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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 作 介 绍

一  企业注册及登录

1 企业注册

操作如下：

（1）打开系统

打开浏览器，输入系统地址：http://www�zszj�net，点击【刊登申请】，如图 2-1

 ◆  * 为必填项

 ◆ 图片建议采用 jpg、png 和 gif 格式

 ◆ 文件支持压缩包上传

 ◆ 未提交前注意及时保存

 ◆ 操作时注意重点提醒

（图 2-1）

http://www.zszj.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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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进行注册

点击“申请注册”，输入企业名称、密码和手机验证码，点击“确认“进入注册页面，如图 2-2 和图 2-3

★重点提醒：

企业名称：确认为期刊上刊登单位的全称；密码：自行设置，方便记忆；手机号请用当前系统操作人。

（3） 填写信息登记表

操作如下：

材料供应商进入企业信息界面后，需要按界面提示，输入所有必填的项目信息，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原

件扫描）再点击“提交”，等待注册成功，（稍等片刻自动系统注册通过，企业可登录系统进行后续操作）如图 2-4

★重点提醒：

联系手机：需接收刊登价格信息工作中的往来短信，建议填写业务工作实际负责人，并不一定是当前系统操

作人员。

（图 2-2） （图 2-3）

（图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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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登录系统

操作如下：

打开浏览器，输入系统地址：http://www�zszj�net/，点击【刊登申请】，如图 2-1

输入注册时企业全称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信息管理”模块。如图 2-5 图和图 2-6

二  刊登信息申请

1 会员申请

操作如下：

登录系统后，选择左侧“我的会员信息”项，点击 “新建会员信息”，进入会员信息界面，如图 2-7 和图 2-8

已填写内容默认由企业注册信息中获取，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和完善

★重点提醒：

会员申请表盖章单位名称必须与注册单位名称一致。

（图 2-5） （图 2-6）

（图 2-7）

http://www.zszj.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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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刊登信息申请

操作如下：

登录系统后，选择左侧“刊登信息申请”项，点击“新刊登信息申请”，（如申请多个品牌材料信息请重复此步

骤）进入刊登信息申请界面，默认到“刊登内容”标签页，如图 2-9 和图 2-10

（图 2-8）

（图 2-9）

（图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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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填写刊登内容

①选择材料类别；

②填写材料品牌；

③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出厂价格表”（对外宣传发布的价格，如非印刷品需盖单位公章）；

④点击“承诺责任书模板”下载至电脑，填好（需盖单位公章）后扫描保存，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扫描件；

⑤选择刊登年份；

⑥拟刊登内容录入：

方式 1：少量信息可通过下表中的  + 或 - 来增加或删减手工录入信息内容；

方式 2：批量信息建议通过数据导入来完成

点击“导出刊登内容”，下载模板至电脑保存；

在模板内录入具体刊登信息后保存；

点击“选择文件”按钮，上传保存后的模板，再点击“导入刊登内容”，将模板中保存的材料信息导入到系统

表中；

如果导入的信息有误，点击“清空刊登内容”，删除错误的刊登内容附件后，再重复进行导入的操作。

★重点提醒：

材料类别无法确认时，可选择其他材料类别；材料信息数据导入必须采用系统里下载的格式模板，且不能修

改模板原有表式，只需在表中录入材料信息即可；自行编制的表格不能导入。

（2） 填写生产商信息

点击“生产商信息”标签页，已填写内容默认由企业注册信息中获取，如代理商请重新填写此内容，必须上传

生产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扫描），并输入授权截止日期，如图 2-11

★重点提醒：

授权委托书时限要求：材料价格刊登时限必须在生产企业的授权时限内。

（3） 填写相关证书

点击“相关证书”标签页，上传相关附件 , 如图 2-12

①检测报告：根据拟刊登产品规格种类提供；

②其他证书：根据拟刊登产品的国家规定提供；

③如需要上传的附件未列出的证书，则点击下表中右端的  + ，通过加行增让加文件，也可点击 - ，通过减行

删除文件。

（图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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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提醒：

