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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目标 

2017年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案（2017-2019）》（发改法规〔2017〕

357 号）中明确指出：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调节。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破除影响“互

联网+”招标采购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障碍，从发展规划、技术标准、交易规则、安

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引导各类市场主体积极参与电子招标采购平台体系建设运营。充

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培育“互联网+”招标采购内生动力，推动招标采购从线下交易到线

上交易的转变,实现招标投标行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 

《省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做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整合共享工作的通知》（浙发改法规

〔2018〕353 号）文件中明确指出：各地要按照《浙江省落实“互联网+”招标采购行动方

案（2017-2019）》和《浙江省 2018 年推进电子招标投标工作要点》要求，着力推进交易平

台改造升级，大力推进远程不见面开标，实现全流程电子化招标采购全覆盖； 

温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瓯海分中心在完善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推进依法必须进场

交易项目实现全流程电子化的基础上，从深化“放管服”改革及交易主体“不见面”、“零跑

动”、“减成本”四方面积极探索，推进“不见面开标系统”项目。项目建成后各招标人、投

标人都无需到达交易中心参加开标会，而是采用远程不见面的全新开标模式完成开标活动全

过程，从而提高交易效率、消灭监管死角、节约投标成本、解放交易场所，切切实实体现“放

得更活、管得更好、服务更优”。具体实现目标有： 

 

1.1、缓解开标场所压力 

由于交易中心开标场所、场次有限，若遇到招标高峰期，同一开标室一天要安排多场开

标，各场次之间可能会发生冲突，导致该项目不能如期正常完成开标，则会造成后面场次的

项目开标延迟，导致投标人在交易中心大厅等候的问题。通过“不见面开标系统”的建设可

以很好的缓解开标现场场所的压力。 

1.2、节约交易活动成本 

公开、公平、公正的公共资源交易制度以及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客观实际情况决定某一

招标项目的投标人可能遍及全国各地，外地的投标人参与投标则不可避免地发生各种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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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宿、差旅等费用，投标人会将这些费用综合考虑进投标报价，从而无形中增加了招投标活

动交易成本。通过使用“不见面开标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节约交易活动成本。此外，

“不见面开标系统”能使投标人摆脱必须抵达有形交易市场现场参与交易的束缚，实现在任

何物理地域参加开标会议。 

1.3、提升中心服务水平 

“不见面开标系统”是以用户为中心，以服务为导向，利用信息化手段提高服务水平的

又一次创新。导航式的网上开标流程为投标单位提供快捷、方便的服务，此外，系统提供在

线互动交流功能，投标单位在开标过程中遇到任何疑问都可在系统中进行提问，现场代理机

构将在线答疑。电子化技术与传统招投标活动的完美结合使交易中心的服务水平再上升一个

台阶。 

1.4、促进交易公平公正 

“不见面开标系统”的应用，将进一步隔离投标单位，使得投标单位之间互相串通投标

的情况大大减少。同时，斩断了投标单位和评标专家在交易场地内可能的不正常接触，人为

干扰因素降到最低，进而，促进了公共资源交易公平、公正地开展。 

1.5、为无纸化奠定基础 

随着政策环境、技术条件和监管手段的进一步改革创新，最终实现“网下无交易，网上

全公开”的终极目标，这就意味着开标、评标、定标等全部交易过程都要突破物理空间局限，

无需逐一进场（现场），无论是投标人、代理机构、专家评委、交易中心管理人员、监督机

构都在网上实现在线交易。而网上开标则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第一步，它的成功实践是后

期改革目标实现的基础。 

综上所述，“不见面开标系统”的实现将在有效节约社会资源，健全社会监督机制，转

变政府监督方式，规范公共资源交易秩序等全方位领域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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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用户登录 

