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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 

一、角色：管理部门 

1.1 访问系统登录界面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ubmit.webmap.cn/#/login 后点击回车

键进入“跨省通办”登录界面。如下图： 

 

1.2 登录系统 

   输入登录信息之后点击登录按钮。如下图 

 



1.3 进入首页-管理部门 页面 

   登录验证成功之后，自动跳转至首页页面。如下图： 

 

 

二、角色：省级管理员 

2.1 访问系统登录界面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ubmit.webmap.cn/#/login 后点击回车

键进入“跨省通办”登录界面。如下图： 

 



2.2 登录系统 

   输入账号密码之后点击登录按钮。如下图 

 

2.3 进入首页页面 

   登录信息验证成功之后，自动跳转至首页页面。如下图： 

 
 

2.4 审查员管理 

   在首页界面点击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的“审查员管理”图标，跳转至审查员

管理界面。如下图： 



 

2.4.1 新建审查员账号 

   点击“新建账号”按钮，打开账号新增页面。如下图： 

 

2.5 审核员管理 

在首页界面点击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的“审核员管理”图标，跳转至审核员

管理界面。如下图： 



 

2.5.1 新建审核员账号 

   点击“新建账号”按钮，打开账号新增页面（注：每个省份仅存在一个审核

员账号）。如下图： 

 

 

2.6 数据审核任务指派 

  在首页页面点击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的“数据指派”图标，跳转至任务指派页

面。如下图：    



 
点击“审查任务指派”，弹窗展示审查任务指派界面。如下图： 

  
若数据指派模式为“市县级”，弹窗展示审查任务指派界面。如下图： 

 
点击“审核任务指派”，弹窗展示审核任务指派界面。如下图： 



 

2.7 汇交受理 

  在首页页面点击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的“项目审核”图标，跳转至项目审核页

面。如下图： 

 

2.8 数据分派模式 

   系统管理员第一次进入或在首页页面点击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的“数据分派

模式”图标，弹出数据分派模式弹窗，选择当前省份数据分派模式，若数据分派

模式若为“省级”，上传的数据按省级进行分组；若数据分派模式若为“市县级”，

上传的数据按审查用户进行分组（此模式需先将省级所辖市县按用户进行指派完

毕后方可进行数据汇交）。如下图： 



 

2.9 审查员事项 

  在首页页面点击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的“审查员事项”图标，跳转至审查事项

页面。如下图： 

 

 

2.10 汇交数据明细 

在首页点击“汇交总量”进入数据详情界面，如下图： 



 

2.11 汇交数据总览 

在首页点击“汇交数据种类”或“汇交次数”进入数据总览界面，如下图： 

 

三、角色：企业用户 

3.1 访问系统登录界面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ubmit.webmap.cn/#/login 后点击回车

键进入“跨省通办”登录界面。如下图： 



 

3.2 登录系统 

   点击“自然资源部统一登录”跳转至自然资源部统一登录界面，如下图： 

切换至“法人用户登录”后输入账号、密码及完成校验后点击登录按钮。注：若

第一次登录，需先进行注册。 

3.3 进入个人中心-企业资质页面 

   登录验证成功之后，自动跳转至个人中心-企业信息页面。如下图： 



 

3.4 项目管理 

在首页的右上角快捷操作模块点击“项目管理”按钮进入项目管理界面，如下图： 

 
点击“新增项目”按钮进入提示界面，如下图： 

 



待提示界面 3S 后点击“同意”按钮后进入项目新增界面，如下图： 

 
信息填写完毕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3.5 我的办件 

在快捷操作模块点击“我的办件”按钮进入汇交数据总览界面，如下图： 

 

3.6 政务服务 

在快捷操作模块点击“政务服务”按钮进入自然资源部政务服务界面，如下图： 



 
点击按钮跳转至相应的省级政务服务平台。 

3.7 目录汇交模板制作 

   点击“目录汇交”按钮，跳转至目录汇交页面。如下图： 

 
选择资质类别后，选择对应的成果类型，然后完成目录数据汇交模板制作如下图： 



 
完善汇交模板之后点击“保存”按钮，系统自动根据资质类别、成果类型及系统

时间填充模板名称，此部分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编辑(注:此名称不可重复)，完成

之后自动跳转至个人中心-成果管理界面。如下图： 

 

 



3.8 数据上传 

在个人中心新-成果管理页面点击“上传数据规范”，则弹出“数据上传提示”弹

窗。如下图： 

 

3.8.1 离线模式上传数据 

在个人中心-成果页面点击“下载模板”按钮并选择下载格式后，根据目录汇

交模板数据自动生成对应的文件，如下图： 

 