以上提供证件均需原件扫描，单张图片大小仅量不超过 800*1000 像素，上传的文件可以压缩包的形成上传。

（4） 填写工程业绩

点击“工程业绩”标签页，添加工程业绩 , 如图 2-13

①相关的财务报表；

②录入近二年舟山市内重要工程项目的销售清单，录入方法同拟刊登内容录入；

③录入近一年在舟山市内 3 个以上的工程销售合同（原件扫描），对应产品的税务发票（含单价）或销售清单

（含单价），通过下表中的  + 或  - 来增加或删减手工填写信息。

★重点提醒：

以上提供证件均需原件扫描，单张图片大小仅量不超过 800*1000 像素，上传的文件可以压缩包的形成上传。

（5） 填写联系信息

点击“联系信息”标签页，如图 2-14

已填写内容默认由企业注册信息中获取，企业可根据实际需要修改确认

★重点提醒：

此处联系信息导出后确认为期刊上发布的联系信息。

（图 2-12）

（图 2-13）

（图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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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上报日常报价

材料供应商在“刊登信息申请”完成后，需每月进行日常报价。

操作如下：

登录系统后，选择左侧“日常报价文件”项，点击“新日常报价”，进入日常报价列表界面，如图 2-15 和图 2-16

点击列表右侧要报价对应材料的“日常报价”按钮，进入日常报价界面，如下图 2-17：

①本月价格有变动时，点击材料变动说明附件旁的“选择文件”按钮，上传相关文件，例如厂方调价通知等

②工程业绩录入方法可参考“刊登信息申请 - 工程业绩”录入

③填写本月报价时，有三种方式：

方式 1：在本月报价中逐个修改，个别改动可采用；

方式 2：采用数据导入方式，可参考“刊登信息申请 - 刊登内容”录入

方式 3：当本月信息价格无变动时，可点击“本月不变”按钮，自动显示本次报价（同最近刊登价）

（图 2-15）

（图 2-16）

（图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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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提醒：

报送的价格必须符合市场实际销售价格；当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可不定期多次报送，并提供相关价格变动资

料和价格变动原因说明。

四  续刊登申请

对已刊登的材料信息如第二年还继续申请的可采用续刊登申请功能

操作如下：

登录系统后，选择左侧“刊登信息申请”项，点击右端“续刊登”按钮，进入刊登信息申请界面，如图 2-18 和

图 2-19

系统会自动获取上次上报的刊登申请信息内容，在此基础上对原刊登申请信息内容作简单的修改即可；

（1） 填写刊登内容

重新选择刊登年份，重新上传承诺责任附件，其他根据需要修改

（2） 填写生产商信息

如代理商请重新上传最新生产企业的授权委托书（原件扫描），并输入授权截止日期

（3） 填写相关证书

根据刊登内容改变和证书时效性进行修改

（图 2-19）

（图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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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填写工程业绩

根据相关要求重新上传财务报表和工程业绩

（5） 填写联系信息

根据实际需求修改

★重点提醒：

承诺责任附件、生产企业的授权委托书、财务报表和工程业绩必须重新提供。

五  信函信息变更

操作如下：

登录系统后，选择左侧“我的会员信息”项，点击右端“变更”按钮，进入会员信息变更界面，如图 2-20 和图

2-21

信函信息变更每月 25 日前修改，新地址当月生效，25 日（含）后修改，次月生效。

（图 2-20）

（图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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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视图说明

（1） 我的草稿

草稿文件，为所有“保存”，还未“提交”的文件 , 如图 2-22

（2） 我的待办

待办文件，为所有需要办理的文件，如文件被退回，会出现在“待办”列表中 , 如图 2-23

（3）其他视图

根据字面意思在这里不作一一说明，用户可自我了解

（图 2-22）

（图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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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统由上海星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开发及维护。

技术支持 QQ：3007503393

电话：400 682 8992

协会电话：0580-2616830  0580-2627052  0580-2616362  传真：0580-2616830 

QQ 群号：348069086  205468298 

技 术 支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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