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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造价咨询企业、注册造价工程师管理系统包括企业版、造价工程师版和管理机构版

三个部分，企业版主要完成企业审批数据的上报，包括资质申请、企业变更等业务，造价工

程师版主要包括初始注册、续期注册、变更等业务，管理版主要包括企业和人员上报业务的

审批，以及针对上报数据的各种综合统计与管理。以下为企业版的主要功能介绍： 

1 造价企业登录 

1、在浏览器中访问 http://zaojiasys.jianshe99.com/cecaopsys/ ，进入系统登录页面。在登录系

统之前建议先下载锁驱动程序，安装成功后，插入身份验证锁登录系统。 

 

2、在登录页中，选择企业登录，进入企业端登录页面。 

http://zaojiasys.jianshe99.com/cecaopsys/


 

2 

 

3、用户插入加密锁，点击【登录】按钮，直接登录进入系统首页。直接进入到本企业的业

务页面，可以按提示信息做您所要申请的业务资质。 

 

右侧导航栏中 

温馨提示：会提示您目前你可以做的业务、所申报业务审批情况。 

信息公告：会及时通知一些最新的公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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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基本信息查看 

企业基本信息查看可查看企业的基本信息，只有查看权限，无操作权限。包括企业基本

情况、企业简介、企业章程、企业管理制度、技术装备及资源、合同管理、人事档案管理、

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表、企业现有资质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基本信息是个展示页面，展示企业初次申报后，企业资质基本信息。初始状态见下

图，只用企业完成初次申报并审核通过后，此处才显示企业的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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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人员信息查看 

企业人员信息查看可查看企业相关人员信息，对人员信息只有查看权限，无操作权限。

包括查看造价员、造价工程师、专职专业人员一览表和其他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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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基本信息操作 

企业初次登录系统后，建议先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包括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简介、企业

章程、企业管理制度、技术装备及资源、合同及业绩管理、人事档案关系、企业缴纳社会保

险费用表和企业现有资质信息等。完善后才能企业才能进行初次申报。  

  

4.1 企业简介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企业简介， 进入企业简介添加页面。输入企业简介，点击【保

存】按钮保存添加的信息，注：企业简介字数控制在 2000 字以内。保存成功后，在企业基

本信息查看—企业简介中，也能查看到企业简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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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企业章程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企业章程， 进入企业章程添加页面。输入企业章程，点击【保

存】按钮保存添加的信息。保存成功后，在企业基本信息查看—企业章程中，也能查看企业

的相关章程。 

 

4.3 企业管理制度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企业管理制度， 进入企业管理制度添加页面。其中企业管理

制度包括执业质量控制制度、业务档案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和其他。 

依次输入企业相关管理制度，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添加的信息。 

 

4.4 技术装备及资源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技术装备及资源， 进入技术装备及资源管理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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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搜索技术装备及资源 

在装备名称输入框中输入搜索设备名称，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符合条件的设备

信息。 

 

2.新增技术装备及资源 

新增技术设备及资源，输入设备名称、规格型号、数量、设备净值和备注信息，点击【提

交】按钮，保存装备信息。新增设备信息将会列表中和高级搜索页面列表中显示出来。 

 

3.删除技术装备及资源 

在信息列表中，勾选需要删除的技术装备，选中 “□”，点击【删除】按钮，选中的技

术设备将被删除，若需要删除所有的技术装备，选中全选前的“□”，点击【删除】按钮，

全部删除所有的技术装备。 

4.编辑技术装备及资源信息 

在信息列表中，某设备对应的“编辑”链接，弹出编辑浮层，修改相关信息，点击【保

存】按钮保存修改后的信息，点击【取消】按钮放弃编辑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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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合同及业绩管理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合同管理及业绩， 进入造价咨询合同列表页面。企业初始申

报时，合同为必填内容， 

 

