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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统登录

1.1 登录地址

http://cehuifuwu.cn/

1.2 Key 登录

用户进入系统→Key 登录→进入系统（图 1.2）

用户使用 USB-KEY 登录系统，需安装驱动在系统登录页面的【KEY

登录】页面，输入密码框的下方点击【下载驱动】，将下载的驱动压

缩文件解压，解压后的文件包含 ET99 驱动.exe。

持有白色 KEY 的用户，安装【ET99 驱动.exe】；安装成功后，

直接输入密码，即可登录。

驱动安装完毕后，在登录页面进入“工具”菜单下的【Internet

选项】，选择【安全】选项，点击下方的【自定义级别】，将“ActiveX

空间和插件”下的子项都设置为启用或者提醒，点击【确定】保存设

置。刷新系统登录页面，在浏览器上方或者下方提示安装 ET99Full

Class、HTActXCtrl Class 两个插件，两插件都安装完毕后，输入 Key

密码即可正常登录系统。

选择对应的省份，跳转到本省的系统入口页面（图 1.3）

http://cehuifuwu.cn/


图 1.2

图 1.3

2.主管部门受理流程

点击待办任务→展示单位申请任务→点击办理→进入任务界面→选

择通过/不通过→提交/驳回→确认

2.1 作业人员信息模块

点击【办理】按钮进入作业人员信息模块。（如图 2.1、2.2）



图 2.1

图 2.2

2.1.1 作业人员详细信息

点击【查看】按钮展示申请作业证详细人员信息。（如图 2.3）

图 2.3



2.1.2 审批记录

点击【审批记录】按钮，展示申请单位提交记录、申请书等。（如图

2.4、2.5）

图 2.4

图 2.5



2.1.3 受理/不受理

根据信息，确认受理通过或不通过。选中状态下呈现蓝色字段，反之

则为黑色字段。初始默认为“通过”。（如图 2.6）

图 2.6

2.1.4 提交/驳回

确认受理，点击【提交】按钮，跳转至主管部门审批环节。若信息不

全等不予受理，点击【驳回】按钮，填写驳回理由，返回申请单位环

节。并填写驳回理由（如图 2.7、2.8）

图 2.7



图 2.8

2.2 单位基本信息模块

点击【单位基本信息】按钮进入单位基本信息界面，展示单位名称、

地址、组织机构代码、法人、联系方式等信息。（如图 2.9）

图 2.9

2.3 邮寄信息模块

点击【邮寄信息】按钮，进入邮寄信息界面，展示收件地址、收件人、

联系电话等信息。（如图 2.10）



图 2.10

2.4 功能介绍

2.4.1 业务查询

点击【业务查询】按钮展示已受理任务单。（如图 2.11）

图 2.11

2.4.2 作业证查询

点击【作业证查询】按钮展示辖下有效作业证信息。（如图 2.12）



图 2.12

2.4.3 检索查询

【待办任务】、【业务查询】、【作业证查询】均设有检索功能，通

过特定字段快速检索有效信息（如图 2.13）

图 2.13

2.4.4 锁屏功能

系统中设有锁屏功能可通过点击【锁屏】按钮进入锁定界面，输入密

码后解锁，保证系统安全。（如图 2.14、2.15）

图 2.14



图 2.15

3.主管部门审批流程

点击待办任务→展示已受理任务→点击办理→进入任务界面→选择

通过/不通过→提交/驳回→确认

3.1 作业人员信息模块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1.1 作业人员详细信息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1.2 审批记录

点击【审批记录】，展示申请单位提交信息、申请书、主管部门受理

信息。（如图 3.1）

图 3.1

3.1.3 审批通过/不通过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1.4 提交/驳回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2 单位基本信息模块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3 邮寄信息模块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4 功能介绍

3.4.1 业务查询

点击【业务查询】按钮展示已审批任务单。（如图 3.2）

图 3.2

3.4.2 作业证查询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3.4.3 检索查询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2.4.4 锁屏功能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4.主管部门制证流程

点击待办任务→展示已审批任务→点击办理→进入任务界面→点击

打印→打出纸质版作业证→点击提交（打印前请下载打印机驱动）



4.1 作业人员信息模块

点击【办理】按钮进入作业人员信息模块。（如图 4.1）

图 4.1

4.1.1 作业人员详细信息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4.1.2 打印纸质作业证

点击【打印】按钮，打印出纸质作业证。请提前下载打印机驱动。根

据电脑操作系统下载相对应的驱动即可。（如图 4.2）



图 4.2

4.1.3 打印预览位置调整

打印窗口预览窗口所有元素均可调整位置，点击【应用】可将当前已

调整好的位置保存在本地，重新打开时显示上一次已保存的位置。（如

图 4.3）

图 4.3

进入作业证系统后点击【打印】按钮提示弹窗，如图：说明系统正在

加载读取本机驱动，点击确定后，再次点击【打印】按钮即可。（如

图 4.4）



图 4.4

打印预览窗口显示一个，不可多次打开，若多次打开请在任务栏出寻

找 打开即可。（如图 4.5）

图 4.5

4.1.4 审批记录

点击【审批记录】，展示申请单位提交信息、申请书、主管部门受理

信息、主管部门审批信息。（如图 4.6）



图 4.6

4.1.5 提交存档

点击【提交】按钮，将整个作业证申请、受理、审批、制证流程存档。

（如图 4.7）

图 4.7

4.2 单位基本信息模块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4.3 邮寄信息

查看单位基本信息，会展示单位邮寄信息：收件地址、收件人和联系

电话。如下图：



4.4 功能介绍

4.4.1 业务查询

点击【业务查询】按钮，展示已完成制证任务单。（如图 4.8）

图 4.8

4.4.1.1 人员信息

点击【人员信息】按钮，展示已完成制证任务中人员基本信息。（如

图 4.9）



图 4.9

4.4.1.2 审批记录

点击【审批记录】按钮，展示各审批节点记录。（如图 4.10）

图 4.10

4.4.2 作业证查询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4.4.3 检索查询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4.4.4 锁屏功能

与主管部门受理流程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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