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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建管〔2019〕 14号

文佳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机美事务管理局

美于广西房屋和市改工程评标专家

管理系统上线运行的通知

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自治区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各有美单位‥

根据《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政管办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

冶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和评标专家磨管理办

法的通知》(桂建管〔2016〕Ⅱ6号)要求,为进一妒加强我区房

星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评标专家(以下简称“评标专家于管

理.规范评标专家行为,实现全区评标专家管理电子化、酮络化,

鲁洁区住霹蜘多建设字开较了年广菌粤墨和市玫工带评轩专壕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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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统” (以下筒称“专家管理系统”),经研究决定,自2019年3

月¨日起正式启动系统上线运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上线时间

2019年3月¨日。

二、登录方式

各单位、专家根据自身角色进行登录。登录地址如下‥

(一)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http://dn4.gx机gov.cn: ¨ 5 1 /却ztb o

(二)评标专家‥

http‥//dn4.gx机gov.cn: 1 1 5 1 /却hyo

三、系统登录帐号和密码

(一)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通过电子邮件将登录账号和密

码发迭至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请各市

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账号和密码分别发送

至需要开展评标的所辖县(市、区)住房城乡建设局、公共资源

交易中心。

(二)评标专家通过登录网站自行注册并登录系统,自行录

入个人相关信息。

四、工作要求

(一)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局)需指定专人对账号进

行管理,根据要求开展“一标一评”工作,按时完成评标专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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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的审核入库工作。

(二)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各市、县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需指定专人对账与进行管理,根据要求开展“一标一评”工作°

(三)2018年以前已通过考核的评标专家,需于2019年5

月31日前完成个人信息录入和最终审核入库工作。

(四)为确保“一标一评”工作的顺利实施,各地可结合实际

对评标专家的考核工作进行合理分工。

五、其他事项

(一)请各设区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负责汇总需要账号的所辖县(市、区)对应部门联系人名卑,填

写工作联系表(详见附件1),于2019年3月5日前分别报迷至自

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和机关事务管理局,请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将工作联系表报迷至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二)请各市、县住房城乡建设委(局)、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通知所辖评标专家按时完成个人信息录入工作。

(三)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评标专

家的操作流程详见附件2-40

(四)系统使用过程中,如有操作上的疑问,可咨询技术支

持单位,咨询电话‥ 4009980000,陈工(电话‥ 18878780437、 QQ:

756526400)、梁工(电话‥ 13471175851、 QQ: 137795702)。

(五)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和评标专

家在系统使用过程中,如有相关业务咨询,请联系自治区住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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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建设厅建筑市场监管处和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联系人‥ 谢丽,联系电话:

0771_2260298,电子邮箱‥ gX勾tec@163.como

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局联系人:胡乘龙,联系电话‥

0771-2810883 ,电子邮箱‥ bgtggzyjyglc@gxzfgovmo

附件: 1.广西房屋和市政工程评标专家管理系统上线运行工

作联系表

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3.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操作流程

4.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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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广西房崖和市改工程评标专家管理系统

上线运行工催联系表

单位 姓名 职务 电话 电子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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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19年2月28日印发



附件2

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一、专家信息管理

1.1、专家信息管理

提供查看专家信息、修改专家信息、导出专家信息功能,点击“查看”按钮,

可查看专家基本信息:

●垒蜜 是用 斋玻 薯钟、啪

疆疆责

;肘俐 诣掷 蒜莱强 制3’训3

3CO性 琢敝,絮圭采 训沁温3

萄

点击“修改”按钮,可修改专家信息:

广西贾鲁公搏

霄骤晨

疆疆疆擞攒蠢慧慧慧蕊蕊蕊漾蕊疆蘸篙熊疆
王堤美.薯健

王程一环】赢工

捏.匪妹磨拖

污j拽撬制工程

工瞳毙一薯缝

工程一毋遗工

蟹一水湾染挖

敏王键

王耀一美一纂熄

王耀一环虹
释一大飞泻靶
控韵工程

之∞獭 骡撇 篆嚣换 }措出冰3嚣嚣
一总娥拇划

3 00谢 螺措~ 指嚣莱1措们措3∴蔷装嚣
司 一怎特规划

工释美一规鞠

窟用

窥手高塞

罚宇韦蛋 众

挪
帕涤于1把嗣

篱度 ?出8.∩?一厅` _

勾选对应专家,点击“导出EXCEL”按钮,可将专家信息导出:



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叁絮 窘翻 羌赚 (゛嘛 薄侵

专鹅室 疆醒ゝ

1.2、专家信息审核

网上申请注册的专家,完善信息提交审核后,会在待办件中显示,也可以在

专家信息管理一专家信息审核模块进行审核。以下介绍通过首页“代办”进行审

核的步骤。点击首页“代办事宜”中的 图标:

疆疆疆疆醒疆疆醋疆醋疆醋蹦醒醒蘸蹦醒疆疆疆疆醒疆
辐办薄甫出)

