................................................................... 23

3.7 量化扣分...................................................................................... 24

3.8 标后评估...................................................................................... 30

3.9 可疑行为分析.............................................................................. 36

3.10 远程视频会议............................................................................ 38

3.11 标厅预约情况............................................................................ 38



3

第一章 系统环境搭建

1.1 系统运行环境

1.2 插件安装包下载

下载链接：

http://60.212.191.165:10000/PortalQDManage/PortalQD/DowloadInfo?I

temId=17360baf-6aad-453f-94b9-4675768b3dad

下载后解压安装文件包，里面包括签章软件及交易系统

工具安装包。

1.3 安装签章软件

双击运行 Installer.exe 安装文件，请按照提示及默认

路径完成安装。

操作系统
微软官方完整版的 Windows 7 及以上操作系统，尽量不要使用第

三方修改或者署名以及精简版操作系统。

浏览器 IE9.0 及以上。建议使用 IE11

OFFICE 软件
建议使用微软完整版 0ffice2003-2016 版本，不支持精简

版 Office 软件。兼容 wps 办公软件。

杀毒软件 安装过程中，关闭杀毒软件

下载工具
下载程序时,直接使用浏览器自带下载工具即可,尽量不要使用迅

雷等第三方下载工具。防止在转码方面出现问题。

http://60.212.191.165:10000/PortalQDManage/PortalQD/DowloadInfo?ItemId=17360baf-6aad-453f-94b9-4675768b3dad
http://60.212.191.165:10000/PortalQDManage/PortalQD/DowloadInfo?ItemId=17360baf-6aad-453f-94b9-4675768b3d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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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安装工具箱

第一步：双击安装文件 setupwhzb.exe，系统采用智能

化安装引擎，请按照提示及默认路径完成安装（只需点击下

一步即可）。

请在默认路径下安装，不要修改安装目录。安装过程中

建议关闭杀毒软件，以防出现误杀情况，如果杀毒软件出现

提醒，请选择允许操作。

安装完成后，桌面出现“威海市建设工

程电子交易系统(招标文件制作工具)

1.0”、招投标助手图标。

要点提示：招投标助手一般为开机自启，如被拦截未启

动，需要手工运行启动。助手启动是进行各项业务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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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登录方式

2.1 登录入口

通过威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www.whggzyjy.cn）“监管

系统登录”模块入口，进入系统登录界面。

2.2 登陆方式

2.2.1 用户名密码登陆

主管部门可使用监管系统用户名、密码登录系统，登录

后仅可在线查看部分业务。

2.2.2 CA 数字证书登陆

主管部门插入 CA 数字证书设备，系统识别到数字证书

设备后，也可输入 CA 绑定密码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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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功能介绍

3.1 项目在线监管

3.1.1 项目进程监管

主管部门可通过本栏目掌握各项目进展情况，可在线查

看项目进度、业务节点操作情况，并可追溯项目全过程日志

信息。

点击“项目进程监管”栏目，右侧展示项目全生命周期

节点。通过不同颜色标记各节点进程。蓝色表示已完成；橙

色表示正在进行；灰色表示未开始。

可以通过不同筛选条件查询目标项目。

可以直接点击进程节点，自动展开该节点的详细信息。

也可点击项目名称后，进入项目详情后，再点击相应节点查

看项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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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可查看以下内容：

（1）项目登记、招标公告（资格预审公告）、招标文

件（资格预审文件）、澄清文件、中标公示、中标公告等节

点信息；

（2）查看项目开评标电子数据。点击【开标评标】按

钮即可查看。

3.1.2 视频监管

3.1.2.1 视频实况

主管部门可以实时在线查看本区域项目开评标现场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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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画面，进行在线监管。

点击【新视频实况】，右侧显示本区域内当日评标的项

目及四个视频模块（初始为黑色屏幕），选中任意一模块，

该区域显示为红框，再点击标厅摄像头，视频将在该模块进

行播放。

3.1.2.2 视频回放

主管部门点击【视频回放】可以查看历史项目，对以往

项目开评标现场视频进行回放。

注意：市中心、荣成分中心、乳山分中心回放视频需要

安装海康威视组件（可联系客服：0631-5819292）；文登分

中心无需安装组件，通过浏览器可完成播放。

3.1.2 评标动态监管

主管部门通过“评标动态监管”栏目，可以实时查看当

日本区域项目开评标进度。此功能须使用 CA 数字证书登陆

可查看。

点击“评标动态监管”栏目，可查看本地区今日开标项

目情况，绿色表示今日有项目，灰色表示无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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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绿色方框，进入开评标项目详情页面。

