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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使用要求 

1、使用地址：云南省各级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系统、交易系统 

2、运行本系统时，须连接 Internet。 

3、浏览器：建议使用 1280x768 以上分辨率，并采用 IE9及以上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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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统操作 

1.系统界面介绍 

 

 

系统界面划分为标题栏（平台名称及登录用户信息）、快捷方式

栏（常用功能快捷链接）、导航栏（模块和菜单）、标签栏（操作页面

名称）和操作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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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业务流程图示 

云南省保证金管理系统缴退流程（虚拟子账户）

银行 保证金系统 交易系统

阶
段

根据标段生成虚拟

账户

投标人缴纳投标保

证金
指定账户

交易中心发布中标

通知书

招标代理项目进场

电汇、网银

接受来款记录
投标人确认保证金

（回执：唯一性）

生成中标和未中标

清单

科员审核

（选择退还）

处长审核银行自动退还 通过

是否成功 退还记录

否

是

合同归档、缴费、

进场证明
中标清单退还

（自动生成）

科员审核（查看相

关资料）

处长审核银行自动退还 通过

是否成功 退还记录

否

是

是否缴纳正确

异常

分类清理、纠偏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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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保证金缴纳要求 

保证金的提交方式有三种：银行转账、银行保函、投标保证保险。 

银行转账：投标（交易）保证金应以投标人自身的名义提交，并

且必须从其基本账户转出，不得以分支机构其他名义提交（按照规定，

投标人可以为自然人的项目除外）。 

投标人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递交保证金，到账时间以实际到达专

用账号时间为准，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账的保证金视为未提交，避

免由于晚到账的原因造成投标失败，请各投标人预留充足时间。在跨

行转账时请考虑以下因素：1、按照人民银行相关规定，跨行转账在

工作日下午 4 点半前办理手续，可以保证实时跨行到账；2、跨行转

账尽量采用电汇方式。 

银行保函：投标截止时间前提供银行纸质保函，由银行驻中心工

作人员在系统上进行确认。 

投标保证保险：保险公司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在系统上进行确认。 

注意事项： 

1、保证金必须从投标人的法人基本账户划出； 

2、保证金转账仅限电汇、网银方式，其他转账方式视为无效； 

3、保证金提交截止时间为投标截止时间，到账时间以保证金专

用账户实际到账时间为准，未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到账的保证金无

效； 

4、本系统为全电子化交易平台，不支持银行存现提现业务。 

4.保证金基本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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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保证金提交 

潜在投标人转账到保证金专项银行账户后（招标文件载明），潜

在投标人需要使用数字证书（CA）登陆云南省公共资源电子交易系统

在投标保证金模块找到对应项目进行确认并打印确认回执。 

保证金系统集成于交易系统，用户依照电子招投标相关规定，要

求使用 CA 数字证书进行身份验证，以保证业务数据的安全性和合法

性。 

首次使用该系统时，需安装 CA 数字证书驱动，可在系统登录页

下载后运行安装。安装后将数字证书插入电脑 USB 接口，点击【登录】

按钮，输入数字证书密码即可登录系统。 

 

4.1.1 提交 

   在确认投标保证金界面和招标文件里找到保证金账户账号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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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通过用户基本账户转账到保证金专户。 

 

注：招标文件里的账号信息有可能不正确，需要和系统上的进行比对，

不一致时及时联系招标人或其代理机构确认。 

4.1.2 确认保证金 

基本功能： 

确认保证金模块用于投标人对自己的保证金在开标前进行确认，

及时发现处理各种异常情况，避免因为保证金问题在开标时造成投标

失败。 

操作说明： 

进入投标子系统，点击导航栏【投标保证金】模块内子菜单【确

认投标保证金】，进入列表页面，投标人可搜索自己需要确认保证金

的标段，点击【确认】按钮，即可进入“投标保证金确认”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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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标保证金确认”页面，系统会显示所有保证金银行来款记

录。如果同时满足收款账户和保证金缴纳账户一致；来款账户账号和

来款账户名称与注册账户基本信息一致；来款金额大于等于所要求的

保证金金额；来款时间小于等于该标段投标递交保证金截止时间的系

统会自动绑定，并在“银行来款记录”列表处，显示“已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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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标人点击右上角【确认】按钮，即可进行确认操作。  

 

注：提交时需使用数字证书签名，请在提交时插入数字证书。后续各

环节中的信息确认与提交操作均需要进行数字证书签名。 

4.1.3 打印保证金缴纳回执 

保证金成功确认后，确认状态会显示“已确认”。点击【回执】，

即可进行打印回执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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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保证金纠正处理 

