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上申报使用手册

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

网上申报使用手册



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系统网上申报使用手册

目录

1 文档介绍................................................................................................................................................................1

1.1 文档目的........................................................................................................................................................1

1.2 读者对象........................................................................................................................................................1

1.3 系统说明........................................................................................................................................................1

2 系统登录................................................................................................................................................................1

2.1 登录方式..............................................................................................................................................................1

2.2 登录路径..............................................................................................................................................................1

2.3 系统界面..............................................................................................................................................................2

3 系统功能................................................................................................................................................................3

3.1 办事指南........................................................................................................................................................3

3.1.1 模块内容............................................................................................................................................... 4

3.2 网上申报........................................................................................................................................................6

3.2.1 并联事项.......................................................................................................................................................7

3.2.2 并行推进事项.............................................................................................................................................21

3.4 办件查询............................................................................................................................................................23

3.5 政策文件下载....................................................................................................................................................24

3.6 审批项目公示....................................................................................................................................................25

3.6 投诉与建议........................................................................................................................................................25



1

1 文档介绍

1.1 文档目的

为了使报建单位更快的熟悉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网上办事大厅的操作方法，规范操作

步骤，尽量缩短用户的上手时间，特此编写此用户手册。本手册结合实际操作，配以大量

的文字说明和图片展示，确保用户高效快捷的使用本系统。

1.2 读者对象

本用户手册的主要对象是：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报建单位或代办人员。

1.3 系统说明

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运行在政务网环境，系统中展示数据部分为涉

密数据，为保密需要，本用户手册中截图只表示功能使用及效果图，实际数据请进入正式

系统查看。

2 系统登录

2.1 登录方式

1.若您当前需要申报的工程建设项目已有“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生成的项

目代码和云南省“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的项目生成码，如下（2.2 登录路径）继续操

作。

2.若您当前需要申报的工程建设项目无“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生成的项目

代码以及无云南省“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的项目生成码，请在“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

审批监管平台”以及在云南省“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中中获取项目代码和项目生成码

如下（2.2 登录路径）继续操作。

2.2 登录路径

1.登陆云南省政务服务网（网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进入云南省政务

服务网界面。点击界面上方“营商环境”专栏，选择“工程项目审批”专题。进入工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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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登录界面。

2.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系统使用云南省政务服务网统一账号登录，

在登陆页面选择法人登录，输入账号及密码点击登录，如果没有账号可以点击“用户注册”

按照提示完成注册。

2.3 系统界面

1.通过输入企业法人账户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入系统。

2.登陆后就进入了“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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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统功能

3.1办事指南

首页包含网上申报：并联事项、并行推进、技术协作、中介服务进入端口以及审批情况发布信息列表的

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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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模块内容

模块主要提供事项说明、办理流程、申请材料、法定依据、附件下载及承诺时限等相

关资料展示或下载。

点击办事指南中并联审批下的项目类型，跳转到网上报建的办事指南功能模块功能页

面。

办事指南功能模块中的办理流程图

办事指南功能模块中的申请材料



5

办事指南功能模块中的申请材料法律依据

办事指南功能模块中的附件下载及承诺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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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网上申报

通过点击“网上办件”

跳转到网上办理模块进行网上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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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办理”界面左侧，有“我要申报”详见 3.2.1.1 我要申报、“我的申报”详见

3.2.1.2我的申报、“我的补件”详见 3.2.1.3我的补件、“我的退件”详见 3.2.1.4我的退件及“我

的草稿”详见 3.2.1.5我的草稿等功能箱。

3.2.1 并联事项

在“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界面，选择待报建的项目类型（以社会

投资一般性项目为例），单击会进入申报页面。

3.2.1.1 我要申报

“我要申报”功能箱供报建单位创建工程建设项目申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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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获取项目信息

单击“我要申报”功能箱，系统自动跳转至“获取项目信息”界面。

在“获取项目信息”界面，如待办项目已在“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和

云南省“多规合一”业务协同平台分别获取了项目代码和项目生成码，在项目代码输入框

输入“项目代码”编号，在项目生成码输入框输入“项目生成码”编号，点击‘获取项目’

按钮获取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提取后，点击“下一步”，进入“选择事项”界面。

依次选择

“办理类型”（并联事项，并行推进）；

“办理阶段”（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工程建设许可阶段，施工许可阶段，竣工验



9

收阶段）；

“审批层级”（昆明市）。

“办理事项”等相关内容，以办理“工程建设许可阶段”的事项为例，其他阶段的事

项办理以此类推。

选择“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后选择要并联审批的事项“建设工程规划类许可证”，“防

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等点击“申报”，进入表

单“填写项目信息”界面。

 填写项目信息

在“填写项目信息”界面，部分数据是从“云南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共享

抓取过来的，需要补充其他相关指标信息，其中标红的为必填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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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一步”，进入“上传材料”界面。

