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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注册操作指南 

关键词：注册、变更、入库、入驻区划、正式供应商 

欢迎您入驻政采云平台！通过本文档您可以快速掌握成为政采云平台正式供应商的

流程。 

 

学习目标： 

学习完本文档后，您将能完成以下操作，成为政采云平台正式供应商： 

⚫ 注册账号：首次入驻政采云平台，注册一个供应商账号。 

⚫ 完善资料：完善注册需填写的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基本资质、人员信息等。 

 

在入驻前，您需要了解一下基本概念 

供应商入驻的介绍： 

入驻是您使用政采云平台的第一步，您需要完善好入驻信息并提交给审核机构审核

通过后，才能成为正式供应商，在政采云平台进行政府采购业务的操作。 

 

供应商入驻的适用范围： 

如供应商想在政采云平台参与政府采购交易，必须先在政采云平台完成注册。 

 

供应商入驻流程： 

供应商在平台注册账号后，需完善资料并提交相关审核机构（集采机构），初审通

过后成为正式供应商。 

【提示】 

⚫ 入驻审核机构：原则上由供应商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所在地集采机构负责进行

初审。 

 

 

开始入驻政采云平台 

供应商注册入驻-使用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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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首次在政采云平台注册供应商账号，请准备一个可使用的手机号码来注册绑

定账号，接收验证码。 

 

1. 注册账号 

注册入口：政采云平台电子卖场 

选择【商家入驻】进行注册 

 

1) 点击【立即入驻】。 

 
 

2) 填写账号信息：填写页面所有信息，完成后点击【提交登记】。 

【填写注意事项】 

⚫ 机构类型：选择对应的机构类型，机构类型分别为企业法人、社会团体、机关单

位、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 

⚫ 机构名称：填写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公司名称。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账号：填写账号名，账号需由 6-20 位字母和数字组成。 

⚫ 手机号码：填写在平台未使用过的手机号码，获取或填写验证码。 

⚫ 密码：填写密码，密码需由 8-16 位字母和数字组成。 

https://www.zcy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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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若该手机号码已注册过账号，可点击【已注册去登录】，登录后去完善入

驻资料。 

 

3) 登录平台：注册成功后输入账号密码登录。 

 

填写在平台未使用过的手机号

码，获取验证码 

填写密码，由 8-16 为数字和字母组成 

若该手机已在平台注册过账号，可直接去登录 

填写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填写账号，由 6-20 位数字和字母组成 

填写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公司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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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区划 

供应商登录平台后，按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所在地选择对应入驻区划，提交入驻资料

后由供应商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所在地集采机构进行入驻审核。 

1) 选择区划：选择对应的入驻区划，完成后点击【下一步】。 

【提示】 

⚫ 区划：省/市/区/县，请选择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所在地；若选择不到营业执照登记

机关所在地对应区划，可选择其对应的上一级区划（如嵩明县对应昆明市，以此

类推）。 

 

 

或使用注册时填写的手机号码来获取

验证码登录 

使用注册成功的账号和密码登录 

选择类型 

选择入驻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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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完善信息 

选择入驻区划后，需完善相应的入驻资料，包括基本信息、基本资质、人员信息等。

不同的机构类型（如企业法人、个体工商户等）需要填写的内容可能不同，以下以

企业法人为例进行说明。 

【提示】 

⚫ 如注册账号时机构类型选择有误，可在完善资料时先切换为正确的机构类型。 

⚫ 如果填写过程中需关闭页面，请先点击页面最下方【保存草稿】，以免信息丢

失。 

 
 

3.1 基本信息 

填写基本信息，带“*”的为必填内容。 

【填写注意事项】 

⚫ 机构名称：填写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公司名称。 

⚫ 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所在地：填写营业执照中右下角盖章处的登记机关，如公章处

显示为“xx 市 xx2 市场监督管理局”，则“营业执照登记机关所在地”填写“xx

市 xx 区”。 

如机构类型选择有误，可切换为正确的机构类型 

此栏为需要填写的内容，具体以实际页面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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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联系电话：填写可对外公开的电话。 

⚫ 所属经济行业：选择至三级或四级类目，点击小三角标志在其下拉框中选择。 

 
 

以此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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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基本资质 

填写基本资质，带“*”的为必填内容。 

【填写注意事项】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页面自动显示注册时填写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社会保险登记扫描件： 

-建议上传社保登记证扫描件或者上传缴纳社会保障资金凭证（前一个月的银行社保

转账凭证或社保缴纳凭证）； 

-社保是由其他公司代缴，请上传代缴公司提供的相关盖章情况说明和证明文件； 

-如果供应商是新成立公司，请缴纳社保后注册，有特殊情况请上传盖章情况说明。 

参考营业执照右下角盖章处的登记机关所在地 

填写可对外公布的联系电话 

填写营业执照上登记的公司名称 选择到三级或四级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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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员信息 

供应商需完善企业相关人员信息，其中必须填写法人代表信息。 

1）点击【新增】。 

 
2）填写人员信息：带“*”的为必填项，完成后点击【确认】。 

【填写注意事项】 

⚫ 类型：选择人员类型，点击小三角在其下拉框中选择。 

填写营业执照上的有效期限 

注册资本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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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特定资质（选填） 

如基础信息管理中显示“特定资质”项，供应商可根据需求填写资质信息，可选择

在入驻时完善信息，也可入驻平台后再去完善信息。 

菜单路径：我的工作台—设置—入驻与材料—基本信息管理 

1）在基本信息管理页，点击【编辑】。 

 