⑩

点击到相应条目进行审核,打开页面后点击“扫描件审核”可对相关扫描件

进行查看,然后点击“同意”或“不同意”,输入审核意见后点击“确定提交”

则审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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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赣爵疆藐赣蓬蹦

∴∵’ 专家基本镐忠

专籽鹊与 揪为即主

哼发蝗簧 ^÷.士

毒乏益与 士‘写川

嫩擅味沉 逃需 ^

壤∵业犹埂 砸常出

棘义⋯∵单

二士隙实 ヾ′

⊥咋纠中孽∴∴. 3二湾、卢∴产宁←芝

遭虱范超 ゝゝ∴一

事箔 年_▲⊥

阳货了.工 `诚

在系统上直接新增的专家同样需审核通过之后才能入库

寺蛋驼售 专耘惩餐三

1 舱鸽扎 溺戚u (签臻)涕诚投琼吏馆 13333弗2222

二!蔓樊一二瑶薄工一进鞋二搀.蔓率;葵

筛镰罐王撵

二攫荚一=疆棱工一翻i程.遭溅与

蛮谭=程

二授凳.二馒疮工一逾筑二耀.拇重崎

髓宁志素.∴∴∴ .磅盲较

二程

二蝗祭.二馒宠工.进简工授.土看害

嘲锄谢三蒜.=鞭早航推枷耽薄骚∴∴韩枝∴ ⋯
霍二谩

二程笋 二程釜王一∴器二/曼.路薯二

=性淄∴常 珊雕训=⋯ 1姚脑"言鸵二程赣三蠕二喀.翔二持瓢 噶谣 ⋯

二哩笋.二哩违工 ∴悉二哩.∴声鸿二

孽

-1熏∽. .'￣‘聂(+;￣' ;全一寸'T‘(翼_ :膏c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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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鞭疆疆疆醒醒⋯疆骤
写.;∴膏家蓖本信息

弯黍臻号 秩产郎汽

等默蛀鲁.球订‘‘

宝董室写∴主生士士厅上

藕窟抹湍 戏于一

紊违掠烤∵ 二冷浮∵

墅嘱圈围匿

羔{:哩费 上

二乍皇蕊.∴笋培 立 江.￣垫￣

轰辛.鸭江 闽宗¨

挚笔÷∴勺∴ ∵

萍薄行》 年紫

募.要至辖三攀芒枕 二

事要湾长 当 _

1.3、专家请假审核管理

通过待办件 图标可以对专家提交的请假事项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系

统进行语音通知抽取时,会自动屏蔽该专家,过了申请的请假时间后,系统自

动恢复专家的抽取资格

3 莫星 辆铸

s 其霓 鸿铸

培 费其 泻镭

出 请馈

泼 zj2 涪较

舶 zJ! :赢僚

拍 桑舅 洛镀

2017/3/9出2烹22

2Cl?伴/15 8:钙j2

指l?/3′21 u:11桃

拍t7/3′24士婚试

光日/3/28 9‥1在光

来1;月∩ &5c‥训

2017/常10 9‥〕去;8

2C17/j/沁蚊33.弗

2轴7/常的9:36.狗

主治l?毒/10 10‥2♂.5上

20 1 7/4/10 10:46‥扒

iCl→/4/1Q 16‥主0:主!

主C17′4月1 16‥!6性

1.4、专家账号管理

提供管理、查看专家账号功能,提供初始化专家登录密码功能,如出现专家

忘记账号密码等情况,由辖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初始化专家密码゜



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澄疆疆膘蕊蓑澈疆凳蕊疆疆颧
1 :糕紫∵眺1}

三糕糕啡虾

1.5、专家信息导入

系统提供导入系统的专家示例模板EXCEL,根据示例模板完善专家信息后,

可以直接导入到系统中‥

1.6、专家信息导出

可导出专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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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1.7、专家短信群发

可自定义编辑需要发送给专家的信息,也可自定义选择发送信息给哪些专

家,此功能需要配套有短信猫:

醒
∵

上
一
∴
二
∵

●烹发澄∴ 〔∴已轰蓬

疆蒜疆
疆蒸澜憋

焉溃日妥霄‥

鼠冶盈蚂手22.柏日篷舞斋暮王篷美诗臻专鹅字业务餐训 鼻馆氧势证壬专雷色寄÷典赁融艾氮事毒揭链,

顺

澄愚分大小写上凭卜一寺潦遵名;馅∪一一舷号三汽⋯蛰纂变琵

铸亨, `链织专瓦蛀吁圭生训、

虐葬菲岩持菲直粤纸叠事臻茁芍范

1

?

