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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用户登录

1、黑名单与违规通报管理用户登录

第一步 打开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

第二步 在投档平台登录处选择【黑名单与违规通报部门入口】

第三步 输入账号、密码、验证码登录即可

二、用户中心

1、用户管理

对用户信息的增加、编辑、删除、初始化、查看、启用\禁用

1.1 增加

新增用户信息展示及操作步骤，如图：

第一步：点击【新增】按钮，弹出页面

第二步：输入对应的内容，选择角色之后会提示点击选择区域

带 *星号为必填项

第三步：点击【立即提交】



1.2 初始化

初始化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对用户密码进行初始化。

操作步骤：列表选择【初始化】按钮 点击【确认】即可。

1.3 启用\禁用

启用\禁用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对用户账号的启用\禁用，禁用之后账号无法登录，

启用之后账号可以正常登录。

操作步骤：在状态列点击【启用\禁用】即可。



1.4 编辑

编辑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对用户信息的修改。

操作步骤：列表选择【编辑】按钮，弹出编辑框；输入信息，

点击保存，提示操作成功。

三、系统中心

1、手机号设置

功能描述：本省份可以自己导入和新增短信通知手机号；如图：



四、黑名单管理

1、黑名单登记

黑名单登记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根据黑名单主体类型进行黑名单登记。

操作步骤：第一步选择黑名单登记子菜单进入黑名单登记页面

第二步先填写黑名单文件信息标题和内容为必填项

第三步填写主体所需信息，并点击【保存】或【保

存继续添加】。

页面按钮：【添加黑名单】【提取信息】【保存】【保存继续添加】

【重置】

1.1 添加黑名单



功能描述：点击【添加黑名单】就会增加一个选项卡,每一个

选项卡都可以进行黑名单主体信息填写,多个选项

卡表示该文件下有多个黑名单主体信息。如图：

1.2 提取信息

功能描述：点击【提取信息】首先要在代码输入框中输入相应

的代码，才可点击【提取信息】按钮;如果输入的代

码在黑名单库中找不到,则进入投档企业推送库中

查找,如果没有则提示【未找到相关数据】,如果有

该代码信息则初始化黑名单主体信息。

1.3 保存

功能描述：点击【保存】代表该文件信息添加完成，页面刷新。

1.4 保存继续添加

功能描述：点击【保存继续添加】当前页面信息添加完成,并

禁用文件相关内容，刷新黑名单主体信息。

1.5 重置

功能描述：点击【重置】主体信息会进行清空，文件标题内容

不变。

1.6 黑名单主体信息列表



功能描述：黑名单主体信息保存成功之后，显示当前文件下已

添加的黑名单主体信息。

1、我的黑名单

我的黑名单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显示自己登记过的黑名单文件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我的黑名单子菜单

页面按钮：【提交】【批量删除】【查看】【编辑】【删除】

2.1 提交

功能描述：针对数据状态为[未提交][驳回][退回]的信息可以

进行提交成功。

操作步骤：点击数据对应的复选框之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

2.2 批量删除

功能描述：可以进行多条数据一起删除。

操作步骤：点击数据对应的复选框之后,点击批量删除按钮即

可。



2.3 查看

功能描述：查看该文件信息、文件下所有主体信息以及该文件

流程记录。

操作步骤：点击查看按钮即可。

黑名单主体信息列表中的【查看】只显示当前主体的信息

2.4 编辑

功能描述：编辑该文件信息、文件下所有黑名单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



页面按钮：【保存】【添加黑名单主体信息】【查看】【编辑】【删

除】

2.4.1 保存

功能描述：只针对文件信息的修改保存。

操作步骤：在编辑黑名单文件信息框内，点击保存。



2.4.2 添加黑名单主体信息

功能描述：在该文件下添加黑名单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在黑名单主体信息列表中点击该按钮，按照输入框提

示进行填写信息，点击保存即可。

2.4.3 编辑

功能描述：只编辑当前选择的黑名单主体信息。

2.4.4 删除

功能描述：只删除当前选择的黑名单主体信息。

2.5 删除

功能描述：删除该文件及文件下所有黑名单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点击删除按钮提示信息弹出,点击确认或取消。



3、待审核的黑名单（省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所有待审核的黑名单文件信息，待审核信息是由

市县用户提交形成。

操作步骤：选择待审核的黑名单子菜单。如图：

页面按钮：【审核】

3.1 审核

功能描述：对市县提交的黑名单信息进行审核操作同意或驳

回。

操作步骤：选择数据对应复选框，点击【审核】按钮选择流程

线。如图：



4、已审核的黑名单（省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自己审核过并且数据为已经发布的黑名单主体信

