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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本手册编写目的是指导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外网）的用户如何进行航标设

置申请和航标效能验收申请相关流程操作。 

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系统主要包括：首页、待办事项、航标设置、效能验收

申请记录、消息通知等功能。 

1.2 项目背景 

为适应航标管理体制改革，提升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管理效能，在广东海事局航标信息

发布平台的基础上，采用全新的技术按照新的管理机制对系统功能进行升级完善，建设包括

航标设置申请、航标效能验收、资料上传、文书打印、消息通知等功能模块的广东海事局航

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 

 

软件系统名称：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 

软件开发的最终用户：广东海事局 

1.3 参考资料 

《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建设方案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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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运行环境 

2.1 硬件环境 

运行本套系统，您需要配备以下硬件设备： 

内存最少 512M（推荐 1G或以上）； 

硬盘剩余空间超过 500M； 

无线网卡 10-100M 或一般网卡 10-100M； 

其他硬件设备：与 MS Windows 相兼容的键盘、鼠标、显示器和打印机等。 

2.2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建议使用 Windows 7/Windows 10； 

浏览器：建议使用 IE 10.0 以上的中文版，以便获得更高的性能和效果； 

系统分辨率：推荐显示器分辨率调整为 1024*768 以上，这样才能达到正常的显示效果； 

其他软件：按照系统提示下载安装所需插件。 

其他组件安装：安装办公软件 Microsoft Office 2003 以上版本。 

2.3 网络要求 

必须保证计算机与国际互联网正常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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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操作说明 

3.1 访问系统 

用户计算机接入网络后，请在 IE 地址栏中输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门户网站访

问地址：https://gdmsa.gov.cn/ ，然后按“Enter”回车键，进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

局门户网站首页。如下图示： 

 

图 3.1-1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海事局门户网站首页 

然后点击网上政务中心模块的“航保”链接进入到在线办事页面。如下图所示： 

https://gdmsa.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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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 在线办事——航保 

点击在线办事——航保栏目中 “网上申请”下的图标链接，进入到广东海事综合服务

平台页面，点击页面左上角的【登录】按钮，进入登录页面，点击【注册】按钮，进入注册

页面，点击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模块可以游客身份访问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 3.1-3 广东海事综合服务平台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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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4 游客身份访问系统 

3.1.1 用户注册 

在使用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之前，如没有账号，需要进行用户注册。 点

击广东海事综合服务平台首页左上角的【注册】按钮，进入到用户注册页面，按要求填写“手

机号码”、“短信验证码”，选择注册类型。如下图所示： 

 

图 3.1-5 用户注册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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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验证通过后，点击【下一步】按钮，如果注册类型选择的是机构用户，进入到机构

用户注册页面，根据页面提示选择机构用户类型并完善相关信息，点击【立即注册】按钮即

可完成用户注册。如下图所示： 

 

图 3.1-6 机构用户注册 

如果注册类型选择的是自然人用户，进入到自然人注册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完善相关信

息，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前面的勾选框，点击【立即注册】按钮即可完成用户注册。如下图

所示： 

 

图 3.1-7 自然人注册 

说明：注册完成后注意查收注册提示短信，按短信中提示的账号和密码进行登录。 

3.1.2 用户登录 

用户注册成功后，点击广东海事综合服务平台首页左上角的【登录】按钮，进入到用户

登录页面，按要求填写“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系统验证通过后

即可登录系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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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8 用户登录 

3.1.3 权限申请 

登录成功后进入广东海事综合服务平台-工作台页面，在使用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之

前需要申请相应的权限。点击右上方的“权限申请”链接进入权限申请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1-9 业务系统权限申请 

在业务系统权限申请页面，选择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点击进入海事用户协议页面，

点击【同意】按钮即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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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0 选择要申请的业务系统 

 

图 3.1-11 海事用户协议 

说明：用户提交了业务系统申请后，后台管理员授权通过后即可使用业务系统了。 

3.1.4 退出系统 

用户登录系统后，如果用户想退出系统，在广东海事综合服务平台-工作台页面，点击

上方的【退出登录】即可退出系统回到广东海事综合服务平台登录界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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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12 退出登录 

3.2 待办事项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系统导航中的“待办事项”功能菜单，可看到待办事项包括补正

材料和效能验收两个不同的子菜单。 

3.2.1 补正材料 

补正材料任务是用户在本系统中进行航标设置申请后提交至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

信息系统（内网）中进行受理时，由于材料不齐等原因退回至本系统中需要用户补正材料后

再次提交申请所产生的任务。 

点击系统导航中的“待办事项→补正材料”进入补正材料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1 补正材料任务列表 

点击补正材料任务列表中的任务标题进入到航标设置补正材料页面，点击“海事行政许

可申请材料补正通知书”可查看相应文书详细信息，点击“航标设置申请单”可查看航标设

置申请单详细信息，点击“ ”按钮可进行浏览上传附件信息，上传完之后点击【提

交】按钮即可将补正材料任务提交至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内网）中进行受理

审核，点击【取消】按钮则是取消所填写的信息并关闭当前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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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2 补正材料 

3.2.2 效能验收 

效能验收是由单位用户在本系统中进行航标设置申请并审批通过后系统自动产生的效

能验收任务，用户可对设置的航标进行效能验收申请，申请后再提交至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

许可信息系统（内网）中进行受理、验收。 

点击系统导航中的“待办事项→效能验收”进入效能验收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3 效能验收任务列表 

效能验收申请：点击“效能验收”进入到航标效能验收申请页面，填写申请单、选择验

收航标、提交材料。 

1、 在填写申请单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对应信息，其中带有“*”的字段为必填信

息，填写完相关信息后检查无误可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选择验收航标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4 效能验收申请--填写申请单 