模块功能：主要用来进行处理来款账户账号或名称有一个信

息与注册的基本账户信息不一致；转账过程中银行自动加前缀或

者变成短号等造成保证金未绑定成功的问题。 

若保证金的银行来款记录状态为未绑定，且来款金额大于等于

所要求的保证金金额；来款时间小于等于该标段投标递交保证金

截止时间。此时该笔来款记录会在【保证金纠正处理申请】模块

下的银行来款记录里显示。在操作下点击【申请】进行保证金纠

正申请处理，并上传打款凭证和情况说明。 

投标人操作界面如下： 

 

纠正申请经过交易中心二级审核通过后，该笔来款记录自

动绑定成功，绑定成功后投标人可打印确认回执。 

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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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保证金退还 

模块主要功能：一是用于处理投标人因特殊原因放弃投标，

需要标前退还保证金；二是用于投标人申请退还来款时间不对、

来款金额不足、来款账户或账号其一与注册基本账户不一致、缴

纳多笔造成未绑定的保证金退还。 

4.3.1．标前退款 

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放弃投标且已缴纳保证金的，可以

在此处申请保证金退还；来款记录会在【保证金退还申请】模块

下的银行来款记录里显示。在操作下点击【申请】进行保证金退

还申请并上传打款凭证和情况说明。 

投标人操作界面如下： 

 



云南省公共资源交易电子化平台保证金系统操作手册 

 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提供技术支持   服务热线：400-9618-998   第 10 页  

退还申请提交到交易中心，经过交易中心二级审核通过

后，会向银行发起自动退还，退还成功会有“退还成功”的标

志。 

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注：已经绑定成功的保证金，投标人放弃投标但标前未申请退

款的，只能在评标结束后和其他未中标人的保证金由代理

或招标人确认并提交中心审核后一起退还。 

4.3.2.异常保证金退还 

投标人对来款时间不对、来款金额不足、来款账户或账号其

一与注册基本账户不一致、缴纳多笔造成未绑定的保证金退还。 

投标人操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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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申请提交到交易中心，经过交易中心二级审核通过

后，会向银行发起自动退还，退还成功会有“退还成功”的标

志。 

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4.3.3.未中标人保证金退还 

未中标人的保证金在打印中标通知书后，由招标代理或招标人确

认后提交退还申请，主要确认是否有“暂扣”或“没收”的情况；选

择要退还的项目和投标人单位。 

招标代理操作界面如下： 

 

退还申请提交到交易中心，经过交易中心二级审核通过

后，会向银行发起自动退还，退还成功会有“退还成功”的标

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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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4.3.4.中标人保证金退还 

招标代理在交易系统上传合同，交易中心受理通过后，由招标代

理机构或招标人确认后提交退还申请，主要确认是否有“暂扣”或“没

收”的情况；选择要退还的项目和中标单位。 

招标代理操作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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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申请提交到交易中心，经过交易中心二级审核通过

后，会向银行发起自动退还，退还成功会有“退还成功”的标

志。 

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4.3.5.未知账户保证金退还 

保证金来款账户账号和账户名称与注册的基本账户信息都不一

致的情况，系统无法识别为哪家单位的来款，故需要向交易中心经办

人员或者受中心委托的银行工作人员提交未知账户保证金退还申请，

交易中心审核人审核通过后，会向银行发起自动退还，退还成功会

有“退还成功”的标志。 

经办人员或受中心委托的银行工作人员操作界面如下： 

 

交易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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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6.保证金退还失败处理 

由于用户基本账户被冻结或者变更基本账户导致保证金退还失

败的，银行会返回退还失败的记录，由中心经办人员或者受中心委托

的银行工作人员提交保证金退还失败处理申请，交易中心审核人审核

通过后，由人工线下退还。 

经办人员或受中心委托的银行工作人员操作界面如下： 

 

交易中心审核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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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保函提交和退还 

投保人在投标系统【提交投标保函】菜单下，填写保函基本信息

并提交完成后，带纸质保函到交易中心由中心经办人员或者受中心委

托的银行工作人员确认保函信息并收取纸质保函。中标通知书发出后

到中心退还保函。 

投标人操作界面： 

 

经办人员或受中心委托的银行工作人员操作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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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还： 

 

4.5.保证保险提交 

   投标保证保险主要由保险公司录入保险信息，录入完成并保存后

默认保险递交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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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云南省电子化平台由北京筑龙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咨询服务电话：400-9618-998 

技术支持 QQ：4009618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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