通过详情页面，主管部门可查看项目的以下信息内容。

【查看控制价】：显示该项目所有标段的控制价；

【检查招标文件】：显示本项目已上传的投标文件个数；

【查看签到】：查看本项目已完成签到的投标人情况；

【查看解密】：查看本项目已成功解密的投标人情况；

【解密统计】：统计本项目解密起止时间及总耗时；

【唱标单】：查看本项目投标唱标信息；

【查看四码】：展示本项目投标人制作电子投标文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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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的硬件设备信息（CPUID、硬盘编码、MAC 地址）、制作

报价清单文件使用的计价软件加密设备编码；

【评标进度】：展示每个标段的评审进度，其中红色部分

表示已完成评审的节点，灰色表示未进行评审的节点；

【解锁打分和否决投标】：显示本项目评审过程中，评

标专家申请解锁重新打分或申请否决投标的记录及表决情

况；

【时间统计】：显示每个业务环节的评审用时；

【评标报告】：完成项目评审后，可在线查看经评标委

员会签名的评标报告文档。

主管部门也可通过选择开标时间，查看以往项目的开评

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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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招标备案

3.2.1 项目登记备案

主管部门对项目登记工作进行审核操作。点击【项目登

记备案】栏目，进入项目登记备案页面，根据项目登记备案

情况在状态栏显示“未备案”、“已退回”、“已备案”，

主管部门可对“未备案”项目进行审核。

选择目标项目，点击【备案】按钮，系统进入该项目备

案页面，主管部门对项目登记内容核验，进行【同意】或【退

回】操作。选择【退回】时，须输入退回原因，退回后招标

代理机构可重新编辑报送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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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解锁退回

招标公告发布成功前，符合以下条件的监督部门可予以

退回。

（1）监管部门已审核的项目登记；

（2）交易中心已确认通过的招标文件/资格预审文件；

监管部门点击【解锁退回】功能，右侧展示项目列表，

搜索项目名称，查找目标项目。

选中项目，点击右上角【解锁退回】按钮，系统弹出业

务列表。点击目标业务后方的【退回】按钮即可完成。若公

告已发布，则无法再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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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专家解锁

电子评标时，存在代理确认完成专家名单后、又需要更

换专家的情况。招标代理机构在交易系统发起专家名单解锁，

监管部门在线确认即可。

监管部门点击【专家解锁】按钮，右侧展示招标代理提

交的解锁申请，监管部门点击【同意】或【不同意】按钮完

成处理。

3.3 事中项目管理

3.3.1 招标项目

主管部门通过本栏目可在线按比例抽取项目进行监管，

并登记监管结论。

点击【招标项目】栏目，显示本区域所有已完成项目登

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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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事中监管项目抽取】栏目，进入项目抽取页面。

目前，系统提供两种方式：随机抽取、项目指定。

3.3.3.1 随机抽取方式

主管部门可设置筛选条件，筛选条件包括：招标人、项

目名称、代理机构、项目专业、抽取比例、时间区间、开始

时间、结束时间。

【抽取比例】：建设主管部门按照实际业务设置抽取比

例；

【时间区间】【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设置业务环

节，包括公告文件发布时间区间、中标公示发布时间区间。

注意：在威海市建设工程电子交易系统中公告与文件同

时发出，因此公告与文件抽取一次即可，项目抽取完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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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对项目的公告、文件同时纳入监管，若做出【退回】结论，

公告、文件将一并退回。

抽取条件设置后，点击【项目抽取】按钮，将展示符合

条件的项目列表。

按照条件筛选出目标项目后，选择项目，点击【加入

监管】按钮，即可将项目加入监管菜单。

3.3.3.2 项目指定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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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项目指定】按钮，输入项目编号，筛选目标项目。