2、 在选择验收航标页面，对于本次验收的航标，勾选对应航标前面的“ ”使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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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状态即可，然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提交材料标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5 效能验收申请--选择验收航标 

3、 在提交材料页面，点击需提交材料中的“ ”按钮可进行浏览上传附件信

息；点击提交其他材料中的“ ”按钮可进行添加其他材料信息；填写完后点击【保

存】按钮将效能验收申请单信息保存在效能验收申请记录列表中，状态为“未提交”，可对

此状态类型的申请单编辑后再提交；点击【提交】按钮将效能验收申请单直接提交至受理单

位处进行受理；点击【取消】按钮则是取消所填写信息并关闭当前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2-6 效能验收申请--提交材料 

3.3 航标设置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系统导航中的“航标设置”进入航标设置列表页面，此页面显示

了该用户的所有航标设置申请记录信息和状态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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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1 航标设置申请列表 

航标设置申请记录查询：输入“工程名称”，点击“ ”图标或“ ”按钮

可对航标设置申请记录进行模糊查询，点击“ ”按钮即可清除查询条件。如下图

所示： 

 

图 3.3-2 航标设置申请记录查询 

航标设置申请：点击航标设置列表页面中的“ ”按钮都可进入到航标设置

申请页面，填写申请单、填写航标技术数据、提交材料。 

1、 在填写申请单页面，根据页面提示填写对应信息，其中带有“*”的字段为必填信

息，填写完相关信息后检查无误可点击【下一步】按钮继续填写航标技术参数。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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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3 航标设置申请--填写申请单 

2、 在填写航标技术参数页面，点击航标技术参数列表中的“ ”按钮，弹出

航标技术参数填写页面；选择航标种类并填写相关信息；点击附属设备栏中的按钮（如“雷

达应答器”、“雾钟”、“电雾号”、“气雾号”、“AIS 航标”、“其他设备”）添加相应的附属设备

并填写相关的设备信息；点击附属设备列表中的“ ”按钮可删除指定附属设备；

填写完所有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通过系统验证即可保存航标技术参数并关闭弹窗页面。

如下图所示： 

 
图 3.3-4 航标设置申请--填写航标技术参数 

在航标技术参数列表中点击“ ”按钮可对相应信息进行再次编辑，点击

“ ”按钮可复制已有的航标技术参数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编辑，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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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可删除指定的航标技术参数，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提交材料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3-5 航标设置填写航标技术参数 

3、 在提交材料页面，点击需提交材料中的“ ”按钮可进行浏览上传附件信

息；点击提交其他材料中的“ ”按钮可进行添加其他材料信息；填写完后点击【保

存】按钮将航标设置申请单信息保存在航标设置申请列表中，状态为“未提交”，可对此状

态类型的申请单进行编辑后再提交；点击【提交】按钮将航标设置申请单直接提交至受理单

位处进行受理；点击【取消】按钮则是取消所填写信息并关闭当前页面。如下图所示： 

 

图 3.3-6 航标设置申请提交材料 

航标设置申请单详细：保存航标设置申请后，点击航标设置列表中的“申请单”链接可

查看该航标设置申请表的详细信息，点击“ ”按钮可打印该航标设置申请单信息。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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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7 航标设置申请单详细 

编辑/办理流程：点击航标设置列表中的“未提交”链接可进入航标设置编辑页面对航

标设置申请单进行编辑，已提交的航标设置申请不能进行编辑，但可查看对应航标设置申请

的办理流程的详细信息，并可查看并打印相关的文书（如：航标设置申请单、航标设置申请

受理通知书等）。如下图所示： 

 

图 3.3-8 航标设置申请办理流程 

3.4 效能验收申请记录 

效能验收申请记录是指由单位用户在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中填写效能验

收申请后保存或提交的所有记录信息。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系统导航中的“效能验收申请记录”进入效能验收申请记录页面。



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外网）                                          用户操作手册 

18 

如下图所示： 

 

图 3.4-1 效能验收申请记录 

效能验收申请记录查询：输入“工程名称”，点击“ ”图标或“ ”按钮

可对效能验收申请记录进行模糊查询，点击“ ”按钮即可清除查询条件。如下图

所示： 

 

图 3.4-2 效能验收申请记录查询 

 

效能验收申请单详细：点击“效能验收申请记录”中的“申请单”可查看该航标效能验

收申请单的详细信息，点击“ ”按钮可进行打印该航标效能验收申请单信息。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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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3 航标效能验收申请单详细 

编辑/办理流程：点击效能验收申请记录列表中的“未提交”链接可进入效能验收编辑

页面对航标效能验收申请单信息进行编辑，已提交的航标效能验收申请不能编辑，但是可以

查看效能验收办理流程的详细信息，并可查看并打印相关的文书（如：效能验收申请单、航

标效能验收通知、航标效能验收复函等）。如下图所示： 

 

图 3.4-4 效能验收办理流程 

3.5 消息通知 

系统会将航标设置和效能验收申请办理流程中的各个节点进度信息以消息通知的形式

告知用户。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导航条右侧的“ ”按钮进入消息通知列表。点击消

息通知列表中的消息标题链接可查看其详细信息，点击“ ”按钮可将

所有未读消息通知标记为已读状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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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1 通知公告列表 

4 联系我们 

感谢大家使用广东海事局航标行政许可信息系统，深圳市深蓝信息科技开发有限公

司全体员工将以最大的热情为大家服务，如果您在使用本系统的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

欢迎您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将会在最短的时间内给予解决和回复，谢谢合作! 

深圳深蓝信息客服电话：0755-89885669  

网络传真：0755-89885669  

EMAIL：service@shenlaninfo.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