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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概述 

本手册主要对如何使用“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进行审批作一个

概要描述。本手册按照系统中的导航菜单划分业务操作章节。在每个具体业务模块

的操作说明中，按照业务功能操作描述用户使用某一功能完成业务的过程。 

1.1 手册简介 

本手册主要是为指导用户操作使用而编写的。在手册中，我们将以本系统运行

在简体中文 Windows 7 （Internet Explorer 8）上为例进行详细的介绍。希望本手册

能够帮助您在短时间内对系统有一个概括的了解，让您亲身体验到它所带来的方便

与快捷。由于系统在不断完善和调整中，因此本手册很难一次做到面面俱到，需要

逐渐完善，欢迎使用者提出修改意见。 

1.2 手册结构 

本手册针对用户如何使用本系统进行了详细的介绍，请认真阅读其中的内容。

手册第一章介绍了手册的基本内容，包括手册简介、手册结构、预期读者及编写目

的等。其他各章节按系统功能模块分别介绍了具体功能的操作方法。本文是最基本

的帮助文档，涵盖了系统常用功能的介绍和使用方法指导。如果您能够详细阅读本

手册，就可以轻松的运用本系统完成审批工作。 

1.3 预期读者 

本手册的预期读者为普通用户。手册默认用户具备基本的计算机操作技能，熟

悉 Windows 操作环境并且已经掌握基本的软件操作方法。您可以按顺序阅读每一

章，或利用目录寻找您需要的主题。 

1.4 编写目的 

本手册的编写目的是指导普通用户能够熟练使用本平台完成项目审批工作，以

满足工作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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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政务外网审批 

2.1 登录 

 通过浏览器访问【陕西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点击页面右上角的【审批

监管系统电子政务外网专线入口】链接，进入政务外网审批端的登录页面，如下图

所示。 

 

图 2.1-1 政务外网审批端入口 



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操作手册                                 

                          3 

2.1.1 用户登录页面 

 用户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如下图所示： 

 

图 2.1-2 登录页面 

用户名或密码输入错误，登录框下方提醒用户名不存在或密码错误，如下图所

示： 

 

图 2.1-3 用户名或密码错误提示 

用户登录系统后，会跳转到用密码修改页面，由于审批账号的密码是系统设置

的，所以用户登录成功后需要修改密码，修改完成才可以进行其他操作。  



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操作手册                                 

                          4 

2.2 业务办理 

业务办理选主要是对当前提交的项目进行初步的审核，主要需要审核三个方面：

一是项目的基本信息填写是否规范，二是审核申报人选择的项目类型，项目目录等

是否准确，三是审核是否重复申报。 

2.2.1 待办已办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业务办理】点击【待

办已办】链接，进入待办已办页面。可根据项目代码、项目名称、项目单位进行查

询，同时页面中包含在办箱、已办箱、变更箱这三个标签页，等待办理或正在办理

的项目显示在在办箱，已经办结的项目在已办箱中显示，申报人申请变更的项目在

变更箱中显示。如下图所示： 

 

图 2.2-1 待办项目 

2.2.1.1 在办箱 

点击项目代码或办理列中的【办理】，进入项目办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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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审签单页面 

 审签单 

(1)点击【预受理】按钮 

审签单页面中的【预受理】按钮是不可用的，此时需要进入【附件信息】页面，

只有附件信息全部审核通过，【预受理】按钮才可以点击。 

 

图 2.2-3 审签单页面 

点击【预受理】按钮，页面弹出预受理弹出框，在该弹出框中可以填写办理意

见和选择下一步办理的人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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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 预受理页面 

如果办理意见未填写，页面会弹出“请填写办理意见！”的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图 2.2-5 提示信息页面 

办理意见和下一步办理都填写完成，点击【确定】按钮，页面会弹出“操作成

功”的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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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提示信息页面 

点击【确定】按钮，页面跳转到【待办已办】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2-7 待办已办页面 

(2)点击【签署意见并移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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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8 待办已办-签署意见并移交 

点击【签署意见并移交】按钮，页面弹出弹出框，审批人员需要填写办理意见

和选择下一步办理人，如下图所示： 

 