扩∴上∴∴} ▲ 醒圃霹醛疆

} 短搐信息

壹鸟葛凉毯:、蕉判肄ヽ.墩

短漳鼠洋畜∵ 紫肩漾出紧

注专∴ ,寄靛倍息

罗辜三∴∴∴∴ 】士∵写三1光 唾热率电定

圣囚臻 ¨707?S撼96 丢躲宗电冠

9丰一事郎;∴∴∴∴∴ ↑其勺三了′宁÷氏虽〔l ゛摹▲★d圭♂l幕

1.8、 cA证书绑定

可操作给专家绑定CA锁,用于系统登录和电子评标签章等功能。一般给

CA公司工作人员使用。点击发证弹出绑定画面‥
●垒蛰 宋表遥宅 已援蚤攀

疆蘸疆

| 峪 〈

锑戏熊群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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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插入CA锁,点击“读取”读取到锁信息后,点击“激活”即可绑定成功:

士 夸家基衣镀惠

专罗痒霉. ’、人

专漾!凄客 ∫

匿匿重目瞪

蚂健汪专 ∵三(上、狄ヽ出 髓涕执竞

哇讳堪玉 事一二入 粒簧哼业
‘

=停皂性 睁ヽ摹、游淤琴严

章韭拷餐 执韭磐接证书芒耀、勺

弹紊曳蘑 舰立仁年日 办公电译

详派弯ゝ王

流 诬书法珊棒息

三毒Key号

疆疆

个费辅营考

攘溪漾絮赣隧疆轰嚣 醒赣赣憋慧凝蘸獭疆靛慧疆蕊蘸逮疆

1.9、专业信息管理

可新增、删除、合并专业名称‥

逢择专业

燎母雷坐

◆ 一撑英

疆疆醒疆
髓

尹

1.10、专业信息管理

可新增、删除、合并单位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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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疆疆醋疆疆疆醋醋酣醋蹲醋孽翼墅器挚三
藐熊

■
■
圈醒

二、专家动态考核

2.1、一标一评打分

系统从广西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综合评标专家库抽取系统同步已抽取

开标项目的列表,点击“评价”按钮,进入一标一评打分页面:

d 演腻翻施撒凯∴∴∴∴∴蒲饿酮骡糠副
5 薄诚鞠漾泰瓢 例沈巷鸦橇硕蟹1

6∴熊磷蛊捣臻目 腕沈连娃斌委

÷ 镀潦雨目¨启¨ 翻蠕强目日∵¨

点击″打分情况”下的按钮,针对评委进行打分:

争撬 熏酌~ →申霄扩

醒圈疆

′丫 颂富籍息

琐三缉等

勾选需要扣分的条目,并且在“意见”栏输入扣分原因,在“专家评价说明

文件”处上传扣分说明文件(此步骤可选,文件不是必须上传),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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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ll

上j声持娥摊人瓣股惟产引酮浊性蚌工c如三立出讣镶翻隐浮辆蔓、霄开率嫁篮酸薯母遇

.戏霄瑶写蛀暮⋯秦秘鞭挛昏援售)漾矗通艳恕玛宗燎害 一出

上奎手(莲霉ゝ虽尧考面瞒述理童

膏洼漱哼为 .沁

莹率酥3程孽蜜串琼亭隶个人堪砧安误霄费浑婉迅囊教生 出
耙.重膏雷浮凉导事1人胰因导毁量赫这字

洋婚不睬从浮磷芜场翻重工件人晨'璃耽饵残

梆浮遗育工桑进入语撤撅

滞事籍孕嫁树沁附涛塞浑谅现妈

毛丰坤重搏审国产派哼谋<人烯毒苇鹏致丰璃结攘猪宗 出
粱.通击臻率琼亨茅^ ′辣盈零效叠薪草禽

=∴∴∴ :*惦怀强状丰称蕊攒盏常与王惟人寅膏裸鹅请薪 一沁

毒 烯串赶母二其凄入卞冻秘踢 柏

纬膏志洋挪措摄寿赶浮骤沥 .抄

京封因博黍宗国虚 一孤

帕
汛重眠瑚.重咋或氧紫拷育重盲妹规壹孰挛盲游耙方注中 抓

毒
∴酣则浙晰三岁裂垮再范宫柱、摄忘或餐镁凌蔡惺 方

≠晾亭措媳持素强漾^涟纬僚窥缝拜分

毒 撤堆人代薯事嫩膏勘舷人珊寿串者凌昏上釜字(釜∴抓

写
甄京甄窑雨零雨琼八性造办、虎明或甚抨重撅人圭或炉 烈

芒绅澄海、诗弱, '鸥÷王产斌

¨ 纂他不暮蔬、不共王撤拦理努的狞为 一捌

笨把毒 -< 总咕三书

∴ 拖美嫩件

疆疆疆骡疆疆蘸赣
守丢革lヽ `饯哟文饵

2.2、其他因素打分

点击“新增记录”按钮:

ー

l

`
,

ゝ
∴
出
∴
∴
∴
广
“
-
三
∴
一
平

纂慧熊愁攘熊蘸慧骡醒蘸熊
.狐∞∴∴∴平∴ ^

I°(烁 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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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点击“选择”按钮,选择需要打分的专家,

¨
∴
沁
一
川

‘> 相关附件

疆熊髓疆蕊醒 熊蕊疆疆醒疆疆蔫疆

±墅墅孽

缝慈熊骤蘸疆

35出2生亭8°C?;朋强:

¨01指1今Q8C把65主尖 孵宇事蒸

11Q??71Q′8C灾、耐;毒-

65挑OCl♀ /6(〕 /(坞9常灼

砧o主CO19911i220解8

生!鹅0 ¨0 7sC王! g8 379

们布23 1 9851锐〕8省6y

耶?9331Q9:婚?二?7s♀(

主扣?c工▲Q71c雏~Q81?