注：因系统涉及互动聊天、视频直播等功能，所以，系统必须使用谷歌浏览器

（GoogleChrome）！ 

打开网页输入链接【https://ohztb.ouhai.gov.cn/auth/】进入登录页。系统满足多种

认证方式登录，系统使用者有招标人、招标代理、投标人、中心人员（监管部门）、管理员。

招标人、招标代理、中心人员（监管人员）进行用户名、密码登录，账户密码由管理员分配）、

投标人采用 CA登录（投标人插 ca 锁进行登录）。 

开标前期：投标单位需在投标工具中生成网络加密标书及备份标书，在交易平台上传标

书及相关附件，在开标前登录不见面开标系统进行开标。 

投标人登录：首先，投标人进入登录页，在登录页面右侧进行驱动下载，下载安装完成

后，选择“投标人（CA 登录）”，插入企业 CA 锁，点击“登录”按钮，在弹窗中输入 CA 密

码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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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系统首页

3.1、今日开标 

各角色登录系统平台，根据数据权限的配置

负责的标段信息，中心人员可以查看所有标段信息

多个开标室。 

 

3.2、历史开标 

各角色登录系统平台，根据数据权限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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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首页 

根据数据权限的配置（招标人、招标代理、投标人

中心人员可以查看所有标段信息），可以查看今日开标项目

根据数据权限的配置（招标人、招标代理、投标人只能查看自己

 

 

投标人只能查看自己

可以查看今日开标项目。可同时打开

 

投标人只能查看自己



温州市瓯海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系统

 

负责的标段信息，中心人员可以查看所有标段信息

标项目的工程数据，按时间排序最近的排前面

标室。 

 

 

四、投标签到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进入开标项目

（投标截止时间当天，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

到，没有上传标书和缴纳保证金的不允许签到

 

当进入时显示红色的保证金未按要求缴纳的提示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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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人员可以查看所有标段信息），可以查看历史开标项目

按时间排序最近的排前面，可以根据工程名称模糊搜索

投标签到 

投标人登录系统后进入开标项目，根据标书上传及保证金缴纳情况系统自动进行签到

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已上传标书并缴纳保证金的投标单位可进行签

没有上传标书和缴纳保证金的不允许签到，投标截止时间后不允许签到

当进入时显示红色的保证金未按要求缴纳的提示时，请检查保证金是否缴纳

 

可以查看历史开标项目，其中历史开

可以根据工程名称模糊搜索。可打开多个开

 

根据标书上传及保证金缴纳情况系统自动进行签到

的投标单位可进行签

投标截止时间后不允许签到）。 

 

请检查保证金是否缴纳，缴纳后需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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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或刷新页面。 

 

五、标书解密

5.1、投标单位解密

投标人插入 CA 锁进行投标文件的解密工作

的解密情况，标书解密成功后弹出解密成功及自己的投标文件信息

质量承诺、工期（日历天）、

位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间截止

点击右上角的“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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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书解密 

投标单位解密 

锁进行投标文件的解密工作，解密过程中投标单位不允许查看其它单位

标书解密成功后弹出解密成功及自己的投标文件信息（投标单位

）、项目经理）。投标人只能查看解密数量的变化情况

位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间截止，系统自动显示所有投标单位的解密情况。 

”按钮进行投标文件解密。 

 

 

解密过程中投标单位不允许查看其它单位

投标单位、投标报价、

投标人只能查看解密数量的变化情况。所有投标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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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注意点： 

① 投标单位解密标书需插入企业

② 标书加密是哪把锁，解密也需要哪把锁

③ 解密过程中投标单位不允许查看其它单位的解密情况

图标的变化情况。 

④ 所有投标单位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间截止

⑤ 显示解密倒计时，解密剩余时间到后不允许解密操作

⑥ 解密失败应急处理：投标单位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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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单位解密标书需插入企业 CA 锁。 

解密也需要哪把锁。 

解密过程中投标单位不允许查看其它单位的解密情况，只能查看解密数量的变化及解密

所有投标单位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间截止，系统自动显示所有投标单位的解密情况

解密剩余时间到后不允许解密操作。 

投标单位解密 3 次均提示解密失败时，可下载备用标书

 

 

 

只能查看解密数量的变化及解密

系统自动显示所有投标单位的解密情况。 

可下载备用标书、解密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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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书，前提是在交易平台需上传备份投标文件

 