选中项目，点击【加入监管】按钮，即可将项目加入监管菜

单。（见下图）

3.3.2 事中管理项目

【事中管理项目】展示所有被加入监管的项目。点击项

目名称，可展开项目基本信息及其全生命周期节点。各业务

节点通过颜色标识是否完成办理。点击各节点，可展开相应

业务详情。（见下图）

主管部门根据需要点击监管业务节点，查看该业务是否

存在违法违规情况，并记录监管结论。监管结论分为初次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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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与结论变更两种情况。

3.3.2.1 初次下达监管结论

点击项目列表中【监管结论】按钮，选择本项目监管结

论、录入理由。监管结论包括三种情形：继续、暂停、退回。

【继续】：监管结论为“继续”的，招标代理机构可在

交易系统中正常办理各项业务。如项目招标公告、招标文件

或中标公示等业务不存在违规行为，或存在极小瑕疵，可通

过澄清、中标公示变更等进行说明的，可选择此项。

【暂停】：监管结论为“暂停”的，招标代理机构将无

法在交易系统中办理各项业务。如发布澄清、发布公示、发

出中标通知书等。

【退回】：招标公告或招标文件监管结论为“退回”的，

招标代理只能对项目进行“重新招标”操作，重新发布项目

的公告及文件。如招标公告或文件存在重大问题无法通过其

他形式澄清，需要退回重发的，应选择此项；中标公示监管

结论为“退回”的，其中标公示将被退回，招标代理机构需

要重新编辑中标公示重新发布。

3.3.2.2 结论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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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已录入监管结论的，若需变更结论，点击【监

管结论】按钮，修改监管结论信息即可。如某项目被投诉需

调查，初次给出“暂停”结论，待查清后，可变更为“继续”，

由招标代理机构继续办理后续业务。

主管部门点击【历史记录】按钮，可查询、浏览关于项

目的监管结论记录。（见下图）

3.3.3 交易文件问题清单

本栏目展示所有被纳入监管后，被退回、暂停等操作的

项目信息。

3.4 综合查询

为主管部门提供信息综合查询功能，主管部门设置查询

条件，点击【查询】按钮，筛选目标项目。提供 excel 表格

导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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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项目名称，可以查看项目的基本信息及全生命周期

节点，点击节点，可查看该节点的详细内容。

3.5 投诉处理

3.5.1 投诉处理

投诉处理栏目具备两项功能：投诉信息在线登记、投诉

信息在线受理。

3.5.1 投诉信息在线登记

对来信、来访、来电、网上投诉等信访件进行登记受理，

自行调查或转给责任单位调查，调查结果可统一录入电子监

管系统，实现投诉信息归档、在线反馈。

对于线下投诉信件，主管部门可点击【新增】按钮，按

照提示录入投诉信息、上传投诉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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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处理后，点击页面中【添加回复】按钮，录入处

理结果，点击【确认】按钮，完成投诉、处理信息在线登记。

回复添加完毕后，关闭回复页面，返回主页面可以添加

相关附件。

3.5.2 投诉信息在线受理

与电子交易系统对接，投标人基于 CA 数字证书在交易

系统网上投诉渠道进行的投诉信息，自动推送至项目所在区

域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可对投诉情况在线回复，回复信息推

送电子交易系统，投标人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投诉处理情况，

具备线上受理、处理投诉功能。

主管部门选中某项投诉信息，点击【处理】按钮，查看投

诉信息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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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处理后，点击页面中【添加回复】按钮，录入处

理结果，点击【确认】按钮，返回上一级，添加相关附件，

完成投诉信息在线受理、处理。投标人可通过交易系统查看

投诉处理情况。

3.5.2 异议处理

该模块展示投标人在线提出中标公示异议及招标代理

一对一的回复情况。

3.6 电子档案

电子档案部分划分为【归档项目】、【未归档项目】。

3.6.1 归档项目

展示招标代理已完成归档的项目清单，此类项目档案已

完成归档，无法进行修改。可选中项目，点击页面右上角相

关功能按钮，查看档案详情、下载档案附件、查看档案操作

日志等。

对于发现问题需要重新整理档案的，主管部门可点击

【解锁退回】按钮，输入退回原因，由招标代理重新修改后

进行电子归档。

3.6.2 未归档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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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时查看代理未完成归档项目的电子归档进度。项目状