; iQ?∞1 9??08! 3 361×

雅 广 ’ 疆撬疆醒醋.

勾选需要加分或者扣分的条目,在“意见”栏输入加分和扣分原因,在

“说明文件”处上传相关证明文件(此步骤可选,文件不是必须上传) ,点击确

认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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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 儒息

5
-
~
∴
的

鹊醒疆

2.3、专家评分异议申诉

针对专家提交的评分异议申诉,可在此模块查看和审核,点击对应的操作

按钮,可查看或者审核申诉记录,申诉一旦认定成立(审核通过) ,之前专家扣

除的分数将自动回复,不会再扣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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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碾奏纸室 部蜕强讹法江

瑶蔓餐持 熊戒递部》~

洋谅球窜 .出 士 毒 常

∴注 得磐储洗

奎副请潍释肆审诉朗条款)

2.4、专家分数查看

可查看到专家的实时分数情况,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库

和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要求,系统根据专家

分数自动对专家实行暂停或者启用,

:宗∴

趟疆慧凳淤

2.5、专业评委统计

此模块可统计每个专业下的专家人数,并支持导出EXCEL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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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2.6、专家项目统计

此模块可查看专家抽取情况、参与项目抽取情况,并导出EXCEL‥

疆蹦「￣￣￣

三、培训考核管理

●帖渍 舟事 ●油取鹅 膏辨獭 滤缝雾挪撰效 )宪寂普来媳 鹏素遥鳃 鞘棘 一禹虫锥网遗 士诚

酣蹦 疆疆叔
蓬赣疆蓬赣疆

3.1、题库类别

可设置、删除专家培训、在线学习的题库类别‥

类姚选择

婴薄觉戴

社二三霄亨事默浊

'上∴纯烹姓己

` 襄楚

;臻责凉去● ￣

洁三三汁暮高学宗

当龋抵竣兼感氧舔三耸獭澡溯窥淄链赞姨

骤疆熊疆赣溺疆疆疆疆疆凳鞘疆
罐

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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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3.2、添加题目

设置专家考核的具体题目,可设置单选、多选、判断、主管等题目类型以及

题目的标准答案,也可根据情况设置题目的难度系数为简单、一般、难等不同

级别。提供批量导入题目功能‥

类别陵择

÷霹膏鞋高

. ∴.蠢娃奸去

乍其爱葱堑恕娥

茫濒<搏一

宁￣■ !.÷

事综

' 秉:识接崇

摹 暮屯

宴瞪矗霞爵矗

. , 宁''J孪漾

错痢窃递嫩条潜 ^较资貉赶谢气ヽ口

醒∵
溺骤疆疆疆疆蕊舔瀑

生诧鲤 铸摹

刘囊车 耪

叹壹∴∴∴∴∴迄

筹釜 浮

.'÷ }'

安!拽 蔼鲁

3.3、练习管理

可自定义设置每个练习的名称,并从题目添加模块内选取需要考核的内容。

可设置练习开始时间、结柬时间、练习用时,及格分数线等,可自主挑选需要

参加练习的评委:

铡透择

摊贵割

'ヽi=.=

▼

宋强涕霄建耘三产
一

思要?我望焉垂

戳纂蛔

共唾

_.突赣

一赢龟

姨轰债漾专需

一时鼻饥雾淀

寸’酣 疆疆
蒲∴滚蕊赣蒸繁蕊蕊慧慧慧慧慧慧凳疆疆疆赣疆蕊疆熊慈攘疆蠢疆疆疆藐疆疆慧疆疆骤熙疆慧蠢醒攘蕊慧筹溺疆疆蕊澄

▲ (一峙哼守泞熊谅弓 娃船霉 ?011 12-27 18 36 ~C出妥▲讥捣C冬 }
-

2 揪泳故瞅×I 目定文菇麦 !Ol?班-06晒徘 却l?舱.鸭晒42 抡 戏 涟

出「 健记蕾习 抑日.~3-祁∥ ℃ ?出7 Q3一汁¨毒 ヾ ヾ

乓 邮丁′互毒文热辩拭 目麦父焦茎 撇市.眺-∥帕拍 !出‘一市一拍¨捻

3.4、资料管理

可上传学习资料,供专家在系统内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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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3.5、在线视频管理

可上传学习视频,供专家在系统在线学习:

