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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简介 

华侨大学采购综合服务系统秉承“阳光 廉洁 规范 高效”的工作理念，严格按照上

级主管部门等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采购管理的统一要求和具体管理办法，根据学校采

购的特点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设计，结合移动互联技术，争取建设成为国内领先的“互

联网+”模式的管理信息系统。 

该系统目前主要实现了以下目标： 

（1）为教职工提供一站式的采购服务平台；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对接学校人事数据

及学校经费数据，集成采购申请审批模块、小额采购竞价模块、招标采购模块、合同申

请审批模块、数据汇总统计监测模块，能为各个归口管理部门提供采购计划申报审批管

理；为老师与采购主管部门提供一体化采购申请与竞价管理；为监察审计部门提供采购

监督平台。 

（2）依靠信息化手段使校内教职工、归口管理部门、采购管理部门、供应商等实现

协同，推动学校采购工作信息化的高效运行。 

（3）构建优质供应商资源库，敦促供应商提供更优质的产品和售后服务。 

（4）依托数字校园环境，集成数字化校园平台，集成进入数据中心，实现基础数据

共享以及业务协同。 

2. 平台操作简介 

2.1. 平台使用基于环境要求 

由于平台基于 B/S 模式架构，为了确保正常办理业务，我们建议您使用 

以下浏览器： 

1、Google Chrome 最新版本； 

2、Firefox 最新版本； 

3、搜狗浏览器 最新版本（高速模式）； 

4、360 安全浏览器 最新版本（极速模式）。 

兼容性较好的主流浏览器（建议使用以上），搜狗、360 浏览器请核查 IP 地址栏右侧： 

 

若为 图标，请鼠标左键单击切换为 图标。

2.2. 统一身份认证登录 

打开浏览器，在浏览器地址栏中输入平台地址（https://buy.hqu.edu.cn/），进入“华侨

大学物资采购中心”页面，点击“采购综合服务系统”跳转到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界



 

 

面，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系统，如图所示： 

 

 

2.3. 电脑端平台界面 

根据主要功能和布局设计，可以把整个界面大致分成标题栏、业务记录、业务快捷

栏、功能菜单四大模块，后面会详细进行介绍。 



 

 

 

2.3.1. 标题栏 

标题栏位于主页面最上方，最左边是平台图标和平台名称。平台名称右边的图标

，是“平台首页”链接，点击可返回到平台首页。标题栏靠右边的位置，从左到

右依次是 ，点击【待办】：在这里展示的

是当前需要处理的业务；鼠标移动到【业务】上这里会显示业务概览通过【帮助】可以

将在系统中所遇到的问题反应给我们工作人员进行解决。 

业务介绍： 

个人业务：普通教师角色默认工作界面，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凡在系统中有账号的

教师，系统都默认授予了普通教师的角色。 

2.3.2. 功能菜单模块 

功能菜单模块下的【采购业务办理】，提供各种业务办理功能。 

2.3.3. 业务办理快捷栏 

业务快捷栏提供各种业务的快捷功能，可根据需求点击进行查看、办理等操作，如

图所示： 



 

 

 

2.4. 常见问题 

2.4.1. 照片无法上传 

请确认计算机是否已经安装了 Flash插件（上传照片必需），若没有安装，请下载

并安装, https://get.adobe.com/flashplayer/?loc=cn  如图所示： 

 

2.4.2. 无法打印单据 

首先请确认计算机是否已经安装了 Adobe Reader PDF阅读器（打印单据必需且只

能为 Adobe Reader阅读器），若没有安装，请百度搜索或访问下面的链接下载并安

装。 

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1/81/id=1322&pn=0&linkPage=1.html如下图： 

https://get.adobe.com/flashplayer/?loc=cn
http://dl.pconline.com.cn/html_2/1/81/id=1322&pn=0&linkPage=1.html


 

 

 

3. 采购业务办理 

3.1. 采购申请 

3.1.1. 提交采购申请 

第一步：用户进入系统的主页面，左侧菜单“我的采购项目”如图所示： 

 
 

第二步：根据购买需求，选择相应的采购类别、采购金额及采购方式，点击“下一

步”，如图所示： 



 

 

 

 

 

 

 

 

第三步：按照要求填写项目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下一步”如图所示： 

 

第四步：根据学校采购相关规定要求，填写采购明细，如图所示： 

  



 

 