1.添加造价咨询合同 

输入造价咨询合同信息，其中项目名称和项目类型是必填项，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注意：企业涉及工作业绩申请表打印时，打印均为工作业绩，请注意数据填写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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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改造价咨询合同 

在咨询合同列表中，点击某合同对应的“修改”链接，显示修改浮层，修改合同信息，

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信息，点击【返回】按钮关闭浮层。 

 

3.搜索造价咨询合同 

在造价咨询合同列表页中，设置不同搜索项信息，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搜索到符

合搜索条件的合同信息。 

 

4.删除造价咨询合同 

在造价咨询合同列表中，勾选中需要删除合同序号前的“□”，点击【删除】按钮，点

击提示信息中【确定】按钮即可删除此合同。点击【取消】按钮放弃删除操作，选中的合同

不被删除。勾选全选，所有的咨询合同全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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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添加企业工作业绩 

输入企业工作业绩信息，其中项目名称和委托单位名称为必填项，点击【保存】按钮即

可保存添加的工作业绩。 

 

6.修改企业工作业绩 

在企业工作业绩列表中，点击某业绩对应的“修改”链接，显示修改浮层，修改工业业

绩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信息，点击【返回】按钮关闭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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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搜索企业工作业绩 

在企业工作业绩列表中，设置不同搜索项信息，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搜索到符合

搜索条件的工作业绩。 

 

8.删除企业工作业绩 

在企业工作业绩列表中，勾选中需要删除工作业绩序号前的“□”，点击【删除】按钮，

点击提示信息中【确定】按钮即可删除此工作业绩。点击【取消】按钮放弃删除操作，选中

的工作业绩不被删除。勾选全选，所有的工作业绩全部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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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人事档案关系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人事档案管理， 进入企业人事档案管理列表页面。注：身份为

造价员和造价师的人员在此不需要单独添加，会从造价员和造价师一栏中自动关联过来，在编辑栏里添加

人事档案信息即可。 

 

1.编辑企业人事档案关系 

在企业人事档案关系列表中，点击某档案关系对应的“编辑”链接，显示修改浮层，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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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档案关系信息，点击【保存】按钮保存修改信息，点击【返回】按钮关闭浮层。 

 

2.搜索企业人事档案关系 

在企业人事档案关系列表中，设置不同搜索项信息，点击【查询】按钮，即可搜索到

符合搜索条件的档案关系。 

 

4.7 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表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表， 进入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表编

辑页面。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表只显示人事档案关系列表中包含的所有用户。注：必须先

填写人事档案关系，才能添加养老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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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编辑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 

在企业缴纳社会保险费用表中，点击某用户姓名关系对应的“编辑”链接，显示修改浮

层，添加用户缴费代码、缴费单位等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养老保险信息，点击

【返回】按钮关闭浮层。 

 

4.8 企业现有资质信息 

进入企业基本信息操作—企业现有资质信息，显示企业现有资质信息。初始时，企业无

任何资质信息显示，见图 

 

若企业做完初次申报业务后，省份颁发资质证书，企业拥有了资质等级，查看企业现有

资质信息时显示当前企业最新资质信息。 

 

5 企业人员信息操作 

企业人员管理包括管理造价员、造价工程师、专职专业人员和其他人员管理。具体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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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5.1 造价员 

点击企业人员信息操作—造价员，进入造价员管理列表页面。 

 

1.添加造价员 

输入造价员相关信息，其中姓名、身份证号、从业资格证书编号和从业专业章编号是必

填项。点击【提交】按钮保存添加的造价员信息。 

 

2.搜索造价员 

根据搜索条件输入姓名、性别或从业资格证书编号，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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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条件的造价员信息。 

 

3.编辑造价员 

在造价员列表中，点击某用户姓名对应的“修改”链接，显示造价员修改页面，修改相

关信息并点击【提交】按钮即可保存修改后信息，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列表页。 

 

4.删除造价员 

在造价员列表中，选择某需要删除的造价员信息，点击对应的“删除”链接，弹出提示

信息框，点击提示信息中【确定】按钮即可删除此造价员信息。点击【取消】按钮放弃删除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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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造价工程师 