5.2、解密失败应急措施

投标单位解密 3 次均提示解密失败时

检测到您多次解密投标文件均未成功

投标文件”按钮！”。系统自动下载备份投标文件

份投标文件”时提示"您未上传密码加密备份投标文件

投标单位点击“启用备份投标文件

失败！"，下载成功直接弹出备份投标文件密码输入框

密码进行解密！”，点击“解密备份投标文件

误，解密成功的提示“恭喜您

注;下载备份投标文件超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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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是在交易平台需上传备份投标文件。 

解密失败应急措施 

次均提示解密失败时，进行提示“标书解密失败”、第

检测到您多次解密投标文件均未成功，若已上传密码加密备用投标文件，请点击

系统自动下载备份投标文件，如未上传备份投标文件的

您未上传密码加密备份投标文件！"。 

启用备份投标文件”按钮，下载失败显示失败提示"下载备份投标文件

下载成功直接弹出备份投标文件密码输入框，请输入生成备份投标文件时设置的

解密备份投标文件”，判断密码正确进行解密。错误的提示密码错

恭喜您，备份投标文件解密成功！”。 

下载备份投标文件超时，请联系相关实施人员或招标代理解决！ 

 

第 3 次提示“系统

请点击“启用备份

如未上传备份投标文件的，点击“启用备

下载备份投标文件

请输入生成备份投标文件时设置的

错误的提示密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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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解密结果信息

所有已签到投标单位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间截止

六、开标结果

标书解密情况展示后，招标代理点击

单位列表信息，字段有投标单位

其中投标报价字段默认以“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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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结果信息 

所有已签到投标单位解密完成或解密时间截止，系统自动显示所有投标单位的解密情况

开标结果 

招标代理点击“开标结果”后，投标单位页面显示最终有效投标

字段有投标单位、投标报价（万元）、质量承诺、工期（日历天

“***”显示，由招标代理点击“展示报价”按钮后显示出价格信

 

系统自动显示所有投标单位的解密情况。 

 

显示最终有效投标

日历天）、项目经理。

按钮后显示出价格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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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参数抽取

系统自动读取招标文件评标办法中的基准价方法

如 X 值、Y值、A值、B值、C

由代理手动点击停止后显示结果

 

投标人、中心（监管）人员

的过程，代理点击“结束抽取

 

 

八、评标结果公示

参数抽取结束后，专家进行评标中

统自动显示评标结果信息。

注：在评标进行期间，投标人可以短暂离开

过程中需要与您交互，请您务必在招标人发出交互申请后

为放弃交互资格，我们将有权作出包括终止您投标资格在内的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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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数抽取 

系统自动读取招标文件评标办法中的基准价方法，根据方法显示出相应参数值的抽取

C 值、K1 值；招标代理点击各参数值的抽取，系统自动滚动值

由代理手动点击停止后显示结果，抽取过程投标单位可以查看参数值滚动的过程和结果

人员:招标代理进行参数抽取后，投标单位可以实时查看参数值抽取

结束抽取”后，投标人、中心（监管）人员可以查看最终参数值结果

评标结果公示 

专家进行评标中，投标人等各角色，需等待评标结果

。 

投标人可以短暂离开，但按照招标文件的约定，

请您务必在招标人发出交互申请后 10 分钟之内作出响应

我们将有权作出包括终止您投标资格在内的任何决定！ 

 

根据方法显示出相应参数值的抽取，

系统自动滚动值，

抽取过程投标单位可以查看参数值滚动的过程和结果； 

投标单位可以实时查看参数值抽取

人员可以查看最终参数值结果。 

 

需等待评标结果，评审完成，系

，若招标人在评标

分钟之内作出响应，否则即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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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系统实时获取评标数据库信息

投标单位、技术标（技术文件

其他得分、总分，没有此项得分则显示

 

 

九、中标候选人

评审结束后，系统自动按评标办法中设置的中标候选人人数

后选人排名展示，展现候选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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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系统实时获取评标数据库信息，根据评标办法的不同显示相应字段信息

