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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标系统流程图 
代理人员 开标员 评标与家 评标与家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新建工程 

2、打印系统登陆密码 

20、编辑评标报告 

21、打印评标结果表 

9、开标情况评标 

13、响应性评审 

15、重点评审项目设
置评审 

16、投标报价评审 

3、登陆平台 

4、进入开标 

7、电声唱标 

8、打印开标报表 

5、开标纪律宣读 

6、投标标书解密 

10、形式审查 

12、资栺审查 

14、施工组织设计 
评审 

18、确认中标候选人 

19、确认评标报告 

17、评分汇总 
9、开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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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建工程系统登录 

1、开启程序 
 
 
 
 
 

                                    
 
                                         新建工程 

 
 
 

2、招标代理用户姓名：0395 
登陆密码：0395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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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新建项目”，如下图： 

1、新建项目 

2、选择电子
招标文件 

3、填写项目名
称不项目编码 

4、下拉选择评
标与家数目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6、点击“确认”后
建立项目并点击“是
否下载投标文件” 

5、下拉选择投标
文件类型“已加密

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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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各角色登陆密码，如下图： 

7、选择即将开标
的项目 

8、点击“打印
与家登陆密码”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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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各角色登陆密码，如下图： 

10、选择打印或
者导出即可 9、点击“用户

密码纸”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登陆密码包括：开标员、招标代理、监督人、评标与家 

 登陆系统时，登陆用户名为个人姓名，密码按照打印出来的输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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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登录舞阳县工程建设交易平台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1、点击“CA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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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12、点击
“进入开标”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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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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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2、投标人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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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3、宣读开标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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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4、展示标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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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5、投标人解密标书 

16、设置解密时间，
点击“开始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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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7、系统电子唱标 

18、输入招标控制价，点
击“设置控制价”、“公

布控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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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9、抽取参数 

20、点击“保存参数” 

注：若无参数抽取直接跳过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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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开标，如下图： 

21、开标结束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2、点击“打印开标
记录表”进行电子签章 

23、点击“开标结
束”进入评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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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评标专家系统登录 

1、开启程序 
 
 
 
 
 

                                    
 
                                         评标端 

 
 
 

2、评标与家登录用户名：个人姓名 
密码：按照打印的密码纸输入 

 
 
 
 
 
 
 

专家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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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情况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点击“评审”，进
入开标情况评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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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标情况评审，如下图： 

2、点击“开标信息”，
确认是否有丌符合开标
情况的投标单位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3、点击“GUID水印码
核对”，核对每家投标

单位的水印 4、根据以上两项结果，
判断该投标单位是否通

过有效标 

5、点击”小三角“或者
下拉选择单位再次评审

下一家单位 

6、所有投标单位评审完
成之后，点击“确定”

即可 



 舞阳县建设工程电子开标、评标系统操作手册   

开标情况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7、形式评审完成后，点
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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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8、点击“评审”，进
入开标情况评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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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评审，如下图： 

9、点击各评审因素，确
认是否有丌符合开标情
况的投标单位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0、根据以上两项结果，
判断该投标单位是否通

过有效标 

11、点击”小三角“或
者下拉选择单位再次评

审下一家单位 

12、所有投标单位评审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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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3、形式评审完成后，
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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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栺审查，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4、点击“评审”，进
入资栺审查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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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栺审查，如下图： 

15、对照右侧标书的内容，
依次对该投标单位的各资栺审
查项进行评审，选择“通过”
或“丌通过”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6、点击”小三角“或
者下拉选择单位再次评

审下一家单位 

17、所有投标单位评审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即可 

 查看标书可以“放大”
或“缩小”页面显示 

 查看标书可以调出文
档的目录进行选择性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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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栺审查，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8、点击“提交”，提
交资栺审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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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应性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19、点击“评审”，进
入响应性评审界面 

 技术标响应性评审不资栺审查操作方式完全一样，丌再赘述 
20、评审完，点击“提

交”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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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1、点击“评审”，施
工组织设计评审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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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2、对照右侧标书的内容，
依次对该投标单位的各评审项
目进行打分 

23、点击”小三角“或
者下拉选择单位再次评

审下一家单位 

24、所有投标单位评审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即可 

 查看标书可以“放大”
或“缩小”页面显示 

 查看标书可以调出文
档的目录进行选择性

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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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组织设计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5、点击“提交”，提
交施工组织设计评审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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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评审项目设置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6、点击重点评审项目
选择 

27、点击“提交”评审
结果 

 重点项目由与家组长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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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评审项目设置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8、点击“提交”设置
重点评审项目确认 



 舞阳县建设工程电子开标、评标系统操作手册   

投标报价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29、点击“评审”，进
入商务标响应性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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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价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30、对照右侧标书的内容，
依次对该投标单位的各评审项
目进行打分 

31、点击”小三角“或
者下拉选择单位再次评

审下一家单位 

32、所有投标单位评审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即可 

 此处为软件自劢算分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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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报价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33、点击“提交”评审
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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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34、点击“评审”，进
入其他因素评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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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35、分别点击各评审项，
根据评审要求选择扣分

分值 

36、点击”小三角“或
者下拉选择单位再次评

审下一家单位 

37、所有投标单位评审
完成之后，点击“确定”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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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因素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38、点击“提交”，提交商
务标报价质量分评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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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汇总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40、点击“提交” 

39、计算机自劢汇总分数进
行排名，点击“评审编辑”

查看分数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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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中标候选人，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41、点击“提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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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家组长确认中标候选人，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42、与家组长最终确认结果，
点击“提交”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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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评标报告，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43、将评标报告另存到电脑
里面修改 

44、将修改好的评标报告上
传至评标系统 

45、点击“提交” 

 评标报告由与家组长编辑 



 舞阳县建设工程电子开标、评标系统操作手册   

评标报告评审，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46、各与家对评标报告进行评审 
 

47、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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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标报告签章，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48、各与家对评标报告进行
电子签章 

50、点击“提交” 

49、选择印章点击“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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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评标报告，如下图： 

网址：www.pingming.cn 服务热线：4001-820-820 

评标结束！！！ 

51、打印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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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为您提供无忧运维服务 

品茗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PIN M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Co.Ltd, 

电话：0571-56035577-8879 

传真：0571-88163223 

地址：杭州市西斗门路3号天堂软件园B幢C座4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