态分为“未建档”、“建档中”两种。

【未建档】指招标代理未创建任何电子档案信息，该类

项目无法查看任何档案数据；

【建档中】说明招标代理已创建电子档案，档案仍在完

善中。该类项目可选中后，点击【查看附件】按钮，查看已

上传电子档案的信息。

3.7 量化扣分

监管部门通过量化扣分模块实现对市场主体的考核扣

分功能。扣分包括扣分和扣分复核两个环节。

3.7.1 量化扣分管理

项目列表展示所有已发布公告的项目信息。

点击项目名称，进入扣分详情页。扣分主体分为：招标

代理、招标人、投标企业、评标专家四类，每一类执行相应

的扣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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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1 招标代理量化扣分

选择【招标代理量化扣分】一列，从下方扣分项目中选

择目标条款，点击右侧方框，页面自动刷新，扣分提交成功。

滚动页面至最低端，可以看到已添加的扣分项目。

扣分提交后，条款提交到复核人账户，复核后才可生效。

复核完成前若需要撤回，点击“删除”图标即可撤回。

招标代理量化扣分可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多次。新添加扣

分条款时，仅可撤回新添加未复核的条款，已完成复核的条

款不允许撤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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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1.2 招标人量化扣分

选择【招标人量化扣分】一列，从下方扣分项目中选择

目标条款，点击右侧方框，页面自动刷新，扣分提交成功。

滚动页面至最低端，可以看到已添加的扣分项目。

扣分提交后，条款提交到复核人账户，复核后才可生效。

复核完成前若需要撤回，点击“删除”图标即可撤回。

招标人量化扣分可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多次。新添加扣分

条款时，仅可撤回新添加未复核的条款，已完成复核的条款

不允许撤回。

3.7.1.3 投标人量化扣分

点击投标人量化扣分，页面展示本项目所有投标人信息。

点击目标投标人的【考核】按钮，进入扣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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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扣分页面后，从下方扣分项目中选择目标条款，点

击右侧方框，页面自动刷新，扣分提交成功。滚动页面至最

低端，可以看到已添加的扣分项目。

扣分提交后，条款提交到复核人账户，复核后才可生效。

复核完成前若需要撤回，点击“删除”图标即可撤回。

投标人量化扣分可在不同时间段进行多次。新添加扣分

条款时，仅可撤回新添加未复核的条款，已完成复核的条款

不允许撤回。

完成扣分，点击左上角【返回】按钮，返回投标人列表

页面。已经添加扣分项目的企业，可以看到分值。扣分完成，

等待复核即可。

3.7.1.4 评标专家量化扣分

点击评标专家量化扣分，页面展示本项目所有评标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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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专家列表展示专家类型（评审专家、预审专家）、是

否考核。

点击目标专家右侧【考核扣分】按钮，进入扣分详情页

面。选择目标条款，点击【扣分】按钮，系统提示添加成功。

扣分项目展示在考核记录中。

扣分提交后，条款提交到复核人账户，复核后才可生效。

复核完成前若需要撤回，点击“删除”按钮即可撤回。

本专家扣分完成后，点击关闭按钮，返回上一级专家列

表页面。已完成考核的专家自动显示扣分分值。

待所有专家考核完毕，点击【一标一评专家考核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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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本批次专家考核完成。每批次专家仅能考核一次。

3.7.2 量化扣分复核

点击【量化扣分复核】菜单，展示所有存在扣分申请的

项目。点击目标项目名称，进入复核详情页面。

复核人分别点击代理机构复核、招标人复核、投标人复

核，查看提交的扣分条款，点击【同意】、【不同意】按钮

完成复核。

复核人点击专家复核，查看提交的扣分条款，如有问题

点击【不通过】按钮，如无问题，点击【复核确认】，完成

本批次所有专家的考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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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 扣分情况

本栏目展示所有复核通过的条目。可通过项目名称、考

核对象名称、考核时间、扣分对象筛选目标项目。

3.8 标后评估

3.8.1 专家管理

专家管理用于标后评估专家库组建。功能包括新增评估

专家、修改评估专家、删除评估专家、暂停评估、解除暂停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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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评估专家】：点击【新增评估专家】按钮，按照