点击企业人员信息操作—造价工程师，进入造价工程师管理列表页面，列表中显示个人

端用户初始注册时，聘用单位选择了此企业的造价工程师信息。造价工程师不能在企业端修

改任何信息。 

1.搜索造价工程师 

根据搜索条件输入姓名、性别或注册证书编号，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符合条

件的造价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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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专职专业人员一览表 

点击企业人员信息操作—专职专业人员一览表，进入专职专业人员一览表管理列表页面。

专职专业人员表中企业所有的造价员和造价工程师信息。 

 

1.搜索专职专业人员 

根据搜索条件，输入姓名、性别、注册证书编号、执业资格证书编号或身份证号，点击

【搜索】按钮，即可搜索符合条件的专职专业人员信息。 

 

2.查看专职专业人员信息 

点击某人员对应的“查看”链接，即可查看该专职专业人员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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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其他人员 

点击企业人员信息操作—其他人员，进入其他人员管理列表页面。 

1.添加其他人员 

输入其他人员相关信息，其中姓名、身份证号是必填项。点击【提交】按钮保存添加的

其他人员信息。 

 

2.搜索其他人员 

根据搜索条件输入姓名、性别或身份证号等，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符合条件

的其他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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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辑其他人员 

在其他人员列表中，点击某用户姓名对应的“修改”链接，显示其他人员修改页面，修

改相关信息并点击【提交】按钮即可保存修改后信息，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列表页。 

 

4.删除其他人员 

在其他人员列表中，选择某需要删除的其他人员信息，点击对应的“删除”链接，弹出

提示信息框，点击提示信息中【确定】按钮即可删除此其他人员信息。点击【取消】按钮放

弃删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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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企业初次申报 

6.1 企业新资质申请 

企业在新资质申请前必须先填写如下信息：①企业基本信息（企业简介、章程、管理制

度、技术装备及资源、造价咨询合同和工作业绩），②造价员人事档案关系，③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出资人和股东。 

 

点击“企业新资质申请”，在这里提示您用户操作顺序。企业在初次申报时，企业资质

等级只能申请为暂定级或是乙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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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填写法定代表人】，显示企业法定代表人更改页面，修改企业法人信息列表页，

详见 5.5企业法定代表人。 

点击【填写技术负责人】，显示企业技术负责人工作经历和扫描件列表操作页面，详见

5.6企业技术负责人。 

点击【填写出资人、股东】，显示出资人、股东管理列表页面，详见 5.7出资人、股东。 

点击企业初次申报—企业新资质申请，进入企业新资质申请页面。在企业资质申请表中，

所有用*标示项都为必填项。初始时，【保存申请】按钮可点击，【取消申请】和【打印】按

钮至灰不可点击。 

注：1、“营业收入”和“注册资本”单位均为万元； 

      2、“隶属关系”填写内容为：公司注册所在地资质管理部门；  

      3、“企业类型”填写内容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有限责任企业、股份有限企业、

合伙制企业、港澳台投资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其他企业；  

      4、专职专业人员人数=造价工程师人数+造价员人数； 

5、初始申请，暂定级无需填写资质证书号、登记、取得资质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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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输入项填写完成并通过验证后，点击【保存申请】按钮，提示“保存申请成功”，此时

可点击【申请取消】按钮，取消新资助申请。只有上报过后，打印按钮才可点击。 



 

24 

 

6.1.1 企业法定代表人 

在新资质申请业务过程中，可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出资人股东信息进行添

加、编辑、删除操作。具体操作如下：资质升级、资质变更业务中也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

技术负责人、出资人股东信息进行同样操作。 

填写企业法定代表人信息，其中姓名、性别和身份证是必填项，其他信息可选填，可上

传法定代表人相关扫描件，如照片、劳动合同、造价工程证书扫描件等等，点击【保存】按

钮，即可保存添加的企业法定代表人相关信息。 



 

