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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流程 

用户注册->登录评估系统->填写企业基本信息->填报问卷->提交问卷->生成评估报告-> 

->结束 

2. 登录/注册 

操作步骤： 

a) 请在浏览器地址栏输入网址：http://shpg.cspiii.com，打开自评估系统登录页面，点

击注册按钮，页面跳转至填写注册信息页，如图： 

注意：已经在中国两化融合咨询服务平台（www.cspiii.com）注册过账号的用

户，可以直接使用之前的账号登录，不需要重复注册（包括贯标跟踪服务系统、

评定管理平台系统、工作博客、工作论坛、上海市两化融合评估系统注册的用

户都不必重新注册账号，使用已有账号登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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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请在注册页面填写用户名、密码、邮箱等必填信息，点击【注册】按钮，页面跳转至通

过邮件确认页， 

 

c) 输入用户名、密码、邮箱等必填信息，点击【注册】按钮，页面跳转至通过邮件确认页，

如图： 

 

d) 登录您的邮箱，收件箱中会收到标题为“注册系统邮件验证”的邮件（如果收件箱中没

有收到，请检查垃圾邮箱中是否收到），打开验证邮件并点击激活链接，可注册成功，

页面跳转至注册成功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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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注册成功后，请返回评估系统登录页面，输入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并点击登录按钮，

进入两化融合自评估系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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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忘记账号密码，可通过点击忘记密码按钮，通过邮箱找回密码，如图： 

 

说明：如果忘记了注册邮箱，请点拨打技术服务电话 010-88686445，010-88686435 进

行人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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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基本信息 

3.1 首次登入评估系统 

操作步骤： 

a) 企业用户首次登录评估系统，如图： 

 

说明：首次进入评估系统时，用户必须先完成企业基本信息的填写，系统将依据您填写的信

息分配合适的两化融合评估问卷。 

b) 填写企业基本信息（有红色星号的是必填项），填写完毕后，点击【提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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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提交企业信息后，页面跳转至首页，此时任务信息栏显示该企业匹配的问卷名称列表，

如图： 

 

d) 点击【填报问卷】按钮，可进入问卷答题页，此时可进行答题，如图 

 

问卷答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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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企业基本信息修改 

操作步骤： 

a) 登录评估系统，点击左侧导航【企业基本信息】，打开企业基本信息页，可修改企业基

本信息，点击提交按钮，企业基本信息修改成功。 

3.3 修改密码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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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业用户登入评估系统，点击左侧导航【修改密码】，打开修改密码页面，如图： 

 

b) 输入当前密码，新密码，点击修改密码按钮，弹出修改成功提示框，此时密码修改成功，

下次登录用户使用新密码可成功登录系统，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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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报/修改数据 

操作步骤： 

a) 企业信息填写完成后，就可以填报问卷了，填报问卷可以通过首页的【填报问卷】按钮

进入问卷填写页，也可以通过点击左侧导航【上报/修改数据】，在点击要填报的问卷标

题，进入问卷填写页，如图： 

 

b) 问卷信息填报页，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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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点击【保存】或者【下一页】按钮，可成功保存当前页面填写的信息，点击【下一页】

按钮进行翻页答题，全部答题完毕后，可以在问卷的最后一页（附加题部分）看到【提

交】按钮，点击【提交】按钮完成问卷填报工作。 

说明：问卷中的所有问题都是必答题，只有完成全部题目的填写后才能提交，否则提交时系

统会提示漏答题的题号。 

d) 问卷提交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贵企业的两化融合评估报告，用户可以点击查询结果

按钮在线阅读报告，还可以通过点击导出按钮，将评估报告导出（导出文件为 pdf 格式）。

如图（评估报告样例请见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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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告信息 

操作步骤： 

a) 企业用户登入评估系统，点击左侧导航【公告信息】，打开公告信息列表页，如图： 

 

b) 点击公告标题，可以查看公告详细信息，如图： 

 

 

c) 也可以在首页的【公告信息】栏，点击公告标题后对应的【查看】按钮，查看公告详细

信息，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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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技术支持 

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前面没有提到的技术问题，请与我们联系。 

付宇涵   电话：010-88686445 

Email：fuyuhan@cspiii.com 

王  涛   电话：010-88686435 

Email：wangtao@cspii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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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行业和问卷对应关系表 

系统注册行业 生产类型 问卷 

采矿业     

  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采掘业问卷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   采掘业问卷 

  黑色金属矿采选业   采掘业问卷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采掘业问卷 

  非金属矿采选业   采掘业问卷 

  其他采矿业   采掘业问卷 

冶金     

  黑色金属（钢铁等）   混合问卷 

  有色金属   混合问卷 

石化     

  石油加工（包括精炼石油产品制造、炼

焦等） 
  纯流程问卷 

  化工（包括基础化学原料、肥料、农药、

涂料、合成材料等） 
  纯流程问卷 

建材     

  水泥   纯流程问卷 

  玻璃   纯流程问卷 

  陶瓷   纯流程问卷 

  其他建材   纯流程问卷 

机械     

  通用设备 
以大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大批量问卷 

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专用设备 
以大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大批量问卷 

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仪器仪表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电气机械和器材（不含家电） 
以大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大批量问卷 

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交通设备制造     

  汽车整车制造   离散大批量问卷 

  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   离散大批量问卷 

  飞机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飞机配件及航空设备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铁路机车车辆及动车组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铁路专用设备及器材、机车配件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摩托车、自行车等其他运输设备   离散大批量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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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舶制造   复杂单件问卷 

  船用配套设备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航天器制造   复杂单件问卷 

  航天相关设备制造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轻工     

  家用电器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家具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橡胶和塑料制品业   纯流程问卷 

  造纸和纸制品业    纯流程问卷 

  皮革、毛皮、羽毛(绒)制品制造和制鞋

业 
  离散大批量问卷 

  皮革和毛皮鞣质加工、羽毛(绒)加工   混合问卷 

  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   离散大批量问卷 

  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   离散大批量问卷 

  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   混合问卷 

  日用杂品   离散大批量问卷 

  金属制品业   离散大批量问卷 

纺织     

  纺织业   混合问卷 

  纺织服装、服饰业   离散大批量问卷 

  化学纤维   纯流程问卷 

食品     

  农副食品加工业   纯流程问卷 

  食品制造业   纯流程问卷 

  酒、饮料和精制茶制造业   纯流程问卷 

医药     

  医药制造业    纯流程问卷 

烟草     

  烟草制品业    纯流程问卷 

电子     

  电子产品（包括计算机、通信、试听设

备） 

以大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大批量问卷 

以多品种小批量生产为主 离散多品种中小批量问卷 

  电子元器件制造   离散大批量问卷 

包装     

  纸包装   混合问卷 

  塑料包装   混合问卷 

  金属包装   离散大批量问卷 

废弃资源综合利用业       

  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离散大批量问卷 

  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   纯流程问卷 

电力     

  电力生产（包括火力发电、水利发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核电等 ） 
  发电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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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力供应（电网）   电网问卷 

服务业     

  服务业行业   服务业问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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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企业两化融合评估报告（参考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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