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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投标企业电子投标流程：

阳光如水（智能化）招投标电子交易平台门户（以下称：平台门户）网站

https://www.e-ygrs.com →查看最新招标公告信息 → 注册账号并登录 → 在线报名

（招标公告报名时间内） → 填写报名资料上传报名所需附件 →下载 CA 数字证书办理

资料《阳光如水 CA 服务协议》 → 缴纳招标文件费用→安装电子投标软件编制工具、

签章插件（必须安装） → 制作投标文件(使用 CA 数字证书进行签章)并在投标文件截

止时间内由投标编制工具直接上传电子加密投标文件→ 投标文件 CA 远程解密（开标阶

段）

在线投标流程说明：

1、投标人可通过平台门户进行项目信息获取与在线报名；

2、在线投标服务所产生招标报名费、CA 数字证书使用费由投标人承担；

3、已持有 CA 数字证书用户在证书有效期内均可直接进行在线报名，无需再次进行

CA 数字证书的办理；

4、无 CA 数字证书用户，可在报名信息通过后，联系客服人员（QQ：3280023093）

进行 CA 数字证书购买使用或免费使用（押金办理）。

注意事项：为确保在线报名及投标文件制作、上传稳定，请使在 IE 浏览器下进行

登录及报名操作，并按手册正确安装所需软件。

二、 投标报名及招标文件获取

1.账号注册

1.1 输入网址：https://www.e-ygrs.com/通过账号密码和 CA 数字证书进行登录，

已有帐号用户可直接输入企业名称及密码登录，持有平台 CA 数字证书用户安装 CA 驱动

后可直接插入 CA 数字证书进行登录。

https://www.e-yg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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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初次注册点击【注册账号】按钮，如实填写完信息后，勾选我已阅读《我已阅

读阳光如水（智能化）招投标电子交易平台注册服务协议》，完成注册。

2.账号激活

账号注册成功后，需由交易中心管理人员进行注册信息审核及激活后（账号激活工

作一般在 24 小时内完成），才能登录阳光如水交易平台。

3.基本信息管理

登录成功后，进入投标企业后台管理。完成【我的账户】【我的资料】信息填写，

完善【项目负责人】、【经办人】（授权委托人）的信息，所填写内容必须真实有效。

若填写无效信息，造成的后果由投标人承担。

4.投标报名

点击用户首页【我要投标】进入项目信息列表，选中所需报名项目名称进入招标公

告内容页面，点击【关注】按钮进入报名页填写。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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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项目标段，填写报名基础信息及上传招标公告所需上传资料后，点击【提交报

名】提交报名信息，完成在线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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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招标文件下载

3.1 招标代理公司对在线报名投标企业审核资料及确定缴费后。投标人可在【服务

中心】-【下载专区】进行【投标编制工具】及【签章插件】下载、安装。

3.2 打开投标编制工具，点击【新建】，选择已报名成功的项目，详细阅读招标文

件后，制作并生成 CA加密投标文件（无文件形式），直接上传服务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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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CA 数字证书办理

1.办理资料下载

完成报名后登录阳光如水（智能化）招投标电子交易平台，在【服务中心】-【下

载专区】处下载《阳光如水 CA 数字证书会员服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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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办理方式

①购买

企业 CA 证书有效期 1年，费用：人民币 600 元，含企业 CA 数字证书、法人数字证

书及电子签章。有效期内可以无限次使用参加投标报名。提供发票。

②押金

企业 CA 证书有效期 1个月，费用：人民币 600 元，含企业 CA 数字证书、法人数字

证书及电子签章。不提供发票。证书办理后一个月内必须完成退办，超过有效期不受理

退款。

（1）现场办理

携带 CA 数字证书办理资料到云南恩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地址：昆明市经开路 3

号昆明科技创新园白色主楼三楼 B33 室进行办理。

联系电话：0871-67335909 QQ：3280023093。

（2）远程办理

将CA数字证书办理资料扫描件发送至客服QQ邮箱3280023093@qq.com,联系工作人

员进行受理 CA，办理完成后可预约现场领取或邮寄至企业所在地（邮费到付）。

3.CA 数字证书的退还

注：务必在押金单退还期限内向云南恩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提交所有资料（包括：押金

单、退款申请单、未损坏的 CA 数字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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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办理：

投标人在投标结束后出示押金单、退款申请单、未损坏的 CA 数字证书，于押金单

退还期限内至云南恩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办理企业 CA 数字证书押金退还，地址：云南

