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保利置业阳光招采 

平台 

操作手册 

（供应商） 

 
 

 

 

 

 
广州聚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019 年 5 月



 

广州聚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 2 

1.1系统概述 ............................................................................................................. 2 

1.1.1 文档目的 ......................................................................................................... 2 

1.1.2 预期读者 ......................................................................................................... 2 

1.2 系统运行环境要求 ............................................................................................ 2 

第二章 WEB 登录 ................................................................................................ 2 

2.1 WEB 登录 ............................................................................................................... 2 

第三章 注册 ........................................................................................................ 5 

3.1 用户注册 ............................................................................................................. 5 

3.2 供应商注册 ......................................................................................................... 6 

第四章 信息变更管理 ........................................................................................ 11 

4.1信息变更单 ....................................................................................................... 11 

4.2审批单列表 ....................................................................................................... 15 

第五章 查看公告 ................................................................................................ 16 

4.1 公开公告 ........................................................................................................... 16 

4.2 中标公告 ........................................................................................................... 17 

4.3 流标公告 ........................................................................................................... 17 

4.4 邀请公告 ........................................................................................................... 18 

4.4 邀标文件 ........................................................................................................... 19 

第五章 联系人变更 ............................................................................................ 21 

5.1 联系人变更 ....................................................................................................... 21 

第六章 微信操作 ................................................................................................ 21 

6.1 登录/注册 .......................................................................................................... 21 

6.2 申请初验/复验 .................................................................................................. 22 

6.3 招采中心 ........................................................................................................... 23 

第七章 系统技术支持 ........................................................................................ 23 

 

 



广东保利置业阳光招采平台使用手册 V1.0 

广州聚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2/15 

第一章 引言 

1.1 系统概述 

广东保利置业阳光招采平台是广州聚利软件科技为广东保利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一个采购招标

互动管理平台。由 PC 端与微信公众号两部分构成。保利置业阳光招采平台基于供给侧优化的理念，

实现了采购方对供应商资质信息的规范管理和精准把握；基于移动互联的理念，实现了采购方与供应

商之间信息的即时互通。 

1.1.1 文档目的 

本文可以作为供应商用户使用本系统的帮助手册。 

1.1.2 预期读者 

 供应商用户 

 

1.2 系统运行环境要求 

使用本系统的最低硬件配置要求 

客户端硬件配置：智能手机   PC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要求 

智能手机：Android 7.0以上版本/IOS 11.0以上版本 

台式电脑：Windows XP以上版本浏览器（使用非 IE浏览器） 

第二章 Web 登录 

2.1 Web 登录 

手机操作不适应或传送文件不方便，供应商用户可以采用在电脑上访问广东保利置业阳光招采平台门

户网站的方式，在 web 上注册或登录参与招标。 

① 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网址：http://polygd.julytech.cn/进入广东保利置业阳光招采平台

门户网站，系统首页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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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中间显示的是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供应商访问此系统后可以查看到此类公告；右边有三个系统

入口，分别是个人注册、登记供应商、系统登录，在微信上未注册的供应商也可以在此系统进行注册，

已在微信注册的用户可以直接登录此系统进入用户中心查看个人及公司情况； 

② 点击“系统登录”登录界面如图所示： 

 

③ 可以采用登录名或邮箱名登录，若已经在微信上注册，首次登录则需要重置密码，若忘记密

码也可以点击“忘记密码？”重置密码后登录；填写当时注册时的邮箱点击 即可发送一封

邮件到注册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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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填写邮箱后点击 ，若系统提示“系统中未找到此用户”，则表示此邮箱没有注册，请先

注册用户； 

重置密码文本框填写规则： 

第一行文本框中填写需要重置密码的用户的注册邮箱； 

第二行文本框中输入邮箱中获取到的那一串验证码，在邮箱中选择此验证码复制并粘贴在此处； 

第三行第四行文本框中输入新的密码，第四行输入内容必须与第三行内容一致； 

填写完以上信息和图形验证码以后，点击 若弹框提示“重置成功”，则系统会自动跳转到

门户首页，即可使用新密码登录系统； 

 

注意：若点击“获取验证码”后在填写的邮箱中没有找到此邮件，请进入邮箱的“垃圾箱”中寻找，

并复制邮件中的那一串验证码粘贴到重置密码栏中的第一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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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注册 