图 2.2-9 签署意见并移交 

在如果没有选择下一步的办理人员，页面会弹出“请选择一名办理人员”的提

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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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6 提示信息页面 

(3)点击【部门外转办】按钮 

 

图 2.2-10 待办已办-部门外转办 

     如果该项目不能进行部门外项目转办，点击【部门外转办】按钮，页面会弹出

“该项目不能转办！”的弹出框，如果可以进行项目转办， 

(4)点击【退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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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2 待办已办-退办 

点击【退办】按钮，页面弹出退办的弹出框，需要填写退办的办理意见。退办

后的事项，申报人可以对该事项进行修改。如下图所示： 

 

图 2.2-13 退办 

(5)点击【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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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4 待办已办-删除 

  点击【删除】按钮，页面弹出删除的弹出框，审批人员需要填写删除的办理

意见，如下图所示： 

 

图 2.2-15 删除 

(6)点击【关闭】按钮 

点击【关闭】按钮，页面跳转到待办已办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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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6 待办已办-关闭 

 审签单（备案审查） 

在待办已办中对于备案类项目点击备案查询，可以根据项目代码、项目名称、

项目单位对项目进行查询，并且对备案项目进行操作。如下图所示。 

 

图 2.2-17 待办已办 

点击【备案审查】链接，显示备案项目的项目信息，可对项目进行审查，会对

审批事项进行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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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6 待办已办-审签单 

【备案审查】分为同意备案、不同意备案、签署意见并移交、删除、关闭。 

点击【同意备案】按钮，填写预审意见，点击【确定】后，该备案项目生效，

通知相对人改备案证的状态，并在“陕西省投资项目监管审批平台”网站上查询该

备案项目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2-17  同意备案 

点击【不同意备案】按钮，项目会退回给申报人进行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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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8  不同意备案 

 受理 

项目预受理完成并通过，再次点击该项目的项目代码或办理列的【办理】链接，

页面跳转到审签单页，如下图所示： 

 

图 2.2-18  审签单-受理 

【受理状态】分为受理、不予受理、签单意见并移交、关闭。 

点击【受理】按钮，填写预审意见和选择下一步办理人员，点击【确定】后，

项目状态变为已受理，需要审批人员选择【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受理通知书】

的发送方式，系统默认【系统自动发送通知书】，也可以选择【窗口人员发送通知

书】，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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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19 受理 

 

图 2.2-20 受理通知书 

点击【不予受理】，会发送不予受理的原因，并且返回申报人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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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1 不予受理 

 

图 2.2-22 不予受理通知书 

 办结 

点击受理并通过后，再次点击项目代码或办理列的【办理】按钮，页面跳转到

审签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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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2 审签单-办结 

点击【办结】按钮，页面弹出办结的弹出框，需要填写文件标题、批复结果、

批复文号、批复文件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2-23 办结 

 项目基本信息表 

项目基本信息表展示申报人填报的信息，包括项目基本信息、项目建设资金来

源、项目申请单位信息、经办联系人信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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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4  项目基本信息表 

 问题回答 

 显示项目申请人对问题的回答情况，如下图： 

 

图 2.2-25 问题回答 

 办理过程 

 点击【办理过程】，可以查看当前项目办理环节、办理处室、办理人、下一步

办理人、办理意见、办理时间相关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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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6 办理过程 

 附件信息 

点击【附件信息】按钮，可以查看申报人上传的材料，并且可以对材料进行审

核。如下图： 

 

图 2.2-27 附件信息 

点击审核，可以对材料进行审核，审核结果为通过、不通过、纸质材料已签收、

无需提供。并且给出审核意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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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8 材料审核 

如果审核某一条材料审核不通过，在材料清单表的下面出现【确认并发送通知

书】按钮，如下图。 

 

图 2.2-29  确认并发送通知书 

点击【确认并发送通知书】按钮，页面弹出预受理补正通知书的弹出框，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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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0  预受理补正通知单 

点击【确定】按钮后，审签单页面下边出现【补正列表】，可以查看需要补正的

通知单，如下图所示： 

 

图 2.2-31 查看通知单 

2.2.1.2 已办箱 

点击待办已办页面中的【已办箱】，可以查看已经办理的项目，可以根据项目代

码、项目名称、项目单位进行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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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2 已办箱 