25 

 

其中“照片、造价工程师证书扫描件、职称证书、人事档案关系证明、身份证、毕业

证、劳动合同、社保证明和执业资格证”扫描件上传操作说明如下： 

 

点击扫描件链接，进入图片批量上传工具页面，点击【请选择上传文件】按钮，选中

相应的文件并打开，点击【开始上传】按钮完成上传操作，自动保存成功后即可在窗口中看

到所有上传的扫描件。 

6.1.2 企业技术负责人 

企业技术负责人必须是本单位库的造价师，填写企业技术负责人信息，其中姓名、性别、

身份证、造价工程师注册证书编号是必填项，其他信息可选填，可上传法定代表人相关扫描

件，如照片、劳动合同、造价工程证书扫描件等等，点击【保存】按钮，即可保存添加的企

业技术负责人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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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3 出资人、股东 

点击企业人员信息操作—出资人、股东，进入出资人、股东管理列表页面。 

 
1.添加出资人、股东 

添加出资人、股东可按照企业名称添加，也可按照姓名添加，选择不同的添加方式，对

应填写的内容不同。其中企业名称/姓名、出资额和出资比例是必填项。 

 

2.搜索出资人、股东 



 

27 

根据搜索条件输入姓名、性别或注册证书编号，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符合条

件的股东信息。 

 

3.编辑出资人、股东 

在出资人、股东列表中，点击某用户姓名对应的“修改”链接，显示出资人、股东修改

页面，修改相关信息并点击【提交】按钮即可保存修改后信息，点击【返回】按钮返回列表

页。 

 

4.删除出资人、股东 

在出资人、股东列表中，选择某需要删除的出资人信息，点击对应的“删除”链接，弹

出提示信息框，点击提示信息中【确定】按钮即可删除此出资人信息。点击【取消】按钮放

弃删除操作。 

 

 



 

28 

6.2 企业新资质上报 

企业新资质申请保存成功后，即可上报。点击企业初次申报—企业新资质上报，进入造

价咨询企业资质申请上报页面，点击【确定】按钮上报企业新资质申请。 

 

上报申请成功后，显示提示“您已上报的业务尚未审核，不能上报新的业务”。返回到

新资质申请页面，点击【打印】按钮，即可打印新资质申请表。上报成功后，企业不允许进

行【取消申请】操作。企业上报后，提交给初审机关审核。 

 

当企业新资质申请审核通过后，在消息提醒中显示提示信息：用户上报的企业初次申报

业务已经被上级管理部门审核，结果为通过。审核通过后，就可以进行下一章节企业其他资

质业务操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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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封面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封面打印，进入封面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钮，打印工程造价

咨询企业资质申请申请书封面。 

 

6.4 法人声明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法人声明打印，进入法人声明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钮，打印

法人声明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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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企业基本情况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企业基本情况打印，进入企业基本情况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

钮，打印企业基本情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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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企业简介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企业简介打印，进入企业简介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钮，打印

企业简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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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进入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页面。点击【打印】

按钮，打印法定代表人简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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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技术负责人简历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技术负责人简历打印，进入技术负责人简历打印页面。点击【打印】

按钮，打印技术负责人简历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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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企业股东情况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企业股东情况打印，进入企业股东情况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

钮，打印企业股东情况页。 

 

6.10 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进入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页面。点击【打

印】按钮，打印企业专职专业人员人事档案关系汇总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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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打印，进入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打印页面。点击【打

印】按钮，打印企业专职专业人员缴纳社会基本养老保险费用一览表页。 

 

6.12 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进入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页面。点

击【打印】按钮，打印专职专业人员汇总一览表页。 

 

6.13 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进入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页面。点

击【打印】按钮，打印专职专业人员基本情况表页。注：打印专职人员基本情况时，需先安

装打印打印控件，安装后请刷新页面或重新进入，方可打印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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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 企业工程业绩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企业工程业绩打印，进入企业工程业绩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