提示依次录入专家姓名、身份证号、主专业、电话、工作单

位、职称等信息，填报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完成专家录

入。

【修改评估专家】：对已录入的专家信息进行修改。选

择目标专家，点击【修改评估专家】，对专家信息进行修改。

点击【保存】按钮完成修改。



32

【暂停评估】：设置专家暂停评估后，标后评估随机抽

取时将不再抽取该专家。

3.8.2 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显示所有可进行标后评估的项目。监管部门通

过本业务抽取并导入标后评估项目、设定评估时间、抽取评

估专家。

3.8.2.1 导入评估项目

项目抽取包括随机抽取、指定抽取两种方式。

1、随机抽取

点击【抽取导入项目】按钮，按照提示填写抽取条件，

填报完成，点击【确认】，系统自动抽取项目并进行导入，

导入完成后，系统提示“导入成功”。

2、项目指定导入

点击【指定项目导入】按钮，可在弹出页面中输入项目

编号，点击确定，导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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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抽取评估项目后，刷新页面，下方展

示已抽取的项目信息。导入状态显示为“导入尚未完成”，

等待半小时左右，项目附件完成同步，状态变更为“导入完

成”。

如导入过程发生异常，导入状态显示为“导入发生错误”，

需联系客服排查原因。

3.8.2.2 设定评估时间

在已导入的项目列表，选择目标项目，点击【设定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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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选择标后评估日期，点击确认，设定完成。

3.8.2.3 抽取评估专家

选择目标项目，点击【抽取评估专家】，系统显示抽取

页面。系统提供随机抽取专家、指定专家两种方式。

1、随机抽取专家

点击【设置专业】，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本次评审专

家的评标专业。选择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并在后方

输入所需专家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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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要多种专业类型，点击【增加条件】，设置多个专

业，同时录入专家个数。

条件设置完毕，点击【抽取专家】按钮，系统将自动抽

取符合条件的专家。

2、指定专家

点击【添加专家】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通过专家

姓名或身份证号查询目标专家，点击【选择】按钮，完成目

标专家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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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两种方式选择评审专家后，需要进一步确定专

家是否到场评审，设定后点击【保存专家到评状态】。

3.8.3 评估报告管理

超过评估时间的项目，将展示在【评估报告管理】栏目

中。监管部门可进行补抽专家、变更评估时间、查看报告、

查看附表等操作。

【补抽专家】：系统跳转到专家抽取界面，监管部门可

重新设定抽取条件进行专家补抽；

【变更时间】：如项目需要延期评审，监管部门点击该

功能按钮，设置新的评审时间即可；

【查看报告】：在线查看专家评审报告。

3.9 可疑行为分析

3.9.1 四码分析

投标单位制作投标文件时，系统记录做标书电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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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UID、硬盘编码、MAC 地址、计价软件狗编号等信息，系统

展示存在多家单位编码一致的项目，为围标串标提供线索。

选择【四码分析】，设置开标时间时间区间或项目名称

等筛选条件，筛选目标项目。

点击项目右侧【查看详情】按钮，可以展开投标人编码

详情。系统对异常信息以红色标识提醒。

注：两家单位 CPUID、硬盘编码、MAC 地址三码完全一

致的，可认定为同一电脑制作标书；两家单位计价软件编码

一致的，可认定为同一计价软件编制投标清单。

3.9.2 专家行为分析

点击【评标专家行为分析】，可在线查看项目评标专家

倾向度分析情况。

【倾向度】：主要评价评委打分倾向性。即该评委对各

投标单位评分中，是否对某一家单位打分明显偏高或偏低。

系统通过该情况计算倾向度值，并形成倾向度曲线。



38

点击曲线中间点，可展示该专家给每家单位的技术标打

分及其倾向度，倾向度高的，说明专家对单位之间打分偏差

较大；倾向度低的，说明专家对所有单位打分较为平均。

3.10 远程视频会议

为监管部门提供远程异地项目视频会议监管功能。

点击【远程视频会议】，右侧展示远程异地项目，选择

目标项目，点击【进入远程视频会议】即可。

视频会议中可看到本项目本地、异地专家实时监控及环

境摄像头监控，可听到专家交流全过程。

3.11 标厅预约情况

点击【标厅预约情况】，以日历形式展示项目场地安排

情况。点击数字，展开当日项目预约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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