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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用户注册登录 

1.1 用户注册 

第一步：申报单位通过互联网打开“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事

大厅”，地址为：http://www.xjtzxm.gov.cn/。统一使用自治区政务服务网统一

身份认证系统注册登录。如图 1-1所示。 

 

图 1-1 网上办事大厅首页 

第二步：点击“使用自治区统一身份认证登录”，进入自治区政务服务网注

册登录，点击“未有账号，立即注册”。如图 1-2所示。 

 

图 1-2未有账号，立即注册 

http://www.xjtzx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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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个人用户”，进行“账号注册”，填写相关信息，点击“注册”。

如图 1-3所示。 

 

图 1-3个人账号注册页面 

第四步：进入实名认证页面，可点击“运营商手机号”，“支付宝”，“人脸识

别”进行认证（可选其中一个）。如图 1-4所示。 

 

图 1-4个人信息认证页面 



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                                项目申报操作手册 

3 

第五步：个人信息认证完成页面。（认证完成后，进行“法人账号”信息认

证）。如图 1-5所示。 

 

图 1-5个人账号注册完成页面 

第六步：点击“法人用户”，进行“账号创建”，填写相关信息，点击“下一

步”。如图 1-6所示。 

 

图 1-6法人用户，账号创建页面 

第七步：账号创建完后，进入“信息认证”，填写相关信息，上传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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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证图片。填写完后点击“注册认证”。如图 1-7所示。 

 
图 1-7注册认证页面 

第八步：法人账号注册完成页面。如图 1-8所示。 

 

图 1-8法人信息注册完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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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使用法人账号登录系统。如图 1-9所示。 

 

图 1-9法人账号登录页面 

第十步：登录成功后，点击“管理中心”，进行法人事项，个人（经办人）

代办的授权操作。如图 1-10所示。 

 
图 1-10法人管理中心页面 

第十一步：在企业信息，经办人一栏，点击“添加授权”按钮，填写已注册

过的个人账号信息，点击授权按钮，完成授权操作。如图 1-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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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经办人（个人）授权页面 

1.2 用户登录 

第十二步：完成授权后，可打开“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办事大

厅”，点击“使用自治区统一身份认证登录”按钮，跳转至政务服务网登录，用

个人账号进行项目申报。地址“http://www.xjtzxm.gov.cn/”。如图 1-1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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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2登录页面 

 

图 1-12登录页面 

若申请人直接访问登录的是自治区政务服务网，可在政务服务网首页，在其

他服务一栏，点击“投资项目监管平台”跳转至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

台办事大厅申报项目。如图 1-1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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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政务服务投资项目监管平台跳转图标 

2 政府投资项目申报（审批类） 

2.1 代码申请 

登录成功后，在网厅首页“领码申请”一栏选择“审批类”项目，如图 2-1

所示： 

 

图 2-1审批类页面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填写申报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国标行业、

所属行业、产业结构目录、建设地点、项目建设性质、项目属性、建设规模及内

容、项目计划开工时间、项目计划完工时间、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填写完后，点

击“信息确认”，进入下一步，如图 2-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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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填写项目基本信息页面 

项目基本信息填写完后，进入到赋码部门“事项选择页面”，可根据赋码部

门层级，选择对应的赋码“事项”，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下一步。如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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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2-3赋码事项选择页面 

 

项目代码申请，已提交页面。可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下查看项目是

否赋码成功。如图 2-4所示： 

 

图 2-4项目代码申请提交页面 

2.2 事项申报 

项目赋码成功后，可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点击“事项申报”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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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2-5所示： 

 

图 2-5用户中心我的项目页面 

点击“事项申请”后，进入“联审确定”页面，可根据回答问题，带出并联

审批事项和材料，点击“下一步”。如图 2-6所示： 

 

图 2-6问题驱动页面 

问题判断完后，可进一步确定，该事项是否需要申报办理，需要办理可点击

“下一步”，进入材料选择页面，如图 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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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联审（并联）事项确认页面 

联审事项确定完后，进入“上传材料”页面，可根据申请材料要求，上传

PDF格式的附件，也可自行新增材料，来满足不同项目的个性化需求，材料上传

完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项目申报，如图 2-8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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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上传材料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后，完成项目申报页面，可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

下查看项目进度、获取项目批文等操作。如图 2-9所示： 

 