钮，打印工程造价咨询业务情况完成一览表页。 

 

6.15 申请结论情况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申请结论情况打印，进入申请结论情况打印页面。点击【打印】按

钮，打印企业申请结论情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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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 

点击企业初次申请--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进入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页面。点

击【打印】按钮，打印建设工程企业资质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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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企业资质变更 

企业通过初次注册已经取得资质证书，企业的重要信息需要变更的企业。点击“企业资

质变更申请”，在这里提示您用户操作顺序。如下图： 

 

企业资质变更业务审核流程如下：  

 乙级/暂定级企业只需省份端审核，报建设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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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级企业资质变更（企业的名称、注册资本、企业类型、注册地发生变化）省份审核通

过后，提交建设部端审核。 

 甲级企业资质变更（企业的地址、法定代表人、技术负责人信息变更），只需省份端审

核，报建设部备案。 

7.1 企业资质变更申请 

企业申请资质变更业务，进入菜单栏，如下图所示： 

 

企业资质变更页面中上部分显示企业原始信息，在企业变更信息栏下，填写企业本次要

变更的信息，点击【保存申请】按钮保存更新的信息。保存成功后显示“申请保存成功”提

示信息。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修改企业基本信息 

第二步：修改法人、技术负责人、股东信息 

第三步：保存申请，并上报资质变更业务 



 

40 

 

7.2 企业资质变更上报 

企业资质变更申请保存成功后，即可上报。点击企业资质变更—企业资质变更上报，进

入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变更上报页面，点击【确定】按钮上报企业资质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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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申请成功后，显示提示“您已上报的业务尚未审核，不能上报新的业务”。企业上

报后，提交给初审机关审核。 

7.3 造价咨询企业变更申请表 

打印企业更变申请表，进入企业资质变更—造价咨询企业变更申请表，点击【打印】按

钮，打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审核表。 

 

7.4 造价咨询企业变更备案表 

打印企业更变备案表，进入企业资质变更—造价咨询企业变更备案表，点击【打印】按

钮，打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证书变更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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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变更受理采集表 

打印企业更变受理采集表，进入企业资质变更—变更受理采集表，点击【打印】按钮，

打印建设工程企业资质变更受理信息采集表。注：甲级企业需打印信息采集表并确保采集表

上有条形码显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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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企业资质延续 

企业通过初次注册已经取得资质证书，更换新的资质证书的企业。企业资质延续操作如

下图所示： 

 

点击“企业资质延续申请”，显示企业申请企业资质延续流程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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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资质延续业务审核流程如下：  

 乙级/暂定级企业，只需省份端审核，报建设部备案，省份端颁发证书 

 甲级企业，省份审核通过后，提交建设部端审核。建设部审核通过颁发证书 

8.1 企业资质延续申请 

点击企业资质延续—企业资质延续申请，进入企业资质延续申请页面。初始时，【保存

申请】按钮可点击，【取消申请】和【打印】按钮至灰不可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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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企业信息，上传扫描件，点击【保存申请】按钮提示“保存申请成功”，此时可点

击【申请取消】按钮，取消新资助申请。只有上报过后，打印按钮才可点击。 

8.2 企业资质延续上报 

企业资质延续保存成功后，即可上报。点击企业资质延续--企业资质延续上报，进入造

价咨询企业资质延续上报页面，点击【确定】按钮上报企业延续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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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申请成功后，显示提示“您已上报的业务尚未审核，不能上报新的业务”。企业上

报后，提交给初审机关审核，审核通过后，在提交给建设部进行审核操作。 

 

8.3 封面打印 

封面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3 

8.4 法人声明打印 

法人声明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4 

8.5 企业基本情况打印 

企业基本情况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5 

8.6 企业简介打印 

企业简介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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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 

