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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计算机访问 

1.1 登录步骤 

1.1.1 检测 

首先检测网络环境是否畅通，保证计算机网路畅通，成功连接到

互联网。 

1.1.2 访问 

如果网路畅通能成功连接到互联网，打开浏览器，然后在地址栏

中输入要访问平台地址，http://www.smescfw.com  直接点击浏览器

地址栏后方的“转至”或者输入完成之后敲“回车”键，进入山西省

中小企业双创管理服务系统登录页面。如下图示： 

http://www.smescf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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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培育基地用户 

首次登录网站用户，需要进行基地账号注册。流程主要为：注册

后进行基地首页→基地等级选择→完善基地培育资料→提交资料等

待审核。当省平台管理员对基地申请审核通过后，在培育基地即为已

认证基地。 

在培育基地用户还可进行的操作有：接收并查看省平台管理员发

送的通知公告，申请在线帮扶，退出登录。 

2.1 基地注册 

用户进入网站系统后，可进行注册账号，便于申报基地等级等。 

 

点击【基地注册】弹出页面填写注册信息，填写登录的“用户名、

密码、确认密码、验证码”点击 完成基地账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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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注册用户名必须为可用的手机号码。 

注册后进入基地用户中心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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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用户中心功能包括：基地首页（账户信息、申请状态）、通

知公告、基地培育、在线帮扶、退出登录。 

2.2 基地等级选择 

进入用户中心后，基地用户首先需要选择要申请的基地等级（山

西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山西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示范地/国

家级小微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目前需要从最初等级“山西省小

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进行申报，填写资料，管理员审核通过后再进

行下一级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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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账户信息 

在账户信息模块选择基地等级，如下所示： 

 

点击对应的类型，可查看各基地具体申请要求条件： 

 

点击分类说明，按列表查看，各类基地产业、基地类型申报需要

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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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相应的规则后，可进行申请类的选择。点击对应的申请按钮

，完成拟申请类型选择。 

 

选择成功后，系统提示“操作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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账户信息如下： 

 

2) 申请状态 

基地选择要申请的等级后，完成第一步“申报类型”，按照申请

的等级填写对应的信息，系统自动识别是否达到等级要求，并有相应

的进度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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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完善基地培育资料 

基地选择申报等级类型后，按照申请进度状态，需要完善基地资

料。 

按照申报条件依次填写或上传相应的资料，当右侧“是否符合”

为“待完善”的条件则需要基地填写或上传资料，当“待完善”改为

，表示该申报条件已完善。当所有待完善均为 ，则可

，完成第二步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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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填写申请表 

点击第一条申报条件“山西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申请表”后

的操作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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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填写基地基本资料页面，同样填写的资料是否符合，需要根

据右侧的判断，当所有条件要求均符合了，即右侧均显示 ，基

本资料完成： 

注：根据基地实际情况在申请表中选择基地的“主导产业、基地

类型”（重要），申报条件“待完善”内容会根据基地此两项类型选

择的不同而不同。 

本基地的主导产业为“物流业”，基地类型为“物流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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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系统提示“保存成功”，自动跳转到“申

报条件”页面： 

 

填写申请表后自动生成对应的 pdf 申报资料。且看到第一条“申

报条件”已符合： 

 

点击“申报资料”pdf，可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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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完善其他资料 

根据右侧“是否符合”项“待完善”的内容依次完善资料。 

点击 ： 

 

上传“申报条件”要求资料，上传完成后提示“上传成功”，且

申报资料自动生成 pdf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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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交资料 

待所有“待完善”状态为 时，则进度自动识别为 ，

第二步完成。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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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提交，将此基地的申请提交到管理端进行审核： 

 

申请状态同步为“等待审批”，当省平台管理员对基地申请审核

通过后，该基地即为已认证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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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操作 

2.5.1 通知公告 

省平台发布的公共公告、以及给此基地发送的通告，均可在用户

中心-通知公告显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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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查看详情： 