图 2-9完成项目申报页面 

2.3 用户中心 

项目申报完后，可进入“用户中心”查看项目办理进度、下载批文、报建事

项申请、阶段事项申请（立项办理完点击阶段，跳转可研阶段，始终保持一个项

目不同阶段一个代码）、项目变更、修改材料、补正材料、报送项目开工报告、

年度报告、竣工报告、在线咨询、在线评议等服务操作。如图 2-10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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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0用户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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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投资项目申报（核准类） 

3.1 代码申请 

登录成功后，在网厅首页“领码申请”一栏选择“核准类”项目，如图 3-1

所示： 

 

图 3-1核准类页面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填写申报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国标行业、

所属行业、产业结构目录、建设地点、项目建设性质、项目属性、建设规模及内

容、项目计划开工时间、项目计划完工时间、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填写完后，点

击”信息确认”，进入下一步，如图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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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填写项目基本信息页面 

项目基本信息填写完后，进入到赋码部门“事项选择页面”，可根据赋码部

门层级，选择对应的赋码“事项”，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下一步。如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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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3-3赋码事项选择页面 

项目代码申请，已提交页面。可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下查看项目是

否赋码成功。如图 3-4所示： 

 

图 3-4项目代码申请提交页面 

3.2 事项申报 

项目赋码成功后，可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点击“事项申报”按钮，

如图 3-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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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用户中心我的项目页面 

点击“事项申请”后，进入“联审确定”页面，可根据回答问题，带出并联

审批事项和材料，点击“下一步”。如图 3-6所示： 

 

图 3-6问题驱动页面 

问题判断完后，可进一步确定，该事项是否需要申报办理，需要办理可点击

“下一步”，进入材料选择页面，如图 3-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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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联审（并联）事项确认页面 

联审事项确定完后，进入“上传材料”页面，可根据申请材料要求，上传

PDF格式的附件，也可自行新增材料，来满足不同项目的个性化需求，材料上传

完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项目申报，如图 3-8所示： 

 

图 3-8上传材料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后，完成项目申报页面，可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

下查看项目进度、获取项目批文等操作。如图 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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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完成项目申报页面 

3.3 用户中心 

项目申报完后，可进入“用户中心”查看项目办理进度、下载批文、报建事

项申请、项目变更、修改材料、补正材料、报送项目开工报告、年度报告、竣工

报告、在线咨询、在线评议等服务操作。如图 3-10所示： 

 

图 3-10用户中心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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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投资项目申报（备案类） 

4.1 项目申报 

登录成功后，在网厅首页“领码申请”一栏选择“备案类”，如图 4-1所示： 

 

图 4-1备案类页面 

进入“基本信息”页面，填写申报项目基本信息，包括项目名称，国标行业、

所属行业、产业结构目录、建设地点、项目建设性质、项目属性、建设规模及内

容、项目计划开工时间、项目计划完工时间、项目建设资金来源，填写完后，点

击“信息确认”，进入下一步，如图 4-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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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填写项目基本信息页面 

项目基本信息填写完后，进入到赋码部门“事项选择页面”，可根据赋码部

门层级，选择对应的赋码“事项”，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下一步。如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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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图 4-3赋码事项选择页面 

事项选择后，进入到“上传材料”页面，根据材料要求，需上传 PDF格式的

附件材料，材料上传完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申报。如图 4-4所示： 

注：若材料未准备好，可先“提交”，再进入我的项目菜单进行修改上传材

料。 

 

图 4-4上传材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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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提交”按钮后，完成项目申报，待后台审批人员受理赋码。如图 4-5

所示： 

 

图 4-5完成申报页面 

4.2 用户中心 

项目申报完后，可进入“用户中心”查看项目办理进度、下载备案证、报建

事项申请、项目变更、修改材料、补正材料、报送项目开工报告、年度报告、竣

工报告、在线咨询、在线评议等服务操作。如图 4-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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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用户中心页面 

5 阶段事项申报（审批类） 

审批类项目立项阶段办结完后，可在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下，点击“阶段

申请”，继续申报办理可研阶段事项，始终保持一个项目一个代码。如图 5-1 所

示。 

 

图 5-1阶段申请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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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更新基本信息”页面，可完善和变更修改项目基本信息，修改完后，

点击“信息确认”，进入联审确定页面，如图 5-2所示： 

 

图 5-2项目基本信息页面 

进入联审确定页面后，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回答问题，带出并联审批事项

和材料，如图 5-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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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联审确定息页面 

相关并联事项如果已办理，或不需要办理，可选“我已办理过此事项”，进

入材料上传页面，如图 5-4所示： 

 

图 5-4联审确定息页面 

进入上传材料页面，需上传 PDF格式的文件，上传完后，点击提交按钮，完

成申报，如图 5-5 所示： 

 

