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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仪器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平台介绍 

1.1网站 

网站（https://bid.cnic.com.cn/）主要功能有用户注册和登录、查看公告

信息、了解政策法规等。其界面如下图所示：  

 

1.2用户注册 

1.2.1用户注册 

1) 平台提供招标人（同采购人，以下统称招标人）、供应商（同投标人，以下

统称供应商）外网免费注册；招标人、供应商注册统一通过网站“用户注册”

进行用户注册，根据自己角色选择不同注册方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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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阅读注册协议，点击确认注册，如下图所示： 

 

3) 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完成注册，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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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供应商输入‘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号’时，需手动输入（防止登录号为空导

致无法注册问题）。 

登录号不允许手动输入，是从‘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号’自动获取，输入‘社会信

用代码证件号’时，需要手动输入（或使用快捷键复制粘贴 Ctrl+c、Ctrl+v）。 

4) 注册完成后，登录系统。如下图所示： 

 

5) 登录后，在“完善信息”页面，按要求填写信息，其中带有红色*号的字段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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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填字段，如下图所示： 

 

6) 填写完成后，点击“扫描件管理”按键，上传单位社会信用代码证件（营业

执照）电子件，如下图所示： 

 

 

7) 所有信息填写完毕后，点击右上角“提交管理员审核”，审核通过后才能成

为正式用户，可以参与招投标活动。 

1.2.2用户注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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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标人注册注意事项： 

1) 招标人外网注册请按照注册过程的提示进行填写信息； 

2) 招标人的社会信用代码证号作为登录号； 

3) 注册过程中，上传的图片大小不要超过 1M； 

 供应商注册注意事项： 

1) 供应商外网注册请按照注册过程的提示进行填写信息； 

2) 供应商外网注册时，法人用户必须使用单位的社会信用代码证号证号，社会

信用代码证号作为登录系统的登录号，密码自定义，最少 8 位； 

3) 供应商外网注册时，必须提供单位的社会信用代码证件（营业执照）的电子

档，大小不要超过 1M，并上传至平台； 

4) 供应商注册，输入‘社会信用代码证件号’时，需手动输入（防止登录号为

空导致无法注册问题）。 

5) 供应商提交基本信息审核通过后，需重新登录系统，再进行报名等操作。 

1.3用户登录 

1.3.1登录方式接界面介绍 

打开 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平台网站地址：https://bid.cnic.com.cn/，

进入网站主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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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1 正式用户点击网站主页‚用户登录‛区中‚投标人登录‛，弹出如

下图所示界面： 

 

1.3.1.2 登录后界面如下图所示： 

 

1.3.2系统常用功能介绍 

 修改密码 

用户登录系统后，可以修改默认密码。鼠标放到投标人名称后，点击修改密

码。修改密码后，操作员下次登录需要使用新的密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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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旧密码和新密码后，点击保存即可。如下图所示： 

 

注意：修改密码时，新密码必须为 8位及以上。 

 下载中心 

平台在下载中心处提供了常用的组件，请下载安装。如下图所示： 

 

 退出系统 

单击退出图标，完成退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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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供应商信息变更 

供应商登录系统后，在【基础管理】--【供应商变更申请】，点击‘修改主

体信息’，进入信息变更页面。在主体信息页面，可查看基本信息、职业人员、

业绩展示、投标人资质、不良行为信息、投标人评价信息等。如下图所示： 

 

 

在主体信息编辑页面，可编辑基本信息、职业人员、业绩展示、扫描件管理

等信息，编辑完成后提交审核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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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更信息提交审核后，在主体信息页面可查看变更内容和审核流程。如下图

所示： 

 

     相关人员审核通过后，信息变更完成。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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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购买与下载标书 

2.1购买标书 

 

登录后点击购买/下载标书，进入项目列表；可根据项目名称、项目编号进行查

询。如下图所示： 

 

 项目列表中找到需要购买的项目，点击我要报名，在新页面录入相关信息。如

下图所示： 

 

录入投标联系人信息。如果已经填写，下次购标时点击投标联系人可选择已经填

写的联系人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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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确认，根据提示到缴费支付处进行缴费。如下图所示： 

 

 

2.2缴费支付 

点击缴费支付，开始缴费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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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标书费缴费—网上支付 

在缴费支付中找到需要缴纳的标书费，点击网上支付，开始支付。如下图所示： 

 

 

推荐微信、支付宝扫码完成支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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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后，点击支付完成。如下图所示： 

 

2.2.2标书费缴费—线下支付 

在【费用管理】缴费支付中找到需要缴纳的标书费，点击‘上传缴费凭证’，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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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缴费凭证，确认保存后等待项目经理审核确认后，才能下载标书。 

2.2.3保证金缴费 

在代缴费处找到需要交费的项目，点击生成交款账号，生成保证金付款账号。如

下图 所示： 

 

注：保证金汇款成功后，系统将自动确认到账信息，本项目结束后，系统将保证

金自动退回原账号。特别提示：每次支付保证金申请系统生成的账号不同，请按

照系统生成的账号进行汇款(保证金允许一个账户多次汇款)；投标人需要牢记生

成的汇款账号，可以拍照或截图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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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发票下载 

支付完成后，在【费用管理】--缴费支付，已缴费处，可查看开票情况。如下图

所示： 

 

注：1）仅支持开具电子普票。 

2）封账期间（月末月初）不开票。 

3）开标后统一开具电子发票。 

 

发票无法下载问题： 

操作‘下载发票’后，提示‘下载成功’但找不到发票，原因是浏览器阻止

了弹窗，需要设置下允许弹窗即可。下面是 2款浏览器的具体设置说明，如下图： 

IE11 浏览器设置，点击‘下载发票’后，页面下方会提示，设置为总是允

许，重新下载即可。如下图： 

 

 

谷歌 Chrome 浏览器设置，点击‘下载发票’后，浏览器右上角会出现阻止

信息，设置后，重新下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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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标书下载 

2.4.1标书下载 

支付完成后，在购买、下载标书项目列表右侧的操作栏中，点击标书下载即可。 

 

2.4.2项目澄清-标书下载 

项目在发售阶段有澄清，可在【购买/下载标书】操作栏中点击‘标书下载’，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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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标书下载页面，供应商需要‘回执确认’，编辑回执确认信息（某公司已收

到变更文件），才能下载澄清文件，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