类别逛择

.氧膏费薪

' 弟锭蕊熏

一 壬只漓羊

一篙浇芝

事毒镰膏话讣

◆ 震常

擂!郎霉突专烹

′ !.膏济哼志

常持′/¨ ∴1c ;沁1∴三源*/年王面瞒>社∞= '、♀生- ¨

生,卜.、市工出生早∴′今氯词舒辊笋锑央乎六隐宗涪早∝^

毒生‘生上上立毒S年二沁。>c丫宝浪e年乍记判1 `♀∴゛ cj

市毒∴~ ヽ ;出7生一肌熄了∴上心S何p卡

平立√日∵卜∵心日; !毛c早飞、丁.议eゞ厅L~利二出于、小c6

毛<士3√∠出了中高/击手c毒e年,心指一年

!峭'∥¨出bJ光.1写38恍淄诚耿°对裹部出rg川审cd

印娩沁平捣1了c〕舶′b44志部即j审62L悯p4

宝即∥¨3 1乓!凳工凳糙驱/纠浊咖毒卧●a产`门妒抛‘∞

常的;毒厅:Q17C3粥布1雨(

哺事′月沁常祁¨7j滁诽您肿眺神持●汹、膏妙烯Q扁

d布豢出√沏1沁u 2/惊同订∴景厂雷ヾ二秩目戒落攫搜二援丰

凉事紊誊津泽镐专豪暮宗;干击点‘士露{耗) 、♂oc

<

<

《

串

试

′

控

拍
出

弟

`

羔
∴

(
于
∴
∴
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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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操作流程

一、专家动态考核

1.1、一标一评打分

系统从广西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综合评标专家库抽取系统同步已抽取

开标项目的列表,点击“评价”按钮,进入一标一评打分页面:

圃

ヽ↓
` 蔫鳞

' 耪谴霸眺淆强凯 鞠珐黍摈;蝶姻重1

c

揍漾静舱忘;藕一 测藉攘宏褐副

恕轰毯辨藕目 测跌墟拜媚胃

谢赛窥贾日∵出 部隶顿鹊出∵年

点击“打分情况”下的按钮,针对评委进行打分:

步
∴
扫

/

早
∴
→

∵宁 颐酣蠢思

勾选需要扣分的条目,并且在“意见”栏输入扣分原因,在“专家评价说明

文件”处上传扣分说明文件(此步骤可选,文件不是必须上传),点击保存即可:



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9
室活碾正撞申图语疯寿琼爪人规菲集谋粤致坪嫡纬舅改重

攀.或膏客率窃亏荔个人纂图孽致叠靳译鲁

▲ : 慕啦太据沁事京较娟盘譬夸工炸人虽薯理挪焉

出 掷斧适宵二纂进入串嘛蕊煽

1 : 湾事美牢掠即毒擅带毒肾乐勒场

写 恋当圃谣秉亲图启

¨ 挛攒寻绍氮丈铝重薯货格育重史铝键钓事富挠售瞒法滓

毒 心酮示搬暮瞻宗耽为荒祟事译导筐鲁忠撬鲁瑰矗揍膛拉性
浑营弯累怨涌窑婶畴人堕哼咬窝笔湃讨

沁 索琵健人代增率衰琵餐委生陪人瑞膏宣浮斋耪责上善手了奎
璃上

∵ 镭于慧茬详母强谆/恋÷呈译、皖鸥我i镊吏妥碾人宝烹喂
笔即凄活.浚玛.釉宋王霉择

沁 纂锥京牟琵、不公正霹污事翔亏为

誓泊分 23 雪今三丁3

疆疆醒赣赣蘸
写紊淬“皖鸣父乍

1.2、其他因素打分

点击“新增记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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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点击“选择”按钮,选择需要打分的专家:

种悄莲自膏姜前.出一啮僻湖生汀嗣量的士那份∴∴∴∴ ゝ

撇蕊甚氟铀叠浮薄审鸦 妨分 5

灌骤漾嚣藉疆鞘 袋蕊疆赣疆醒凳溺蓬憋疆糙惹漾蕊慧缀撼蕊疆蒸

墅鞋墅疆

篙￣

酮醒醒

疆疆疆颧 早

勾选需要加分或者扣分的条目,在“意见”栏输入加分和扣分原因,在

“说明文件”处上传相关证明文件(此步骤可选,文件不是必须上传) ,点击确

认选择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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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操作流程

汗1 隙既蛰鲁膏美赘门封窜惫拇褪獭董较,舶婚 5 痔'二 ←三 ~飞-ヽ蚤 ヽ

}
王 王皱磋台豢鹏膏菲王膏结 舶甜 ゝ 袋 洁 絮- -,

3\、圭藩号措辩鲸篮富札砖娥声院呈喧由幻违淫谨戏污为虽被 沁
熏重涟擅丢柒 加!0余

(
∪

'