 办理过程 

点击办理过程列的【本部门】或【全部部门】按钮，页面跳转到本部门/全部部

门办理过程页面，可以查看当前项目的审批部门、部门区划、审批事项、办理状态

及时间等，点击办理过程列的【查看】，可以查看当前项目的办理详情，如下图所示。 

 

图 2.2-33 本部门/全部部门办理过程 

 撤回 

点击操作列的【撤回】链接，可以将项目撤回到在办箱中，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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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4 已办箱-撤回 

 

图 2.2-35 撤回详情 

2.2.1.3 变更箱 

点击待办已办页面中的【变更箱】，可以查看申请变更办理的项目，可以根据项

目代码、项目名称、项目单位进行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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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6 变更箱 

 点操作列的【办理】链接，跳转到项目基本信息表页面，在页面的左上角的【项

目变更履历】链接可以查看项目的变更情况，如下图所示： 

 

图 2.2-37 变更箱-项目基本信息表 

点击【项目变更履历】链接，页面弹出变更历程的弹出页，包含操作者、所属

单位、日期、类型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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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38 变更历程 

      点击操作列的【查看】按钮，页面跳转到变更对比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2-39 变更对比 

      点击【审签单】标签，进入审签单页面，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按钮，进行变更

审核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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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0 变更审核 

      点击【同意变更】按钮，页面弹出申请变更通过的弹出框，需要填写办理意

见，如下图所示： 

 

图 2.2-41 申请变更通过页面 

点击【不同意变更】按钮，页面弹出申请变更不通过的弹出框，需要填写办理

意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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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2 申请变更不通过页面 

2.2.2 发送通知书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业务办理】点击【发

送通知书】链接，进入发送通知书页面。可根据项目代码、事项名称、通知书类型、

通知书状态进行查询，该页面中展示了项目代码/项目名称、事项名称、生成通知书

日期、通知书类型、通知书状态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2-43 发送通知书 

点击操作列的【发送通知书】链接，页面弹出需要发送通知书的具体内容，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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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3 发送通知书详细 

      点击操作列的【查看通知书】链接，页面弹出已经发送的通知书的具体内容，

如下图所示： 

 

图 2.2-43 发送通知书详细 

2.2.3 常用审批语管理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业务办理】点击【常

用审批语管理】链接，进入常用审批语管理页面。可根据常用审批语标题进行查询，

该页面中展示了常用审批语标题、常用审批语内容、是否启用状态等信息，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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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44 常用审批语管理 

    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按钮，可以对审批语进行操作，包括新增、修改、删除、启

用、停用。 

点击常用审批语内容的链接，页面弹出常用审批语的详细页的弹出框，包括办

理意见标题、办理意见内容、添加日期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2-45 常用审批语详细 

2.2.4 备案不予通过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业务办理】点击【备

案不予通过】链接，进入备案不予通过页面。可根据项目代码、项目名称、项目单

位进行查询，该页面中展示了备案证代码、项目名称、事项名称、审批状态、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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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申报单位、申报状态、申报时间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2-46 备案不予通过 

     点击操作列的【查看】链接、页面跳转到审签页，页面中显示处（科）室的意

见，如下图所示： 

 

图 2.2-47 备案不予通过-详细 

2.3 内容管理 

内容管理主要是对政策法规等内容的管理，在该模块中可以进行对政策法规内

容和是否发布进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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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政策法规管理 

2.3.1.1 政策法规管理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内容管理】点击【政

策法规管理】链接下的【政策法规】，进入政策法规管理页面。可根据标题、类别进

行查询，页面展示了政策法规的标题、类别、部门、录入时间、是否有效信息，如

下图所示： 

 

图 2.3-1 政策法规管理 

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按钮，可以对政策法规内容进行操作，包括新增、修改、删

除。 

点击标题列的标题链接，页面弹出政策法规详细的弹出框，如下图所示： 

 

图 2.3-2 政策法规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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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2 政策法规发布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内容管理】点击【政

策法规管理】链接下的【政策法规发布】，进入政策法规发布页面。可根据标题、部

门、类别、发布类型进行查询，页面展示了政策法规的标题、类别、部门、录入时

间、发布类型信息，如下图所示： 

 