 
填写完 excel 文件后点击“数据上传”按钮后选择 excel 数据文件，则按该

省份当前模式进行数据拆分，如下图： 

 



3.8.2 在线数据编辑 

  点击“在线填报按钮”进入数据在线填报界面，如下图： 

 
点击“新增”后进入数据编辑界面，如下图： 

 
所有数据录入完成之后点击“保存”按钮，则按该省份当前模式进行数据

拆分，如下图： 



 

3.9 汇交数据提交 

   将上传的汇交数据拆分后，自动进入汇交数据总览页面。如下图： 

 

 
上传数据按所属项目自动分组，同一批次(项目名称一致，且未进行提交生成批

次号操作)数据自动归属于同一分组，通过点击详情图标“ ”进入汇交

详情页面，如下图： 



 
通过展开数据条目查询各省数据明细，如下图： 

 
点击“详情”按钮进入数据详情界面，如下图： 

 
通过点击“详情”、“编辑”和“删除”按钮进行数据操作，如下图： 



 

 

 
注：此步骤仅适用于项目处于“待送审”和“被退回”状态，此状态在汇交数据

总览项目整体状态查看。 

在汇交数据总览页面点击“提交”按钮，整个项目数据生成统一批次号，项目则

处于“待审查”状态，如下图： 



 

3.10 审核不通过数据 

点击详情图标“ ”进入汇交详情界面，如下图： 

 
通过展开数据条目查询各省数据明细，如下图： 



 
点击“查看审核结果”按钮查询审查意见，点击“下载备注”按钮后将数据审核

意见通过 word 文件形式下载，如下图： 

 

 



3.11 汇交数据明细 

在首页点击“汇交总量”进入数据详情界面，如下图： 

 

3.12 汇交数据总览 

在首页点击“汇交数据种类”或“汇交企业”或“汇交次数”进入数据总览界面，

如下图： 

 



四、角色：审查员 

4.1 访问系统登录界面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ubmit.webmap.cn/#/login 后点击回车

键进入“跨省通办”登录界面。如下图： 

 

4.2 登录系统 

   输入账号密码之后点击登录按钮。如下图 

 

4.3 进入首页页面 

   登录验证成功之后，自动跳转至首页页面。如下图： 



 

4.4 常用语设置 

   点击首页界面后上角的快捷操作模块中 “常用语设置”按钮，弹窗展示常用

语设置界面。如下图： 

 
输入常用语后点击“立即新增”按钮即可，完成之后点击“确定”按钮。 

4.5 数据审核 

   点击“数据审核”按钮进入数据审核界面，如下图： 



  
点击“数据审查”按钮进入数据详情页面。如下图： 

 
数据审查人员对有问题的数据点击“备注”功能按钮输入校验意见，数据校验完

成后，点击“审查意见提交”按钮后数据发送至数据审核人员。如下图： 

 



4.6 汇交数据明细 

在首页点击“汇交总量”进入数据详情界面，如下图： 

 

4.7 汇交数据总览 

在首页点击“汇交数据种类”或“汇交企业”或“汇交次数”进入数据总览界面，

如下图： 

 



五、角色：审核员 

5.1 访问系统登录界面 

   使用 chrome 浏览器输入网址：http://submit.webmap.cn/#/login 后点击回车

键进入“跨省通办”登录界面。如下图： 

 

5.2 登录系统 

   输入账号密码之后点击登录按钮。如下图 

 

5.3 进入首页页面 

   登录验证成功之后，自动跳转至首页页面。如下图： 



 

5.4 常用语设置 

   点击首页界面后上角的快捷操作模块中 “常用语设置”按钮，弹窗展示常用

语设置界面。如下图： 

 
输入常用语后点击“立即新增”按钮即可，完成之后点击“确定”按钮。 

5.5 数据审核 

   点击“数据审核”按钮进入数据审核界面，如下图： 



  
点击“查看备注”按钮，弹窗展示数据审查意见，点击下载详情，可将审查意见

通过 word 形式下载至本地。如下图： 

 
数据审核人员根据数据审查人员的意见进行操作，如不通过，点击“拒绝”按钮

后数据打回至送审单位；如通过，点击通过按钮后生成汇交凭证并上传至区块链

进行存放；如下图 

 



5.6 汇交凭证 

点击“汇交凭证”按钮进入汇交凭证页面，如下图： 

 
点击“查看详情”按钮则可查询汇交凭证按钮，如下图： 

 

 

5.7 汇交数据明细 

在首页点击“汇交总量”进入数据详情界面，如下图： 



 

5.8 汇交数据总览 

在首页点击“汇交数据种类”或“汇交企业”或“汇交次数”进入数据总览界面，

如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