^
日

醒撬龋

1.3、专家分数查看

可查看专家的实时分数情况,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建设工程评标专家库和

评标专家管理办法》第四章第二十一条至第二十七条规定要求,系统根据专家分

数自动对专家实行暂停或者启用,

疆疆疆

熊蕊凳赣缓藤缀熊熊慧攘熊疆蕊赣聚蕊
o )C (\°u 厂;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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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一、系统登录

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1.1、账号获取方式

操作步骤:

评标专家有2种方式获取账号:

新入库专家:

网上申请,在网上进行注册,获取注册账号,然后登录评标专家申报系统,填写信息,

提交中心审核。

已入库专家:

使用个人身份证号码,默认密码6个1进行登录,登录成功务必修改密码。

以下主要介绍第1种登录方式。

■■■■■■
骤∽' 叫事

技术事搏:江苏国赛新点软件有陨公司

1、如上图,在评标专家申报系统的登录界面,点击“免费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如下图:



附件l: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登臻各 ′ 、泣为!

!望事上∴摹◆'◆.→

捷讣墅藉上∴ '◆.◆●◆

专累牲名 力 三三,

臻累电湛∴∴二冶社、写善

宝治妈莲 ∽.士∴未端巨

琵证弱∴∴于士 酬哑圈

①^

醒酮

2、填写信息,选择注册地区后,点击“确认”按钮即自动登录。

系统首页左边部分是各个菜单:右边是一些待办事宜和一些菜单的快捷方式0

1.2、登录

l、通过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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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l,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酗∴∴士早

2、输入用户名和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登录系统。

二、个人信息

2.1、专家信息维护

基本功能:维护、更改专家基本信息,提交交易中心审核゜

操作步骤:

l、评标专家登录系统,点击左侧菜单“信息维护一专家信息维护”,进入专家基本信

息页面,如下图。

婚⋯
(上 春家

点击修改信息后,在相应的栏目输入信息,点击“扫描件管理”上传相应的扫描件后点击下

一步、提交入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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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 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专高唾琴 }↓. 薯一棵蚂浮溃→筹社 ￣浅绢丢

寻;宇溶莹.阳 ÷恋 信寅 冕拜

毒笔年即. 臀劣谩粤. J 启一 锥享毛累 ‘出 <

锥J霄识弓 注可

生吐犹陛 态

掌吐郎事 .、 市 震照 带事导吐 '十,事 患募亨雨
.

文‘〔瑶奏 ÷ L 莲 乍卜患餐丰 费岛搓囊

工‘言霍性. 通托 〔辣

宗恋_L‘乍强噎(生秉哇墅 虏素一享`清￣、重! 穿广⊥亡抱 耿/」ヽ叫

鹃疆龋国■■■匪

昧粤 生 ￣门冰■ 活--持〔 ′早 弧r曼-⋯a￣空

蒜霹哼浚. 1孺 笺耕 √摹营蝗 一娃镁` 从薯摹专奴呼弓 <

(澄凄恕译书全扩 ‘蒂蕉1 凉 凌蛇雷婚雀书粤 士一÷∵三于 炉淬^J窒鲸言 '勺 诚÷

疆疆醒疆疆疆酵
年 专豪基春俺息

考货嚼志 ~゛冲?

寺磊运志 ‥ 昏 ヾ主王 毛笨

壬等孽斥
‘

之 拜( 「 赢哨=芒 - ￣\ ′ ヽ

等壬盅÷垂
’ ^

镭镭?<讨 献↓

摹业渝篱 社、

圭亚锄互 _)壳 >出日 拼鲁量亨韭 ^、毒 愚事事猜 ゛

÷t辟重 一 扑诌舀毯 接弗据吏

_‘斗事3‥ ’∴黔 常,胁々 创′.

遥,部屯坟 之.

肆务: xヽ生走注雏 揍未野练 j蜡淤 课鹅过持冯 .蕊共一j一

脐赶污业 哼撩 从膏‘亨血 二持蕊絮 共膏本事业时零 ∠ 丫讫正离;3二

妨垂接拍法娘采称 ’稻部洋 氏业费妮迁书号 上〉_J、洁′叁入 诚滩′、壹订琴 衅!^生∠8二

专忠窍~ 市 热

2、审核状态介绍:

编辑中:可以修改信息,一旦提交入库请求,即变为待验证。

待验证:不能修改信息,等待中心审核。

验证通过:已经审核通过。如需修改信息,请选择变更信息(单位变更、注册地变更、

评标专业变更)。

验证不通过:审核退回的状态,需要重新修改并提交审核0

3、点击“修改信息”按钮,如下图,

囤董囤鞘

⋯秀∴∴∴∴∴酶毒二===工三 斩湖
文标窍:上.

匿壹震酞押 U

污业主瞒父二.纂忿 骤 是客耪砂哥业劣蓖 燕八专毒《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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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l: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填写各项信息:

4、点击“选择”按钮选择单位,输入“回避说明”,点击“新增单位¨按钮即成功添加1

个回避单位。

士 围遵孽位磨息

圭1三王'..