 

2.5.2 在线帮扶 

申报的基地后台审核通过前，可以申请在线帮扶。 

 

1) 申请帮扶 

点击 可新增申请，填写“申请事项、简要描述”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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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 

新增的帮扶申请【确定】操作后，后台管理员未处理“未回复”前，

申请人还可以编辑修改，点击 ： 

 

3) 删除 

新增的帮扶申请【确定】操作后，后台管理员未处理“未回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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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还可以删除 ，二次确认： 

 

4) 查看 

帮扶申请【确定】操作后，后台管理员已处理，即现状态“已回复”

的可进行查看处理情况： 

 

回复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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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退出登录 

基地用户可安全退出系统。 

 

3. 已认证基地用户 

已认证基地用户，再次进入网站系统后，登录进入基地用户中心。

可以查看历史档案信息，查看通知公告，基地基本信息变更，上报维

护基地信息。 

3.1 登录 

进入网站系统，点击右上角基地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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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弹出的登录框中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后，点击【登录】

按钮，进入基地用户中心。 

3.2 基地首页 

1) 账户信息 

显示账户的基本信息，名称、用户名、注册时间、当前等级、基

地说明、修改密码操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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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地统计 

基地申报审核通过后，系统自动读取显示该基地目前入驻企业数、

服务机构数、从业人员数、项目库数，其中：入驻企业、从业人员、

服务机构数量与变更信息模块的数量一致。 

 

3.3 通知公告 

省平台发布的公共公告、以及给此基地发送的通告，均可在用户

中心-通知公告显示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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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可查看详情： 

 

3.4 基地档案 

基地档案包括：历史档案、动态信息。 

3.4.1 历史档案 

历史档案是基地每次申报所需提交资料的一次存档。该信息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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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永久保留。点击申报资料 pdf,可查看档案资料： 

 

3.4.2 动态信息 

已认证基地的部分信息（例如名称、地址、联系人等信息）可动

态修改。修改的信息不影响历史档案，变更信息会在变更记录中存档。 

1) 基地信息 

例如：修改联系人的手机号，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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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变更信息 

在变更记录中汇总所有动态信息修改记录： 

 

3.5 信息报送 

已认证基地，需要定期维护该模块内容，其中包括：数据快报信

息（每季度固定时间段上报一次），服务活动（随时），变更信息（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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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项目库（随时）。 

3.5.1 数据快报 

已认证基地上报当前季度的数据快报，每季度只一份数据快报。 

1) 新增 

点击左侧数据快报，进入快报页面，点击  

 

进入数据快报页面，首先选择“年份、季度”，再填写该季度的

基地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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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上报的 2018第一季度快报： 

 

当首次上报快报后，再次上报时，系统会自动计算本季度与上季

度的新增值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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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编辑 

上传数据快报，后台未进行审核确认的，基地还可 、

操作。【编辑】修改基地上报数据信息，修改后点击 ： 

 

3) 删除 

在后台管理员未审核确认前，基地可删除已上报的数据快报，重新填

写该季度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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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 

后台管理员审核确认后，基地只可 ： 

 

3.5.2 服务活动 

对于已认证基地，服务活动作为基地的后续考核项，需要阶段性进行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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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添加服务活动 

点击 ，弹出页面编写服务活动详情： 

 

2) 编辑 

可对服务活动进行编辑修改，操作同数据快报编辑。 

3) 删除 

可删除活动 ，操作同数据快报删除。 

3.5.3 变更信息 

变更信息是对基地的入驻企业、服务人员、服务机构进行维护，作为

基地的后续考核项，需要阶段性进行上报。可新增、编辑、删除，操

作同数据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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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入驻企业 

 

 

2) 服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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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服务机构 

 

3.5.4 项目库 

基地管理现有的项目，可新增、编辑、删除、查看。操作同数据快报： 

 

3.5.5 基地风采 

基地风采管理基地在首页风采展示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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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退出登录 

基地用户可安全退出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