技术文件）得分、资信标（商务文件）得分、商务标（报价文件

没有此项得分则显示“/”，评审结果按总分降序排序） 

中标候选人 

自动按评标办法中设置的中标候选人人数（不超过 3

展现候选人信息，第一候选人、第二候选人、第三候选人

 

 

根据评标办法的不同显示相应字段信息，如序号、

报价文件）得分、

 

 

3 家），进行中标

第三候选人。 



温州市瓯海区公共资源交易管理系统

 

 

十、视频直播

在开标过程中，系统自动开启视频直播功能

“ ”点击后展现现场直播信息

认展开，投标单位可以自行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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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直播 

系统自动开启视频直播功能，投标人等角色需点击右侧的视频图标

点击后展现现场直播信息，查看者可以放大、缩小、移动视频窗口

投标单位可以自行缩小。 

 

 

点击右侧的视频图标

移动视频窗口。系统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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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互动聊天

11.1、群聊天 

投标人、招标人（招标代理

进行群聊天，群聊功能默认关闭

息。 

①投标单位： 

投标单位在聊天窗口只能进行群聊天

信息和本单位信息，不能与其他投标单位聊天

招标代理聊天。 

注：投标人在群聊天过程中请注意言行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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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聊天 

招标代理）、中心人员（监管人员）等各使用主体在开标期间均可以

群聊功能默认关闭，由招标代理开启群聊。群聊可以发送文字

投标单位在聊天窗口只能进行群聊天，聊天左侧单位列表可以看到招标代理信息

不能与其他投标单位聊天，没有招标代理的邀请，投标人不能直接跟

投标人在群聊天过程中请注意言行，如有违反，招标代理保留对该单位禁言的权

 

 

等各使用主体在开标期间均可以

群聊可以发送文字、附件、语音信

聊天左侧单位列表可以看到招标代理信息、中心

投标人不能直接跟

招标代理保留对该单位禁言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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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群公告 

系统可以自动发送公告信息（信息语句后台已自动配置好），各流程节点进行自动推送

提醒，投标人、中心人员等各使用主体均可以查看系统自动发送的群公告。有新消息时，公

告页会有角标信息提醒。 

①投标单位： 

流程前与流程后，在公告页面均会提醒和提示，投标人需时刻关注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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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质疑/答疑 

开标过程中有固定质疑环节，招标代理会主动发起提醒质疑操作，各投标单位如有异议

可发起质疑，发起后，群聊功能关闭，发起质疑的投标单位可以与招标代理一对一聊天，未

发起的投标单位需等待发起质疑的投标单位质疑流程结束、群聊功能自动开启后才允许在群

内发言。 

 

投标人 

招标代理将会在聊天窗口发送质疑提醒，投标单位看到质疑提醒后，可以点击提醒语句

后的“提出质疑”，按钮进行质疑，投标人提出质疑后招标代理可以收到相应提疑信息，可

以直接和招标代理进行提疑，质疑内容只有相应投标人和代理才能看到。 

招标代理完成所有质疑人员的质疑回复后，系统自动开启群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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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询标 

专家在评审过程中如有疑议，可通过招标代理账号与投标人进行互动聊天，投标人不可

长时间离开座位，需及时响应评标专家的质询，过程中可以发送文字、语音通话、附件。 

 

投标人： 

投标人收到代理发送的询标信息后便可以和招标代理进行一对一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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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答辩 

通过人脸识别（由业主提供公安接口）判断答辩人员与实际人员是否一致情况，人员信

息全部核实完后，招标代理发送题目后自动录制视频，答辩过程视频录制，上传系统，专家

实时查看。 

①投标单位： 

投标单位在原开标页面弹出身份认证窗口，10 分钟时间进行人脸信息采集，10 分钟后

投标人没有点击身份认证的，不再认证，不给予显示题目。认证时间后台可以配置，具体查

看实际时间。 

认证成功后，等待所有投标人认证完成或者认证时间到时，题目自动展示。 

准备好后，点击“开始答辩”，自动录制项目负责人答辩视频信息，上传后台进行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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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单位：杭州擎洲软件有限公司 

技术支持电话：0577-88531912、4000-166-1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