 
1）选择“特定资质”，点击【新增】； 

选择对应的人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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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特定资质信息：按照相关资质证件填写页面信息，带“*”的为必填项，完

成后点击【确认】。 

【填写注意事项】 

⚫ 资质名称：选择到最小级资质类型。 

 
 

 
 

3.5 信用信息（选填） 

如基础信息管理中显示“信息信息”项，供应商可根据需求填写信用信息，可选择

在入驻时完善信息，也可入驻平台后再去完善信息。 

1）选择“信用信息”，点击【新增】。 

点击小三角，在下拉框中选择最小级资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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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信用信息：带“*”的为必填项，完成后点击【确认】。 

 
 

3.6 出资信息（选填） 

如基础信息管理中显示“出资信息”项，供应商可根据需求填写出资信息，可选择

在入驻时填写信息，也可入驻平台后再去填写信息。 

1）上传出资信息相关附件、填写出资总额。 

【填写注意事项】 

⚫ 出资文件：如果是非个体工商户，必须上传公司章程或验资报告或合伙协议；如

果是个体工商户，请上传个体工商户无此资料的盖章情况说明扫描件，其他要求

请以当地集采机构说明为准。 

⚫ 出资总额：填写出资总额，与营业执照的注册资金一致，单位为万元。 

 
填写出资总额，单位为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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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添加出资人：点击【新增】。 

 
3）填写出资人信息：带“*”的为必填项，完成后点击【确认】。 

【填写注意事项】： 

⚫ 出资人类型：选择与出资文件中一致的类型，点击小三角在下拉框中选择。 

⚫ 出资人名称：填写相应的出资人名称，如为自然人，就填写“其他出资人”。 

 
 

3.7 财务信息（选填） 

如基础信息管理中显示“财务信息”项，供应商可根据需求填写财务信息，可选择

在入驻时填写信息，也可入驻平台后再去填写信息。 

1）点击【新增】。 

 
2）填写财务信息：包括基本信息、损益表、资产负债表，带“*”的为必填项，完

成后点击【确认】。 

基本信息 

选择出资人类型，可点击问号图标参考出资人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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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注意事项】 

⚫ 报表年度：填写财务报表时间，需与上传的财务报表附件中的时间一致。 

⚫ 财报附件：上传最近年度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如果是当年新成立的公司，提

供当年年度的累计月份报表，文件大小为 20M，格式不限。 

 
 

资产负债表 

【填写注意事项】对外投资：填写对外投资额，如没有对外投资额，则填写 0.00，所

有金额单位为万元。 

 
损益表 

【填写注意事项】查看详情：查看损益表填写示例，填写的金额单位为万元。 

 
 

3.8 提交审核 

供应商完善入驻资料后提交审核，由集采机构进行初审。 

【提示】如暂不提交申请，可点击【保存草稿】。 

1）点击【提交入驻申请】。 

必须与财报附件中的时间一致 

上传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 

如没有对外投资额，填写 0.00 万元 

查看损益表填写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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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入驻审核情况 

供应商提交入驻申请后，可查看整个审核流程及审核进度。 

菜单路径：用户中心—设置—入驻与材料—入驻。 

 

4.1 待初审状态 

【提示】 

⚫ 初审审核之前，供应商都可撤回入驻申请。 

⚫ 具体的审核流程，以实际页面为准。 

 
4.2 审核未通过 

【提示】如初审未通过，供应商查看失败原因并修改入驻信息后再次提交，同时也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入驻区划。 

1）查看失败原因：点击【查看失败原因】。 

2）修改申请：点击【修改申请】，在入驻信息填写页面，修改相应信息后再提交申

请。 

阅读同意后打钩 

可保存已填写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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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云南省省本级供应商只需集采机构线上审核（初审通过即可，系统提示终审请忽略），无

需寄送纸质资料，若收到短信要求寄送资料请忽略。 

供应商在注册、审核过程中如遇操作问题请联系运营机构（政采云）客服 400 8817190。 

 

5、成为正式供应商 

供应商初审通过后成为政采云平台正式供应商。 

菜单路径：用户中心—设置—入驻与材料—基本信息管理。 

 
 

成为正式供应商后，您可以修改入驻信息 

6、修改入驻信息 

成为正式供应商后，可修改入驻信息。 

【提示】 

⚫ 基本信息或基本资质中的必填项（带“*”号）内容修改后需提交变更审核，具体

审核时间根据审核机构的审核进度。 

修改信息后再提交申请 

查看审核不通过的原因 

说明已成为正式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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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申请修改入驻区划，供应商需按新入驻区划要求提供需要的入驻材料。 

菜单路径：用户中心—入驻与材料—基本信息管理。 

 

6.1 修改入驻信息 

1）点击【编辑】。 

 
2）修改信息：修改需要变更的信息后，点击【保存】。 

 
3）提交修改信息：点击【提交变更审核】，由审核机构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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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撤回变更：如供应商需要撤回变更，在详情页点击【撤回】取消变更。 

 

 
【提示】提交审核后，可在【入驻与材料】-【基本信息管理】流转日志中查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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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修改入驻区划 

1）点击【区划变更申请】。 

 
2）提交审核：选择想要入驻的区划，点击【提交】，由新区划的审核机构审核。 

 
3）撤销申请：如需要撤回申请，在详情页可点击【撤回】取消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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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提交审核后，可在【入驻与材料】-【基本信息管理】流转日志中查看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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