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7 

8.8 技术负责人简历打印 

技术扶着人简历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8 

8.9 企业股东情况打印 

企业股东情况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9 

8.10 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 

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0 

8.11 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打印 

缴纳养老保险费费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1 

8.12 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 

    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2 

8.13 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 

    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3 

8.14 企业工程业绩打印 

    企业工程业绩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4 

8.15 申请结论情况打印 

申请结论情况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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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 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 

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6 

8.17 资质延续申请表打印 

点击企业资质延续—资质延续申请表打印，进入资质延续申请表打印页面。点击【打印】

按钮，打印工程造价咨询企业资质申请申请书企业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页。 

9 企业资质升级 

如果企业初始资质申请审批完成后，就可进行资质升级业务和企业变更业务了。企业已

经取得资质证书，需更换新的资质证书的企业。 

 

点击“企业资质升级申请”，在这里提示您用户操作流程。如下图：注：只有暂定级企

业和乙级企业能做资质升级操作，甲级企业不能做企业资质升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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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企业资质升级申请 

点击企业资质升级—企业资质升级申请，进入企业资质升级申请页面。初始时，【保存

申请】按钮可点击，【取消申请】至灰不可点击。修改企业信息，点击【保存申请】按钮，

保存企业资质升级业务数据。 

暂定级企业做资质升级业务时，只能升级为乙级，不能直接升级为甲级企业，乙级企业

做资质升级业务时，只能升级为甲级。不能跨级做资质升级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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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企业资质升级上报 

企业资质变更申请保存成功后，即可上报。点击企业资质升级—企业资质升级上报，进

入造价咨询企业资质升级上报页面，点击【确定】按钮上报企业资质变更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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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报申请成功后，显示提示“您已上报的业务尚未审核，不能上报新的业务”。企业上

报后，提交给初审机关审核，审核通过后，在提交给建设部进行审核操作。 

 

9.3 封面打印 

封面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3 

9.4 法人声明打印 

法人声明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4 

9.5 企业基本情况打印 

企业基本情况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5 

9.6 企业简介打印 

企业简介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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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 

法定代表人简历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7 

9.8 技术负责人简历打印 

技术扶着人简历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8 

9.9 企业股东情况打印 

企业股东情况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9 

9.10 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 

企业人事档案管理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0 

9.11 缴纳养老保险费用打印 

缴纳养老保险费费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1 

9.12 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 

专职人员汇总一览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2 

9.13 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 

专职人员基本情况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3 

9.14 企业工程业绩打印 

企业工程业绩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4 

9.15 申请结论情况打印 

申请结论情况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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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6 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 

申请受理信息采集表打印具体操作参见 4.16 

10 审批信息查询 

点击审批信息查询--审核信息查询，进入审批信息查询页面。列表中显示该企业所有业

务审批记录。 

注意事项  

  撤回: 业务上报后,管理机构未审批的业务可以撤回,撤回后管理机构将看不到此业务,需要企业修改后

重新上报管理机构才能继续审核!  

  删除: 业务上报后,管理机构打回企业的业务企业可以删除!  

 

管理机构未审核时，点击“撤销”链接，弹出确认提示框，点击【取消】按钮，放弃撤

回操作。 

 

点击【确定】按钮，确定撤回申请业务，操作成功后，在列表中执行撤回操作的业务状

态未上报，企业可重新修改数据后再次上报。 

 

 

企业业务上报后，管理机构打回企业的业务，企业可以执行删除操作，点击“删除”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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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弹出确认删除框，点击【确定】按钮，删除此条业务数据，在审核信息查询列表中不显

示已删除的业务数据，点击取消，放弃删除操作。 

 

点击业务对应的“查看意见”链接，可查看此业务审核意见记录。点击【返回】按钮，

关闭意见查看浮层。 

 

11 查看企业学习卡 

11.1 已有学习卡信息 

点击查看企业学习卡—已有学习卡信息，查看企业学习卡详细信息。列表中显示该企业

所有优惠活动上网学习卡号和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