息。

操作步骤：选择已审核的黑名单子菜单。如图：

5、申请退回列表（省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当前用户省份下市县用户提交的申请退回数据。

操作步骤：选择申请退回列表子菜单。如图：

页面按钮：【审核】



5.1 审核

功能描述：对市县用户申请退回的黑名单信息进行审核操作。

操作步骤：选中黑名单数据对应的复选框点击审核按钮，可以选

择审核操作同意退回\不同意退回。如图：

6、待发布的黑名单

功能描述：显示当前用户所有待发布的黑名单文件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待发布的黑名单子菜单。

页面按钮：【发布】

6.1 发布

功能描述：对黑名单信息进行发布操作发布成功可在曝光台显

示。



操作步骤：选中黑名单数据对应的复选框点击发布按钮，可以

选择审核操作发布\驳回。如图：

7、已发布的黑名单

功能描述：显示当前用户省份所有状态为已发布的黑名单主体

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已发布的黑名单子菜单。如图：

页面按钮：【导出黑名单】

7.1 导出黑名单

功能描述：可以根据搜索条件进行导出已发布的黑名单主体信

息。

操作步骤：点击导出黑名单按钮，根据提示点击确定\取消如图：



五、违规通报管理

1、违规通报登记

违规通报登记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用户可以根据违规通报主体类型进行违规通报登记。

操作步骤：第一步选择违规通报登记子菜单进入违规通报登记

页面

第二步先填写违规通报文件信息标题和内容为必

项

第三步填写主体所需信息，并点击【保存】或【保

存继续添加】。



页面按钮：【添加违规通报】【提取信息】【保存】【保存继续添加】

【重置】

1.1 违规通报主体信息填写

1.1.1 违规通报主体类型

功能描述：选择违规通报主体类型为生产企业\经销企业\其他

时,通报产品处进行填写;选择产销企业法定代表人

\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负责人\产销企业主要从业人员



\购机者时，不需要填写通报产品且页面不显示通报

产品。如图：

1.1.2 产品名称选择

功能描述：当违规通报主体类型选择为生产企业\经销企业\其

他时,根据通报产品处的产品名称选择项可以填写

多个或者不填写产品名称\型号\证书编号\鉴定机

构信息。如图：

操作步骤：在产品名称处选择单一产品会显示【+】号且下拉框

下方会显示产品名称\产品型号\证书编号\鉴定机

构输入框，填写信息。

在产品名称处选择全部产品则不显示产品信息填写

项;表示产品信息为：全部产品，全部型号。



1.2 添加违规通报

功能描述：点击【添加违规通报】就会增加一个选项卡,每一

个选项卡都可以进行违规通报主体信息填写,多个

选项卡表示该文件下有多个违规通报主体信息。如

图：

1.3 提取信息

功能描述：点击【提取信息】首先要在代码输入框中输入相应

的代码，才可点击【提取信息】按钮;如果输入的代

码在违规通报库中找不到,则进入投档企业推送库

中查找,如果没有则提示【未找到相关数据】,如果

有该代码信息则初始化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1.4 保存

功能描述：点击【保存】代表该文件信息添加完成，页面刷新。

1.5 保存继续添加

功能描述：点击【保存继续添加】当前页面信息添加完成,并

禁用文件相关内容，刷新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1.6 重置

功能描述：点击【重置】主体信息会进行清空，文件标题内容

不变。

1.7 已添加的违规通报信息

功能描述：违规通报信息保存成功之后，显示当前文件下已添

加的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2、我的违规通报

我的违规通报登记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显示自己登记过的违规通报文件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我的违规通报子菜单

页面按钮：【提交】【查看】【编辑】【删除】

2.1 提交

功能描述：针对数据状态为[未提交][驳回][退回]的信息可以

进行提交成功。



操作步骤：点击数据对应的复选框之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

2.2 查看

功能描述：查看该文件信息、文件下所有主体信息以及该文件

流程记录。

操作步骤：点击查看按钮即可。

违规通报主体信息列表中的【查看】只显示当前主体的信息

2.3 编辑

功能描述：编辑该文件信息、文件下所有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点击编辑按钮即可。



页面按钮：【更新文件】【违规通报登记】【查看】【编辑】【删除】

2.3.1 更新文件

功能描述：只针对文件信息的修改保存。

操作步骤：在违规通报文件信息框内进行内容修改,点击更新文

件。

2.3.2 违规通报登记

功能描述：在该文件下添加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在违规通报主体信息中点击该按钮，按照输入框提示