                                                                                                                                                                                                                                                                                                                                                                                                                                                                                                                                                                                                                                                                                                                                                                                                                                                                                                                                                                                                                                                                                                                                                                                                                                                                                                                                                                                                                                                                                                                                                                                                                                                                                                                                                                                                                                                                                                                                                                                                                                                                                                                                                                                                                                                                                                                                                                                                                                                                                                                                                                                                                                                                                                                                                                                                                                                                                                                                                                                                                                                                                                                                                                                                                                                                                                                                                                                                                                                                                                                                                                                                                                                                                                                                                                                                                                                                                                                                                                                                                                                                                                                                                                                                                                                                                                                                                                                                                                                                                                                                                                                                                                                                                                                                                                                                                                                                                                                                                                                                                                                                                                                                                                                                                                                                                                                                                                                                                                                                                                                                                                                                                                                                                                                                                                                                                                                                                                                                                                                                                                                                                                                                                                                                                                                                                                                                                                                                                                                                                                                                                                                                                                                                                                                                                                                                                                                                                                                                                                                                                                                                                                                                                                                                                                                                                                                                                                                                                                                                                                                                                                                                                                                                                                                                                                                                                                                                                                                                                                                                                                                                                                                                                                                                                                                                                                                                                                                                                                                                                                                                                                                                                                                                                                                                                                                                                                                                                                                                                                                                                                                                                                                                                                                                                                                                                                                                                                                                                                                                                                                                                                                                                                                                                                                                                                                                                                                                                                                                                                                                                                                                                                                                                                                                                                                                                                                                                                                                                                                                                                                                                                                                                                                                                                                                                                                                                                                                                                                                                                                                                                                                                                                                                                                                                                                                                                                                                                                                                                                                                                                                                                                                                                                                                                                                                                                                                                                                                                                                                                                                                                                                                                                                                                                                                                                                                                                                                                                                                                                                                                                                                                                                                                                                                                                                                                                                                                                                                                                                                                                                                                                                                                                                                                                                                                                                                                                                                                                                                                                                                                                                                                                                                                                                                                                                                                                                                                                                                                                                                                                                                                                                                                                                                                                                                                                                                                                                                                                                                                                                                                                                                                                                                                                                                                                                                                                                                                                                                                                                                                                                                                                                                                                                                                                                                                                                                                                                                                                                                                                                                                                                                                                                                                                                                                                                                                                                                                                                                                                                                                                                                                                                                                                                                                                                                                                                                                                                                                                                                                                                                                                                                                                                                                                                                                                                                                                                                                                                                                                                                                                                                                                                                                                                                                                                                                                                                                                                                                                                                                                                                                                                                                                                                                                                                                                                                                                                                                                                                                                                                                                                                                                                                                                                                                                                                                                                                                                                                                                                                                                                                                                                                                                                                                                                                                                                                                                                                                                                                                                                                                                                                                                                                                                                                                                                                                                                                                                                                                                                                                                                                                                                                                                                                                                                                                                                                                                                                                                                                                                                                                                                                                                                                                                                                                                                                                                                                                                                                                                                                                                                                                                                                                                                                                                                                                                                                                                                                                                                                                                                                                                                                                                                                                                                                                                                                                                                                                                                                                                                                                                                                                                                                                                                                                                                                                                                                                                                                                                                                                                                                                                                                                                                                                                                                                                                                                                                                                                                                                                                                                                                                                                                                                                                                                                                                                                                                                                                                                                                                                                                                                                                                                                                                                                                                                                                                                                                                                                                                                                                                                                                                                                                                                                                                                                                                                                                                                                                                                                                                                                                                                                                                                                                                                                                                                                                                                                                                                                                                                                                                                                                                                                                                                                                                                                                                                                                                                                                                                                                                                                                                                                                                                                                                                                                                                                                                                                                                                                                                                                                                                                                                                                                                                                                                                                                                                                                                                                                                                                                                                                                                                                                                                                                                                                                                                                                                                                                                                                                                                                                                                                                                                                                                                                                

注：若项目中有多个物资时，可以点击“保存，并继续添加明细”，继续填写。 

 

 

 

 

 

 

 

第五步：填写经费信息，如图： 

 
 

第六步：确认所填信息，点击“提交申请”，如图所示： 



 

 

 

 

 

 

 

 

 

 

 

第七步：业务提交成功，等待相应领导审批，如图所示： 

 
填写说明： 

 带 * 的项为必须填写的项！ 

 若购买的设备需要上传附件时，建议老师提前将相关附件材料准备好 



 

 

3.1.2. 项目审核进度查询 

采购申请提交成功后，可以在我的采购项目中，点击蓝色的【追踪号】或者蓝色的

【项目名称】，查询项目审核进度，如图所示： 

 
 

 

 

 

下图左侧就申购的阶段流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的状态是待谁审核. 