省昆明市经开路 3号昆明科技创新园白色主楼 B33 室。超过退还期限的不予受理！

（2）远程办理：

投标人在投标结束后下载《退款申请单》并按要求填写完成，于押金单退还期限

内和押金单和未损坏的 CA 数字证书一起邮寄至云南恩裕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邮寄地址：

云南省昆明市经开路 3号昆明科技创新园白色主楼 B33 室。超过退还期限的不予受理！

注：《退款申请单》也可扫描 pdf 发送至邮箱 3280023093@qq.com

5.电子投标工具下载及驱动安装

使用前请确定电脑系统版本为 windows7 及以上操作系统，8G 以上内存。

在浏览器网址栏输入：https://www.e-ygrs.com/，进入阳光如水交易平台网站。

点击【服务中心】下载【投标编制工具】和【签章插件】进行安装。

安装步骤：

1 投标编制工具：双击解压文件后，双击或右键打开，按提示完成安装；安装成功后

会在桌面显示云南投标编制工具图标。

2 签章插件：分别依次安装，安装过程中请一定关闭杀毒软件。

注意：安装期间会弹出提示多个安装请求，请都选择‘确定安装’、‘允许安装’，

以确保软件的正确安装及使用。安装时投标文件编制工具默认存储电脑 D盘，未做电脑

存储分区的，需手动更改存贮（安装）路径。

五、 投标文件制作步骤

１． 打开并登录投标文件编制工具；（注：登录账号为公司名称；密码为阳光如

水官网注册密码）

https://www.e-yg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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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新建】，选择已报名成功的项目；如图：

3．在【开标唱标内容】填写投标企业名称、投标报价等信息，填写完成点【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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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投标文件编辑】，按目录依次导入 pdf 版投标文件内容，完成后点击【生

成投标文件】；

（1）选择目录

（2）点击【导入】按钮

（3）选择需导入的 pdf 文件

注意：投标文件导入只支持 pdf 格式

注意：为了方便评标委员会成员对投标文件的评审，请将按目录粘贴对应的投标文

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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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标文件签章（此过程需保持 CA 成功插入状态）:

插入企业 CA 数字证书进行签章（CA 数字证书初始密码为：123456），下拉可在法

人章与企业章之间切换；

签章类型分为：普通签章（单个签章）、批量签章（多页签章）以及骑缝章；输入

证书密码后即可进行签章操作。

6.确认签章：当前目录签章完毕点击左上角【确认签章】按钮（注：每个目录签章

完毕后都需确认签章）

7．投标文件导出：点击【导出投标文件】

注：需要导出投标文件必须在加密之前，加密之后不可导出投标文件。

8. 投标文件加密：签章及确认签章完成后，点击左上角【加密】按钮，根据系统

提示，完成电子版投标文件加密

9. 投标文件上传：

（1）根据上一步骤的文件加密完成后的系统提示，完成电子版投标文件的上传

（2）加密成功后，点击菜单栏--【上传投标文件】，在未上传列表完成电子版

投标文件的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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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投标文件确定上传

投标人在投标编制工具上传投标文件后，须根据招标文件规定的投标文件提交截止

时间前，登录电子交易平台点击【我的项目】-【确认上传】，已上传的投标文件如

需修改，可点击【删除】后，在投标编制工具处重新编辑并上传新的投标文件，输入

CA 数字证书密码进行确认上传，无此操作的投标文件将不予认可。点击【管理】进

行上传回执单打印或保存。

确认后的投标文件，如需修改，可点击【撤回】，然后投标人到投标编制工具处重

新编辑并上传投标文件后，再到投标人后台管理系统【我的项目】对应的项目处使用 CA

数字证书进行【确认上传】，无此操作的投标文件将不予认可。

回执单样式：



13

七、 远程解密

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不要求投标人到现场进行投标文件的解密，可进行远程解

密投标文件。远程解密必须在 IE 浏览器中进行操作！

1、开标时间开始后 10 分钟（此时间由招标人指定）内，投标人登录后台进入【我的项目】，

插入 CA 数字证书后选择对应开标项目点击【请求解密】，输入 CA 数字证书输入密码进

行解密。（CA 数字证书初始密码为：123456）若有修改，请谨记。

2、等待提示“解密成功”的窗口弹出后，自动跳转唱标界面，可查看所有投标人

开标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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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联系我们

平台服务热线：0871-67335909 13312540391

业务咨询 QQ：328002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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