进行填写信息，点击保存即可。



2.3.3 编辑

功能描述：只编辑当前选择的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2.4.4 删除

功能描述：只删除当前选择的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2.4 删除

功能描述：删除该文件及文件下所有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点击删除按钮提示信息弹出,点击确认或取消。

3、暂停通报处理

暂停通报处理功能描述及操作步骤，如图：

功能描述：显示当前用户登记的违规通报信息处理措施包含暂

停产品补贴资格\暂停经销补贴资格且数据状态为

[已发布]的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暂停通报处理子菜单。

页面按钮：【批量新增恢复】【新增恢复】【恢复记录】



4.1 批量新增恢复

功能描述：对当前处理措施包含 暂停产品补贴资格\暂停经销

补贴资格且数据状态为[已发布]的违规通报具体

产品进行恢复登记。

批量新增恢复的时候数据要选择：是否恢复为未恢

复|恢复已生效的数据。

操作步骤：选择要恢复的违规通报具体数据，点击【批量新增

恢复】，就会弹出新的填报页面。

填报页面共分为三部分：

1 登记恢复违规通报文件填报内容

2 要恢复的违规通报信息

主要数据来源是：在暂停通报页面选择的数据

3 登记恢复违规通报信息（默认折叠且没有填

报内容）



页面按钮：【恢复】

4.1.1 恢复

功能描述：对当前违规通报产品进行恢复。

操作步骤：点击【恢复】按钮之后，在登记恢复违规通报信息

中会把违规通报的数据显示出来，以便恢复。如果

不想恢复，可点击【取消恢复】,最后提交即可



4、待审核违规通报（省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所有待审核的违规通报文件信息，待审核信息是

由市县用户提交形成。

操作步骤：选择待审核违规通报子菜单。如图：

页面按钮：【审核】

4.1 审核

功能描述：对市县提交的违规通报信息进行审核操作同意或驳

回。

操作步骤：选择数据对应复选框，点击【审核】按钮选择流程

线。如图：

5、已审核的违规通报（省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自己审核过并且数据为已经发布的违规通报主体

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已审核违规通报子菜单。如图：

6、违规通报申请退回（省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当前用户省份下市县用户提交的申请退回数据。

操作步骤：选择违规通报申请退回子菜单。如图：

6.1 审核

功能描述：对市县用户申请退回的违规通报信息进行审核操作。

操作步骤：选中违规通报数据对应的复选框点击审核按钮，可以

选择审核操作同意退回\不同意退回。如图：



7、待发布违规通报

功能描述：显示所有待发布的违规通报文件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待发布的待发布违规通报子菜单。

7.1 发布

功能描述：对违规通报信息进行发布操作;发布成功可在曝光台

显示。

操作步骤：选中违规通报数据对应的复选框点击发布按钮，可

以选择审核操作发布\驳回。如图：

8、已发布违规通报

功能描述：显示状态为已发布的已发布的违规通报主体信息。

操作步骤：选择已发布的已发布的违规通报子菜单。如图：



页面按钮：【导出违规通报】

8.1 导出违规通报

【功能描述】：可以根据搜索条件进行导出已发布的违规通报主体

信息。

【操作步骤】：点击导出导出违规通报按钮，根据提示点击确定\

取消如图：

六、已发布信息变更

1、信息申请列表

【功能描述】：所有已发布的黑名单与违规通报数据。

【操作步骤】：如需申请变更信息，请先选择条件区中的所属栏目，

再选择具体数据，点击【申请信息变更】按钮



申请信息变更操作页面。

2、信息变更申请授权（部管理 & 平台管理）

【功能描述】：显示所有省级以下用户所申请变更的信息以及

自己申请变更的信息。

【操作步骤】：如需授权申请变更信息，请点击【授权】按钮，

弹出授权页面，填写授权备注提交



【授权页面】

3、申请变更列表

【功能描述】：显示自己申请变更的信息。

【操作步骤】：如需修改，点击【修改信息】按钮，填写数据

【修改信息】页面



七、曝光台

1、黑名单查询

【功能描述】：黑名单信息发布成功之后，可以在曝光台查询

相应信息。

【操作步骤】：在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首页互动服

务中选择【黑名单查询】进入页面即可查询黑

名单信息。如图：

曝光台黑名单查询页面



2、违规通报查询

功能描述：违规通报信息发布成功之后，可以在曝光台查询

相应信息。

操作步骤：在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自主投档平台首页互动

服务中选择【违规通报查询】进入页面即可查询违

规通报信息。如图：



曝光台违规通报查询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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