3.1 用户注册 

① 未在微信上和门户网站上注册的用户点击门户首页右上角“用户注册”进入用户注册界面，

填写个人信息、设定登录名即可进行用户注册；设定的登录名作为登录 web 的登录名； 

 

注意：请务必填写用户真实信息，姓名和身份证必须对应。 

② 用户注册成功后，页面跳转到用户中心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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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供应商注册 

① 用户注册成功后，点击门户首页右上角“供应商注册”进入供应商注册页面，首先需同意供

应商注册申明，若拒绝，则退出注册；若同意，则进入填写供应商基本信息页面； 

 

 

 

② 【基本信息】：同意申明后，进入基本信息填写页面，请如实填写公司信息并保存； 

注意：1、若公司营业期限为长期，则点击“设为长期”； 

2、供应商类型分为“施工”、“供货”、“服务”3 类，可以多项选择多个类别； 

3、企业性质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个人独资

企业”、“个体工商户”、“外商投资企业”、“私营企业”7 种； 

4、所属保利审核部门分为“成本”、“营销”、“行政”、“酒店”、“物业”、“行政”

6 种，请谨慎选择对接的保利审核部门，选择后，则供应商资料会由选择的审核部门负责审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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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标邮箱会接收承诺书及招标过程中的邮件，请务必填写正确的收标邮箱，建议填写公

司公共邮箱作为收标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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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基本信息保存成功后，公司的状态为“注册创建”状态。进入用户中心页面，点击就职信息

中公司状态为“注册创建”的公司进入公司信息分类页面，如图所列的供应商需要填写的信息类别，

点击进入类别进行填写； 

 

 

 

注意： 

1、服务类没有“工厂及生产情况”、“销售/服务/产品”； 

2、公司的状态有：注册创建、申请审核、初验通过、复验通过，四个状态，可在“用户中心”--

“就职信息”处的公司名称后面的橙色标签上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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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基本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信息中心”—申请初验，按照提示填写初验必填信息，填写完

成后，点击申请初验，弹出对话框提示再次确认保利审核部门，若在基本信息中填错可在此修改并提

交，申请提交成功请等待处理结果；未填写完成点击申请初验则会提示缺失信息。初验的结果会以短

信和站内消息形式告知负责人和经办人，请注意查收。          

 

 

注意：申请初验时会提供再次选择审核部门的入口，请务必注意选择正确的保利审核部门，一旦申请

通过，无法修改审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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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初验通过后，再次补充信息申请复验。复验必填信息填写完成后才能申请下载承诺书。 

⑥ 下载 pdf 承诺书，点击“是”则系统会发送一份包含承诺书附件的邮件给经办人的邮箱。 

⑦ 下载承诺书打印填写并盖公司公章后再拍照或扫描上传图片。点击信息中心—获取 pdf 承诺

书，填写完成后，点击“申请复验”，上传承诺书后，点击“确认申请”，提交复验申请。 

复验的结果会以短信和站内消息形式告知负责人和经办人，请注意查收。 

注意：初验通过后负责人信息不可再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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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信息变更管理 

4.1 信息变更单 

如果申请初验通过后，公司信息已经变更，比如公司基本信息已变更、需要更换负责人信息、或删除

/编辑产品、合作信息，可提交信息变更单给保利方，保利方通过审核，信息修改成功。提交信息变

更单入口如下图红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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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新建变更单】点击“信息变更管理”进入信息变更单列表页，点击“新建”按钮新增一份信息

变更单。信息变更单同时只能有一份在建或待处理，需保利通过或拒绝后才能新建下一个变更单；也

可点击“申请信息变更”新增变更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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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填写变更单】变更单创建成功后进入变更单页面，页面与注册页面显示一致，公司名称后显示

的是当前变更单名称；点击需修改的菜单项进入修改，操作同注册时一致； 

 

 

 

 

 

 

③ 【查看审批单】点击“查看审批单”，显示所有变更内容。变更形式分为“修改”、“删除”、

“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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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返回列表】点击“返回列表”按钮，进入变更单列表页； 