莉越说明

注‥回避单位的意思是,评标专家和该单位有联系,比如子公司、母公司,如果该单位

参加投标,本评标专家需要回避,不参加评标‥评标专家的工作单位,自动添加为回避单位°

5、点击“扫描件管理”按钮,如下图, (扫描件为小于1024KB的图片)

6、要上传某类电子文件,比如个人照片”,点卸扫描件管理”'打开如下图的页面(请

仔细阅读图中红色字体的注意要点):

个人照片

簿攘疆蘸熊繁慧疆熊蠢骤獭熊

7、点击“选择电子件上传”,选择电子件,自动上传゜

注:

①附件名称只能由申文,英文字母和数字组成:附件上传大小限制为IO24KB;请上传

后缀名为jpg、 jpeg、 bmp、 gif类型的图片o

②当上传电子文件错误,证件处于编辑状态,可点击【删除】按钮,删除错误的图片;

当证件处于待验证、验证通过、验证不通过状态'若图片需要变更,请点击【作废】按钮,

作废指定的图片0

8、扫描件上传完毕后,回到“修改评标专家”页面,如果点【修改保存】,则评标专家

的状态仍然是“编辑中,下次可以继续修改信息。如果点【提交备案】,则状态变脐待验证”,

等待管理人员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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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l: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围围

专豪辕喜‥ 粮娜.粥

专豪姓奢:滋漾率蒙啤

出生每月:排1卑圭蔓抖磨朔薛

翘臻拭况:

2.2、评标专家请假

基本功能:修改评标专家状态。

操作步骤:

l、点击“个人信息一请假一新增请假”,如下图:

专家评雷奄诗

单想宗壹

∴上岂既地奎孽

浮掠专韭盏更

填写“开始日期” , “截止日期”点击修改保存即请假成功。

薄醒擎蘸疆疆疆溺疆醒疆醒疆疆疆蘸疆醒熊疆疆蘸

苇累甚称

惯‘乍美孰 毒鲸 栽

一由帝 凳裕吕拂‘ 、|年 ¨.糕熊 一一゛赘止日期 ' 市‥ 、 '∴

掠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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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l: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注:请假中及暂停中的评标专家,在语音通知抽取时无法被抽取到0

2.3、个人信息(修改密码)

基本功能:修改个人密码。

操作步骤‥

l、点击“个人信息一登录密码修改”,如下图:

专家信患锋护

罐接电括号蕴

专家拜韵查蕾

谤撮

原蜜释∵{

新密稠‥*

龋认新密藕∵↓

页面中,输入原密码和新密码,注意原密码要准确,新密码和确认新密码要一致,输入

完成后,点击“修改密码”按钮即可修改密码成功°

2.4、个人信息(修改电话号码)

基本功能:修改个人电话号码(语音通知时需要拨打)。

操作步骤:

t、点击“个人信息一修改电话号碉”,如下图:

在页面中输入原号码(需跟现在使用的号码一致) ,输入变更后的新号码,点击“修改

号码”即可变更号码,变更号码后语音通知及信息的发送都会按照最新的号码进行拨

打及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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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专家分数查看。

基本功能:在此栏目可以查看评标专家的分数以及对项目的详细评分分数。

操作步骤:

l、点击“个人信息一专家分数查看一载”如下图:

详细信息页面可以查看评标专家对历史项目的评分及申述信息0

2.6、专家评标情况。

基本功能:查看评标专家基本信息及历史业绩的详细信息。

操作步骤:

1、点击“个人信息一专家评标情况”可以查看①评标专家信息②业绩信息:

扩; 秤赛臆息
'亭蒜鹰磷捧擒

登臻垂锤鳃教

炼鼓辜奄粤缝

丰京兔耘奄茸

宗:撬萎霞醉
孽键安贾

进漆鸡妥霜

洋寿蕾塑安蔓

L,〆 业缀椿息

瞪疆蹬嫌嚣疆醒疆疆嚣蒜疆疆疆颧慧慧熊颧蘸疆嚣瀑撼

2.7、单位变更(验证通过后)

基本功能:在“专家信息维护”栏目中提交备案并且验证通过的信息如需变更单位,则在此

栏目进行。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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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l、点击“个人信息一单位变更一新增变更”‥如下图:

宝繁&呈孽

洋谤亭二寅王

2、状态介绍如下图‥

所有:所有的单位信息都会在页面中列出。

编辑中‥在“新增变更”后尚未点击“提交备案”的变更信息会在页面中列出°

待审核,点击“提交备案”后且相关人员尚未进行审核的变更信息会在页面中列出。

审核通过:在“提交备案”后且相关人员审核通过的变更信息会在页面中列出゜

审核未通过:在“提交备案”后且相关人员审核不通过的变更信息会在页面中列出°

∴骄有 ∵辕辑申 专簿裔接∴二青髓通过 三窗鞍童通逆

变更信息的搜索过滤‥选择相应的变更日期区间及变更内容(包含的字眼)点击搜索可

以对变更信息进行相应的过滤:

寥赏日鹤 ∵ .窒 蔗注 事费鸿蜜

在下图中的“信息变更”页面中检索单位(只能检索到入库的单位)选择变更的单位'

在③相关附件“电子件管理”上传“变更信息相关文件”后点击下一步、提交备案即

可将变更单位信息上传至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的变更信息方为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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疆醒溅糕疆
率更,臂g强美黄惟

醒蛹霸南霹章蠢蔬匪酮瞄酮圈疆1瞩田一￣圈蕊睫 簧.