图 2.3-3  政策法规发布 

点击页面右下角的按钮，可以对政策法规的发布状态进行操作，包括发布、取

消发布。同样，点击标题列的标题链接，可以查看政策法规的详细信息。 

2.4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主要是对用户和部门等内容的管理  

2.4.1 用户管理 

2.4.1.1 人员角色管理 

2.4.1.1.1 人员及角色新增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用

户管理】链接下的【人员角色管理】，进入人员角色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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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1  人员角色管理页面 

选择要增加人员的部门或处室，点击【新增人员含角色】，进行人员新增及授权，

如下图所示： 

 

图 2.4-2  新增人员含角色页面 

2.4.1.1.2 人员及角色修改 

选择要修改的人员记录，点击【修改人员和角色】，进入修改人员角色页面，如

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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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3  修改人员及角色页面 

2.4.1.1.3 删除人员及角色 

选择要删除的人员记录，点击【删除人员和角色】，进入删除人员和角色页面，

如下图所示： 

 

图 2.4-4  删除人员及角色页面 

2.4.1.2 处（科）室人员管理 

部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

【用户管理】链接下的【处（科）室管理】，进入处（科）室管理页面。并且可以通

过人员姓名进行查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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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5  处（科）室人员管理页面 

选中人员，点击【将选中的人员添加至当前处（科）室】，可将选中的人员批量

添加至当前处（科）室，如下图所示： 

 

图 2.4-6  向相应处（科）室添加人员页面 

2.4.2 部门管理 

2.4.2.1 处（科）室管理 

2.4.2.1.1 处（科）室新增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处（科）室管理】，进入处（科）室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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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7  处（科）室管理页面 

点击部门名称，添加部门内部的处（科）室。点击【新增】，填写处（科）室名

称，点【提交】，默认生成处室代码，如下图所示： 

 

图 2.4-8  新增处（科）室页面 

2.4.2.1.2 处（科）室修改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处（科）室管理】,查看处室列表，选择要修改的处室记录，点

击【修改】,进入处室修改页面,修改后点击【提交】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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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9  修改处（科）室页面 

2.4.2.1.3 处（科）室删除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处（科）室管理】,选择要删除的处室，点击【删除】，提示是

否删除。确定后，处室则删除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2.4-10  删除处（科）室页面 

2.4.2.2 联审部门联系方式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联审部门联系方式】，进入联审部门联系方式页面，进行本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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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性化信息（审核部门简称、线下受理地点、线下受理时间、业务咨询电话、监

督投诉电话等）设置。修改信息后，点击【确认】完成变更，如下图所示： 

 

图 2.4-11  联审部门联系方式页面 

2.4.2.3 地区（部门）管理 

2.4.2.3.1 地区（部门）新增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地区（部门）管理】，进入地区（部门）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4-12  地区（部门）管理页面 

点击地区或部门名称，添加地区下的区划或部门、部门下的下属处科股。点击

【新增】，填写组织单元名称，组织单元类别，行政区划，审批级别，若组织单元类



陕西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操作手册                                 

                          39 

别选择办事部门或下属处科股，则还要填写部门类型，点【提交】，默认生成部门编

号，如下图所示： 

 

图 2.4-13  新增地区（部门）页面 

2.4.2.3.2 地区（部门）修改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地区（部门）管理】，选择点击相应地区（部门），查看组织机

构列表，选择列表中要修改的地区（部门），点击【修改】，进入地区（部门）修

改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2.4-14  修改地区（部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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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3.3 地区（部门）删除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系统管理】，点击【部

门管理】链接下的【地区（部门）管理】，选择点击相应地区（部门），查看组织机

构列表，选择列表中要删除的地区（部门），点击【删除】，提示是否删除。确定

后，地区（部门）则删除成功，如下图所示： 

 

图 2.4-15  删除地区（部门）页面 

2.5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主要是对审批用户账号信息的管理 

2.5.1 个人信息维护 

平台人员登录【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选择菜单【综合管理】，点击【个

人信息维护】，进入个人信息维护页面，修改账号信息后点击【保存】即可生效，页

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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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个人信息维护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