 上传材料

在“上传材料”界面，根据报建单位实际情况上传“申请材料”相关材料。“共享材

料（若前阶段未在本系统中审批则需提供）”上传材料之后，下个阶段共享材料就会显示，

无需再次提供。

以上传“《地勘、设计单位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情况说明》”为例，点击“上传”按

钮。

选择待上传文件，点击“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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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件上传至材料目录。

可对该文件进行“删除”、“下载”、“预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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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材料上传后，点击“提交”，进入“提交完成”界面。

 提交完成

在“提交完成”界面，显示“您的项目已申报完成”。（申报完后会有短息提醒，接收的

短信手机号为“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申请表”里填写的手机号）

项目申报完成后，进入并联审批系统内部审批阶段。

3.2.1.2 我的申报

“我的申报”功能箱供报建单位进行已申报完成项目的查询及受理进度查询使用。

 项目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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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我的申报”，显示报建单位申报完成的项目列表，并展示统一项目代码、项目

名称、项目类型、申报事项、办理状态等相关信息。

如申报完成项目较多，可通过右上角“请输入搜索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

 办理进度查询

在“我的申报”项目列表界面，可通过查看“办理进度”快速定位到申报完成项目的

进展情况：



14

 取回

申报提交的项目窗口人员未受理之前，可以在我的申报里，选中项目点击取回

3.2.1.3 我的补件

“我的补件”功能箱供报建单位进行待补件项目查询及对表单、材料调整提交的使用。

窗口人员或经办人发起补正操作后，建设单位会收到短息提醒的补件信息（接收的短

信手机号为在“工程建设许可阶段审批申请表”里填写的手机号）

 补件查询

点击“我的补件”，显示需报建单位进行补件操作的项目列表，并展示统一项目代码、

项目名称、项目类型、申报事项、办理状态等相关信息；“我的补件”项目列表中项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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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状态均为“补正”。

如待补件项目较多，可通过右上角“请输入搜索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

 补件提交

打开“我的补件”项目列表中某项目，可查看项目申报信息，并在项目信息界面上方

有红色“补正”字样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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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侧专栏“办理进度”可以对补件原因进行查看

报建单位根据办理进度显示的补件要求信息，在“申报材料”通过点击“上传”按钮

上传需要补正的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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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待补充材料上传完成后，点击左上方的“提交”按钮。

结束补件的项目待窗口人员重新受理后不再出现在“我的补件”箱中。在“我的申报”

箱里可以查到

3.2.1.4 我的退件

“我的退件”功能箱供报建单位进行提交申报但未被受理项目的查询及受理进度查询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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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件查询

点击“我的退件”，显示报建单位提交申报但未被受理的项目列表，并展示统一项目

代码、项目名称、项目类型、申报事项、办理状态等相关信息。

如未被受理项目较多，可通过右上角“请输入搜索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

 办理进度查询

在“我的退件”项目列表界面显示的项目，办理状态均显示为“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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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重新申报，可参考 3.2.1.1 进行操作。

3.2.1.5 我的草稿

“我的草稿”功能箱展示建设单位已申报且未提交的项目。

 草稿查询

点击“我的草稿”，显示已开始填写信息但暂不需要申报的项目列表，并展示统一项

目代码、项目名称、项目类型、申报事项、办理状态等相关信息；“我的草稿”项目列表

中项目的办理状态均为“建设单位申报”。

如草稿项目较多，可通过右上角“请输入搜索关键字”进行快速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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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稿编辑

打开“我的草稿”项目列表中某项目，可查看项目申报信息。

对于需继续编辑信息的项目，补充相关项目信息及材料后点击左上方的“保存”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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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待申报的项目，点击页面左上方的“提交”按钮。

“我的草稿”中已完成提交的项目不再出现在“我的草稿”中；可在“我的申报”箱

中可以找到该项目，并及时跟踪受理情况。

3.2.2 并行推进事项

在“云南省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网上办事大厅”界面，选择待报建的单事项项目，单击

并行推进事项进入申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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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我要申报

功能同上（并联事项 3.2.1.1我要申报）

 获取项目信息

输入“项目代码”和“项目生成码”，点击获取项目，抓取项目基本信息，点击下一步

切换到并行推进，选择审批层级，点开要申报事项的部门，选择要申报的事项，点击申报进入基本信息

填写页面，下一步上传相关材料，提交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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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办件查询

（一）点击办件查询直接跳到我的申报页面，可以查看建设单位申报的所有项目信息列表

（二）右上角输入关键字可以模糊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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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选中项目双击进入，可查看申报项目的表单信息、申报材料，审批文书、办理进度

3.5 政策文件下载

点击政策文件显示所有发布的文件列表，点击文件目录可直接查看文件信息，右上角可下载、打印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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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审批项目公示

在首页面，审批情况发布，动态滚动显示所有公开项目的事项办理情况列表

3.6 投诉与建议

在首页面，投诉与建议菜单栏，建设单位可以扫描下面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

建议和投诉微信二维码，将投诉和建议填写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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