变更单状态：草稿、通过、拒绝 

审批结果  ：退回、通过、拒绝 

注意：审批单被退回后状态仍为“草稿”，审批结果为“退回”，审批页面显示审批附言，可继续编

辑；审批单通过和被拒绝后不可进行编辑，可新建审批单。 

⑤ 【提交审核】点击“提交审核”按钮，提交给保利方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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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提交审核后将不会出现“提交审核”、“返回列表”按钮。 

4.2 审批单列表 

点击“信息变更管理”进入变更单列表页，显示所有变更单，与点击“返回列表”进入的是同一个页

面。 

 

① 【信息变更】点击变更单列表操作栏-“信息变更”，草稿状态的变更单可进行编辑； 

② 【变更总览】点击变更单列表操作栏-“变更总览”，即查看变更单详情； 

③ 【附件管理】点击变更单列表操作栏-“附件管理”，即上传附件内容，可上传或删除附件，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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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查看公告 

4.1 公开公告 

门户首页中心显示的是公开的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此列表显示了系统所有的公开公告，点击公告列

表可查看公告详情； 

 

选择某公开公告可查看此公告的详细信息，若此公告在报名阶段，可选择此公告进入投标报名； 

 

注意：复验通过的供应商才能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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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中标公告 

 

 

4.3 流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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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公开公告流标后不会继续显示在公开公告处。 

 

 

4.4 邀请公告 

用户登录系统后，进入【用户中心】-【邀请公告】，可查看此供应商的邀请公告列表； 

 

 

此列表显示了公告的相关信息，点击公告标题进入公告信息页，若此公告还在报名阶段，可点击报名，

是否报名、是否中标均可在此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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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邀标文件 

【用户中心】-【邀标文件】，可查看此供应商的邀标文件列表；列表显示了标书、答疑、是否中标

等情况；可下载邀标文件标书或上传答疑相关问题； 

若此邀标文件处于答疑阶段，可点击“我的问题”进行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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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甲方结束提问后乙方则不可继续提问并不能够删除问题，可以点击“回复列表”查看下载甲方上传

的答案附件；当甲方重启提问后，乙方可继续进行提问。 

 

 

 

点击“查看文件”可下载甲方发布此公告的澄清文件： 

 

 

注意： 

1、我的问题列表及回复列表显示的有此次答疑的轮次； 

2、答疑结束后用户不能继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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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联系人变更 

5.1 联系人变更 

  若经办人已经离职或不再跟进供方信息管理事宜，系统提供注册供应商经办人变更功能，具体步骤

如下： 

  ○1 新的联系人进行注册（注册见第 3 章 3.1）；如果已经注册请跳过此步。 

  ○2 进入用户中心—联系人—经办人—变更填写信息，如图所示； 

  ○3 填写新联系人姓名、身份证号，点击“确认变更”即可变更供应商经办人。 

 

注意：新的联系人必须已经是注册用户才可变更。联系人变更成功后，系统会发送一条短信通知到负

责人手机，提醒经办人已经变更； 

 

                                                 

第六章 微信操作 

系统支持移动端操作，微信扫描 pc 上提供的二维码或是查找公众号“广东保利置业阳光招采平台”

进入公众号，主页显示为公告列表；下方菜单分别为招采中心、供应商、个人中心。具体操作和门户

网站一致。 

6.1 登录/注册 

点击“绑定/解绑”进入绑定/解绑页面，填写已注册过的身份证、手机号码及验证码，点击“绑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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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账号”即登陆成功；点击“注册”进入用户注册页面，填写完整信息后点击“提交”，注册成功。 

                     

 

6.2 申请初验/复验 

供应商注册完成后自动跳转至填写审核信息页面，点击“申请初验”，初验通过后才能够申请复验；

点击“获取 PDF 承诺书”会进行数据校验，提示数据必填字段，根据提示填写相应信息，点击“申

请复验”，上传承诺书，申请审核完成。 

注意：如需变更信息，请在 PC 端填写变更申请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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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招采中心 

招采中心分为公告中心/邀请公告/邀标文件，公告中心包括了招标公告和中标公告，点击招标公告进

入公告详情，点击报名，选择报名公司；邀请公告显示为定向邀请；邀标文件显示我的邀请（发标文

件/提问与答案等），具体操作和门户网站一致。 

 

第七章 系统技术支持 

技术支持方：广州聚利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400-026-6080  

客服 QQ：3158871402 

用户也可直接通过网站首页获取技术支持信息，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