图 5-5上传材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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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建事项申报（审核备） 

审批类项目、核准类项目、备案类项目办结完后，可在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

单下，点击“报建申请”，继续申报项目报建阶段事项（报建、施工许可、竣工

验收），始终保持一个项目一个代码，管理整个项目的全生命周期，如图 6-1 所

示。 

 

图 6-1报建申请页面 

进入“更新基本信息”页面，可完善和变更修改项目基本信息，修改完后，

点击“信息确认”，进入事项选择页面，如图 6-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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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项目基本信息页面 

项目基本信息填写完后，进入“事项选择页面”，可根据项目需要，对应选

择多个部门的报建审批事项。点击“确认”按钮，进入下一步。如图 6-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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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3事项选择页面 

事项选择后，进入到“上传材料”页面，根据材料要求，需上传 PDF格式的

附件材料，材料上传完后点击“提交”按钮，完成申报。如图 6-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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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4材料上传页面 

点击“提交”按钮后，完成项目申报。如图 6-5所示： 

 

图 6-5完成申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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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项目变更申请（审核备） 

企业或项目申报单位通过在线平台获得备案证（批文）后，在实际项目建设

中，项目资金，项目建设内容，项目建设范围有所变化时，需向当地备案机关（审

批机关），申请项目信息变更操作，重新获得项目备案证（批文）。申请变更操作

流程如下： 

进入用户中心我的项目菜单，在操作一栏点击“项目变更”，进入项目变更

基本信息页面，如图 7-1所示： 

 

图 7-1项目变更申请页面 

进入项目变更基本信息页面，可修改建设内容、建设规模、计划开工时间、

计划完工时间、项目估算总投资、资金来源，需在项目变更申请一栏，填写变更

原因，点击提交按钮，进入材料上传页面，如图 7-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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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项目变更基本信息页面 

进入上传材料页面，按照要求重新上传 PDF 格式文件，也可自行新增材料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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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变更申请，如图 7-3所示： 

 

图 7-3项目变更材料上传页面 

8 技术支持 

如果您在用户注册，项目申报过程中遇到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联系方

式如下： 

用户注册登录问题：18099681237，18099261206； 

项目申报问题：0991-2302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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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常用浏览器清除缓存操作方法 

9.1 IE 浏览器清除缓存 

1、以 IE9 浏览器为例。 

 
 

2、打开 IE浏览器，点击右上角工具齿轮图标，点击 Internet 选项 

 

3、在常规页面浏览器记录一栏，点击删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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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勾选相关选项，再点击删除按钮，缓存清楚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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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360 浏览器清除缓存 

1、以 360 浏览器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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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打开 360浏览器，点击右上角“打开菜单”，再点击清楚上网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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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勾选缓存数据，选择全部，点击立即清理 

 

 

4、360 切换极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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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谷歌浏览器清除缓存 

1、右侧“扳手”图标-------工具-------清除浏览数据 

 

2、弹出对话框，选择清除内容和时间，单击“清除浏览数据”即可。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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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火狐浏览器清除缓存 

1、菜单栏 工具-------清空最近历史记录 

 

2、弹出界面，单击“详细信息”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5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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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要删除的内容，选择历史记录的时间，单击“立即清除”即可。 

 

 

9.5 百度浏览器清除缓存 

1、点击右侧齿轮状图标-------清除浏览记录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8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8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9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9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8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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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出对话框 选择需要清除的时间和内容，单击“清除”即可。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2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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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傲游浏览器清除缓存 

 

1、菜单栏 工具------清除记录 

 

2、弹出对话框 选择你要清除的内容，单击“开始清除”即可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6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6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6


自治区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网上办事大厅                                项目申报操作手册 

45 

 

 

9.7 搜狗浏览器清除缓存 

1、菜单栏 工具------清除浏览记录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7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7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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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弹出对话框，选择你要删除的内容，单击“立即清除”即可。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2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1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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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苹果浏览器（Safari）清除缓存 

1、点击右侧齿轮状图标--------勾选显示菜单栏 

 
2、菜单栏 编辑-------清空缓存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清空”。 

弹出确认对话框，点击“清空”。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5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5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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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菜单栏 历史记录------清除历史记录 

弹出对话框，点击“清除”。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6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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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菜单栏 编辑------偏好设置 

弹出对话框，切换到隐私项，点击“移除所有网站数据” 

弹出对话框，点击“现在移除”即可。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8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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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30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31
http://jingyan.baidu.com/album/8065f87fc59f1723312498f1.html?picindex=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