 



 

 

3.1.3. 撤回采购申请 

采购申请提交后，尚无相关人员审批，如需要修改申请内容，可以点击“我的采购

项目”-“撤回”，如图所示： 

 

3.2. 采购执行 

3.2.1. 自行采购录入结果 

第一步：业务提交审核通过后，用户在系统中选择“待办”按钮，点击“处理”， 

 

第二步：用户根据购买结果，录入项目成交信息，点击“提交”项目采购完成，等

待审核，如图所示： 



 

 

 

 

 

3.2.2. 快速采购(校内网上竞价) 

3.2.2.1. 快速采购流程简述 

业务流程说明： 

1、用户应在采购管理系统中提交采购申请，选择网上竞价采购方式，填写采购申请详

细内容，明确设备技术参数及售后服务要求。 

2、采购申请审批通过后，经办人在供应商服务平台发布网上竞价公告，公告期根据用

户选择的时间确定（3-7天）。 

3、 网上竞价项目公告期内，供应商登录供应商服务平台后（未注册的供应商必须先注

册并通过审核），即可在线根据项目要求进行报价及响应。公告期内，采购申请用户可



 

 

自行登录采购管理系统，查看供应商报价数。 

4. 网上竞价项目公告截止后： 

a) 无任何供应商报价或报价供应商数不满足要求，此时该项目公告期自动延期 3 天。

公告期内接受供应商报价响应。 

b) 如公告已延期一次，供应商报价数不满足要求，此时该项目自动进入用户选标。 

5. 用户推选供应商：用户在所有供应商报价响应方案中自行甄选符合项目要求的供应

商。 

a) 如用户推选最低报价方案供应商，直接确认成交，并在 供应商服务平台发布成交公

告。 

b) 如用户推选非最低报价方案供应商，需用户说明推选理由，并由采购中心审核通过

后，方可确认成交，并在 供应商服务平台发布成交公告。如采购中心审核未通过，需用

户重新推选供应商或重新提交推选理由。 

c) 如用户认为所有供应商报价方案均不能满足项目要求，可由用户申请废标，申请废

标必须提交废标理由。废标申请需采购中心审核，审核通过后在 供应商服务平台发布

废标公告。如采购中心审核未通过，需用户重新推选供应商或重新提交废标理由。 

3.2.2.2. 用户选标 

第一步：进入系统页面，选择“待办”-“处理”按钮，进入用户选标业务，如图所

示： 

 

第二步：选择如何要求的中标供应商，如图所示： 

 

情况一：用户选择最低价中标 

 

选择最低价报名供应商，点击供应商名称后的“选此供应商”按钮，填写选标理由

并确认，如图所示： 



 

 

 

情况二：用户选择非最低价供应商中标 

 

选择次低价报名供应商，点击供应商名称后的“选此供应商”按钮，填写选标理由

并确认，如图所示： 

 

 

情况三：报名厂家不满足要求，申请废标 

点击页面上的“申请废标”按钮，填写废标理由并确认，如图所示： 

 



 

 

 

注意事项： 

用户须及时选标；若所报厂家不满足要求，可申请废标。 

报价供应商不足 3 家的项目会自动延长公告期限（一般为 3 天），请关注采购状

态。 

只确定技术参数，不确定品牌型号的，供应商将按参数要求填写响应方案，供用户

选择。 

选择的非最低报价供应商或者申请废标时，需要采购中心审核。 

项目已经成交，需要废标或者更换中标供应商，请联系采购中心的经办老师。 

3.3. 合同业务 

3.3.1. 合同审批流程简述 

3.3.2. 发起合同申请操作步骤 

第一步：用户根据项目成交信息，在系统页面，点击“我的合同管理”-“发起合同

申请”，如图所示： 

 
 

 

 

 

 

 

 

 

 

 



 

 

第二步：选择需要操作的入口，点击相关按钮，如图所示： 

 
请注意：未提交采购申请审批的项目请在这里选择“直接申请合同”。 

第三步：在【待签署合同的项目】中，选择需要拟定合同的项目，点击“拟定合同”，

进入合同信息填写页面，如图所示： 

 

第四步：根据购买结果，确认合同基本信息，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第五步：确认所购买的物资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第六步：确认合同电子文件，点击“下一步”，如图所示： 



 

 

 

第七步：确认所填合同信息，点击“提交”，等待审核，如图所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