'酮‘ 酮酮.薯
一擎誓辈甲毕癸.

【叠霉霉膏翌/
'..一 一.~..

2.8、注册地变更:

基本功能:在“专家信息维护”栏目中提交备案并且验证通过的信息如需变更注册地,则在

此栏目进行。 (注册地变更后在项目对应的地区的评标专家会以最终变更的地区为准)

操作步骤:

1、点击“个人信息一注册地变更一新增变更”:如下图:

tcs'',鹅x}!

专素悟蔓浚柠

凳录墅摇镭鹃

嫁孜审话号藉

∴摹专隶分肄奎看

’<霹骤

寺爵浮稼富滞

∵?单粒轰更

三 浮标专蛀奎更

蔓更日期‥ 工 壁 出 ∴

在下图中的“注册地变更”页面中的下拉框按钮选择相应的地区,在③相关附件“电子件

管理”上传“变更信息相关文件”后点击下一步、提交备案即可将变更注册地信息上传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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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的变更信息方为有效信息:

毒瑶!餐号 揪肄3

等簿娃看 ‘冲1

出生釜昂 ∵;;`゛∵

可●÷' ヾ

哇舟耗强 ‘生消

匪国国围睦

莲汛蛇渡

晤努

辣吐舅橇正书蓬称

郭赦铝程

> 变更篮息

砷烹潦穗 中1伴c

〈二℃ 相美附件

2.9、评标专业变更

基本功能:在“专家信息维护”栏目中提交备案并且验证通过的信息如需变更评标专业(可

在原基础上新增评标专业)'则在此栏目进行゜ (评标专业变更后在项目对应的专业的评标专

家会以最终变更的专业为准)。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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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点击“个人信息一评标专业变更一新增变更”:如下图:

章蒙笨忠缝护

登录蜜持霉碎

嫁赣事话粤凳

寺黍甜效蜜看

士 淆锻

专家评添请况

∵忘蝗位奎蠢

注籍艳宝要

奎更日藕‥

2、在下图中的“信息变更”页面中的下拉框按钮选择相应的评标专业,在③相关附件中

“电子件管理”上传“变更信息相关文件”后点击下一步、提交备案即可将变更的评

标专业信息上传至相关部门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的变更信息方为有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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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上评标专家操作流程

∵ 爽要镭息

三∴∴拙挨尉伴

颧藉熊熊蕊
妥蔓璃哥娟笋宝佯

专蒙娃:

出生年,

橇震事妨.

三、培训管理

3.1、在线练习

基本功能:在后台人员新增相应的练习试题后,可以在此栏目进行练习试题。

操作步骤:

l、点击“培训管理一在线练习”如下图‥

在搜索框中对试题的名称进行搜索,可以快速找到相应的练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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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练习查询

基本功能:可以查询“在线练习”页面做过练习的完成时间、练习成绩、查看试卷。

操作步骤:

l、点击“培训管理一练习查询”,如下图,

3.3、在线视频学习

基本功能‥可以在线查看相关学习资料视频。

操作步骤:

1、点击“培训管理一在线视频学习”页面,可以查看相应类别(可用搜索按钮快速查询)

的学习资料视频(可用搜索按钮快速查询),如下图,

类别避琴
鳃瑞透美瓣乳郎嗣

$|∴∴推舔

_J'

页面中可以对类别进行过滤、查看视频的时长及已学习时长,点击学习下的戏按钮可以

观看学习视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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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频学习”页面中需要点击“保存时长”方可将培训时长计入已学习时长0

3.4、资料下载

基本功能:在此栏目可以对系统内的资料进行下载。

操作步骤‥

1、点击“培训管理一资料下载”的页面中,可以查看相应类别(可用搜索按钮快速查询)

的资料(可用搜索按钮快速查询),如下图:

类熟逸捧
攀嘶建翻奎耿配擞

(事一 雕餐酪

点击辩按钮即可对相应的资料进行下载゜

四、考核计分

4.1、评分异议申诉

基本功能:对项目的评分有异议,可在此页面进行申诉。

辫瓣淤康浙忻;膀写熊世攒孺谈' 妙龋獭栽漾贱蕊凝东 歉沁涝熊撰游澜臻鞘熊熊酶熊凝燕鳞熊獭熊鞘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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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l、点击“考核计分一评分异议申诉一新增申诉”,如下图,

点击“新增申诉”后可以对相应已评分的标段进行选挥(可用搜索按钮进行快速查询) ,选

择好相应标段后点击“确定选择”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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