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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概述  

1 导言 

1.1 目的 

本手册的预期阅读对象为：投标人。 

本手册旨在对‘中铁鲁班投标工具’主要功能和操作界面作简要

说明，方便投标人对‘中铁鲁班投标工具’的熟悉及使用，希望能够

对使用用户有所帮助。本手册仅适用于‘中铁鲁班投标工具’。请各

使用者认真阅读，以便能够准确高效的完成投标操作。系统功能和模

块在不同时期可能略有差别，请以正式发布的为准。 

1.2 软件背景 

本手册所描述的软件的名称为“中铁鲁班投标工具”。 

操作手册使用者为：投标人。 

1.3 运行环境 

为了保证机器可以正常的使用本系统，请检查正在使用的机器是

否符合最低配置的要求，建议采用推荐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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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最低配置 推荐配置 

操作系统 Windows 7 Windows 7及以上 

工具运行环境 DotNet2.0 基本 90%的系统都默认自带框架部分

winxp系统可能需要安装 

win7、win8、win10：安装 DotNet3.5

框架 

XP:安装 DotNet2.0框架 

Pdf 金格 PDF控件驱动包 金格 PDF控件驱动包 

数字证书驱动 （暂时未启用）  

电子签章驱动 （暂时未启用）  

 

2 软件启动 

投标工具安装完成，在桌面快捷方式，点击快捷方式启动投标工

具。 

 

3 投标知情书 

如下图，投标工具启动初始化完成时，会弹出投标知情书界面。

投标知情书界面也可以点击【投标知情书】按钮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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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点击【投标知情书】，提示投标须知，请投标人认真阅读。 

 

4  登录 

打开中铁鲁班投标管家，点击平台首页左上角【登录】按钮。

输入注册时的用户名和密码，即可登录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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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管理 

 登录平台，点击【我的项目】，进入项目管理界面。项目管理主

要包括最近项目和我参与的项目。 

5.1 最近项目 

最近项目：记录最近操作过的项目。可以直接进入项目，对项目

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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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我参与的项目 

我参与的项目：展示用户所有参与的项目，可以根据项目的创建

日期和关键字来查询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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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投标文件制作、在线投标 

6.1 下载招标文件 

如下图，登录平台，点击【我的项目】，进入我参与的项目，找到

要在线投递的项目，点击项目名称进入。 

 

 

如下图，进入项目后，在招标文件节点中点击【下载】按钮，下

载招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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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下载时提醒未填写发票信息或为缴纳标书费，则需在鲁班平台供

方交易系统（http://ecom.crecgec.com/cwbase/web/login.aspx）

对应项目填写正确的发票信息，缴纳完标书费之后方可下载。 

 
 

 

 

编辑发票信息后，填写先关信息后，通过“投标工具”下载或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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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招标文件。 

在鲁班平台供方交易系统页面“招标采购明细”打开“投标文件”

页面，点击“投标工具”，弹出提下载提示，点击“下载中心”，即可

链接到投标工具下载界面，直接下载安装。 

 
 

   安装完毕，参照本手册第 4 点要求登录。 

6.2 编辑投标文件 

如下图，回到投标响应节点，点击【编辑】按钮以进入编辑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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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填写报价文件  

首先填写报价文件。一般情况，报价文件包含报价明细表及分

项报价表。 

第一步，投标人必须先进入鲁班平台供方交易系统填写的物资

报价明细，在投标工具中点击“更新报价明细”可以把 GS 平台报价

数据同步到投标文件制作工具中的 “报价明细表”中。 

 

（注：如果 GS 平台的报价明细发生变化一定要在投标文件制作

工具中更新报价明细，获取最新数据。） 

 

 

第二步，如有其它经济部分的投标文件（如报价清单或分项报

价等），可下载报价清单进行填写，保证投标报价总价与鲁班平台一

致，可从左上角【添加报价附件】处上传，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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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编制投标文件 

    严格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格式编制投标文件，为了保证数据的一

致性，要求投标报价部分的报价明细表投标报价总价与投标文件中投

标报价总价保持一致，否则按不响应招标文件要求视为否决项。 

    在 CA 签章功能没启动前，投标文件编制完成后打印出来按招标

文件要求签字盖章后扫描再导入；在 CA 签章功能启动后，投标人可

以直接导入 word 文件。 

 

 

 
 

6.2.3 导入投标文件 

在导入投标文件之前，一定确认投标文件投标报价部分与鲁班平

台及投标工具投标报价总价全一致，如不一致，最终报价金额以鲁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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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报价及投标工具为准！ 

如下图，点击【添加投标文件】按钮，把盖章签字的投标文件（PDF）

导入进工具。（在没启动 CA 签章前必须导入签字盖章的投标文件扫

描件） 

 

6.2.4 绑定评审指标 

如下图，从投标文件中找到响应该项指标的那一页，点击左侧

【绑定】按钮进行绑定。效果：绑定成功后显示定位点。当页面打

乱时，点击【定位】即可自动跳转到该页面。 

（注：该功能主要是为了帮助投标人对投标文件编制内容是否响

应招标文件要求进行检查，同时为专家评审时迅速正确找到该指标所

对应的投标文件内容进行评审，为了提高投标文件质量及评审质量，

故投标人务必绑定，否则影响评标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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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指标绑定环节，支持同一个评审指标绑定多个响应点，

即绑定多处位置。 

 

如下图，指标绑定时，支持对指标响应点的名称重新编辑，如

绑定错误同时支持删除当前已绑定的响应点。鼠标右击响应点，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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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修改名称或删除绑定。 

 

 

6.3 在线加密投标 

投标人对网上递交的投标文件应加密。《中铁鲁班投标工具》提

供数字证书（CA）对投标文件进行加密功能。如下图，投标人需插入

数字证书（CA），点击右上角【在线加密投标】按钮，检查投标信息无

误后点击【确定】。（在没有启动 CA 功能之前，直接点击【在线加密

投标】完成投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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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图，进入投标页面点击下方【在线投标】按钮，确认投标。 

 

此时，系统自动加密、上传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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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文件上传完毕后，系统会自动确认投标文件传递的准确性，并

完成投标。 

7 撤回投标 

在开标截止时间前，已经完成所有投标流程的投标人如决定放弃

投标，可以撤回投标文件，请投标人进入鲁班平台供方交易系统

（http://ecom.crecgec.com/cwbase/web/login.aspx）完成投标文

件删除动作，平台视为投标人放弃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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