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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功介绍

1.1 用户说明

本系统具有两种权限用户：中环协和申报单位，本次说明为申报单位登录后的系统说明。

1.2 权限说明

申报单位登录系统的权限及账号获取方式：

用户类别 角色 说明 账号获取方式

申报单位 申报单位用户 执行申报单位端相关业务的操作 申报单位用户注册

申报单位用户的功能模块树如下：

1.3 整体业务流程

环保服务认证流程主要分为四大流程：认证申请流程、变更申请流程、扩项/升级申请流程、复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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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认证申请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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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变更流程

1.3.3 扩项/升级申请流程

1.3.4 复审流程

与认证申请流程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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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功能使用说明

2.1 系统登录与退出

2.1.1 登录系统

操作如下：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360/火狐/谷歌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环境服务认证申报系统的网

址：http://120.27.10.143:41023/#/login 后回车，即可进入环境服务认证申报系统登录页面，

申报单位用户首次登录需要进行注册。

图 3-1 系统登录页面

2.1.2 退出系统

在任何页面中单击导航栏上“退出”按钮，对平台进行退出。

2.1.3 用户注册

申报单位用户首次登录需要进行注册，在首页中单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页面，

进行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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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注册表中添加正确的注册信息（注：所有信息都为必填项），单击“立即注册”

按钮，完成企业信息的注册。

2.1.4 用户留言

申报单位登录后单击导航栏中的“留言”按钮，页面弹出留言框。在留言界面的输入

框中输入留言信息，单击“发送”按钮，可以将输入的留言信息发送给中环协。在留言界

面可以查看历史留言和中环协的历史回复消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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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修改用户信息

申报单位登录后单击导航栏中的“修改信息”按钮，页面弹出信息修改框，在修改框

中可以对用户的联系人信息和密码进行修改。修改密码需要输入正确的原密码，再输入新

密码，单击“修改”按钮可进行修改，密码修改完成之后系统会自动退出到登录页面，用

户需要输入信息密码进行登录；用户信息修改可以直接输入需要修改的信息，单击“修改”

按钮修改，修改完成后，基本信息模块中的信息与修改的信息一致。

2.2 系统功能应用

2.2.1 系统消息查看

进入“首页”，在“消息通知”处，可以查看系统消息通知，同时单击消息信息，可

以弹出相应的操作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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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申请流程和状态查看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查看最新状态，同时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

可以进入新申请流程界面，单击界面中进行中的申请流程，可以进行相应操作。如下图所

示：

2.2.3 提交新申请

进入“新申请”，在申请书中所有必填项内输入、选择或上传正确格式内容并单击“保

存”按钮进行保存，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并在申请书弹出框最下方单击“提交”

按钮，可完成申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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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提交扩项申请

进入“扩项”，在有效期内证书中单击选择框选择有效期内可以选择扩项的证书，完

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可进行扩项申请。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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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5 提交变更申请

进入“变更”，在有效期内证书中单击选择框选择有效期内可以选择变更的证书，完

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可进行变更申请。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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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6 提交复审申请

进入“复审”，在有效期内证书中显示即将到期前 3个月的认证信息，单击选择框选

择，完成后单击“下一步”按钮，在弹出的提示框中单击“确定”按钮，可进行复审申请。

如下图所示：

2.2.7 型式审查结果查看

进入“首页”，在“消息通知”处，可以查看型式审查的信息。在“流程监控”处，

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程界面，单击界面中变为绿色的“型式审

查”流程，可以查看型式审查结果和中环协意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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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签订合同操作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不为灰色的“签订合同”流程，可在弹出框内单击“查看”按钮查看

申请书和合同，并单击“另存为”按钮进行保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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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9 付款操作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

1）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程界面，单击界面中蓝色的“付款”

流程，弹出付款的操作框，在操作框付款下单击“点击上传”按钮可以上传付款凭证，上

传完成后“点击上传”按钮变为上传文件的名称，并且可以进行删除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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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付款凭证上传完成后可以上传开票信息，在开票信息下可以单击选择“增值税专用

发票”和“普通发票”：选择增值税专用发票后，可以单击选择“三证合一”或“未三证

合一”，单击“点击上传”按钮可以上传文件；选择普通发票，可以在发票抬头和纳税人

识别号中输入相应信息。发票编辑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进行保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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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发票领取方式中可以单击选择“邮寄”或“自取”按钮进行选择领取方式：选择

邮寄后，需要在所有输入框中输入邮寄信息；选择自取后，需要输入领用人信息。信息都

输入完成后点击“确定”按钮进行保存。如下图所示：

4）所有信息保存完成之后，点击“确认提交”按钮，提交付款信息，在弹框最下方可

以查看中环协开出的发票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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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0 现场检查前准备操作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为蓝色的“现场检查前准备”流程，单击“是”按钮，确认现场检查；

确认审查之后，中环协会发送一份审查计划表，申报单位可以单击审查计划表表格中的“查

看”按钮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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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1 现场审查结果查看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不为灰色的“现场审查”流程，弹出审查结果框，在审查报告结果中

可以查看审查结果，在操作下单击“查看”按钮，可以查看评审报告，在评审报告中单击

“另存为”可以下载报告，现场审查有一项不合格，流程会回到付款流程。如下图所示：



第 19页

2.2.12 整改操作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为蓝色的“整改”流程，弹出整改框，在整改框中需要输入整改说明，

并单击“上传”按钮上传文件，完成后单击“提交”按钮提交整改。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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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3 综合评定结果查看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不为灰色的“综合评定”流程，在综合评定弹出框中可以查看综合评

定结果，综合评定未通过，流程跳转至整改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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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 公示结果查看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不为灰色的“公示”流程，在公示弹出框中可以查看公示结果。如下

图所示：

2.2.15 审批结果查看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

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不为灰色的“审批”流程，在审批弹出框中可以查看审批结果，审批

不通过可致电中环协进行线下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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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6 发证操作

进入“首页”，在“流程监控”处。

1）单击操作下的“详情”按钮，可以进入新申请流程界面。单击界面中不为灰色的“审

发证”流程，页面弹出发证弹出框。

2）单击发证中证书信息下不为灰色的“查看”按钮，页面弹出证书信息弹出框，单击

弹出框中的另存为可以下载证书信息

3）单击发证中认证标标识下不为灰色的“下载”按钮，可以成功下载认证标识

4）单击认证标识使用登记表中的“下载”按钮，成功下载认证标识登记表

5）单击认证标识使用登记表中的“点击上传”按钮，可以上传文件

6）在证书领取方式中可以单击“邮寄”或“自取”进行选择领取方式：选择邮寄时，

需要输入所有邮寄信息；选择自取，需要输入领用人姓名。所有信息输入完成后点击保存

按钮进行保存

7）在证书状态出可以查看证书的状态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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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7 基本信息查看

单击“基本信息”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可以查看企业端的一些基本信息，以及申请数

据的变更历史记录。如下图所示：

2.2.18 获证情况查看

单击“获证情况”进入获证情况页面，可以查看企业端所有获得证书的数据信息。在

历史信息下单击“查看”按钮，会弹框出现流程信息，单击流程框会弹出流程的详细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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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9 相关文件查看

进入“首页”：

1）单击“认证规则”按钮，弹出框展示中环协端上传的认证规则名称，在操作下单击

“下载”按钮，可以成功下载文件。如下图所示：

2）单击“认证流程”按钮，弹出框展示认证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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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击“认证流程”按钮，弹出框展示认证流程。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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