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总局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专项行动 

小程序操作指引 

1. 地市执法人员操作指南 

1.1. 登录退出 

1.1.1. 登录 

现场检查小程序目前设计为微信小程序版本，有两种登陆方式。一是登录产品监管系统，

点击右上角的二维码图标，使用手机微信扫码进入。 

 

 

另一种是使用移动端手机打开 http://spjg.gdgs.gov.cn/gsjg/download.jsp 链接（检查小程

序和现场抽样 APP 下载地址）。 

http://spjg.gdgs.gov.cn/gsjg/download.j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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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操作： 

输入地市账号，例如：scjgj_gz  输入密码，点击登陆进入小程序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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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登陆页面 

1.1.2. 退出 

进入到小程序后，在我的，可以看到退出登录，点击，即退出当前账号返回登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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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退出登录 

1.2. 系统首页 

用户登录系统后显示生产企业信息采集、销售企业信息采集、集贸市场信息采集、生产

许可获证检查、产品专项检查、产品日常检查、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共计 7 个功能模块，

为用户提供功能模块的入口，以及功能提示，此外还为用户提供快速搜索通道，快速扫码查

询不合格产品通道，辅助检查小工具悬浮球。检查小程序的账户由系统管理员统一开通，由

省局统一下发，与产品监管系统账号密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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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1.2.1. 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 

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活动是有总局 2021 年针对电线电缆展开的特殊活动，在检查小程序

中独立任务模块开展检查，分为生产领域检查、流通领域检查，其中生产领域检查与证后专

项检查操作类似，流通领域检查与产品专项检查操作类似。 



广东产品检查小程序              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专项任务用户操作指引 

广州八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第6页共53页 

1.2.1.1. 生产领域检查 

1.2.1.1.1. 开始检查 

点击生产领域检查，监管人员由从此页面开展电线电缆的生产领域检查的常规工作，在

开始检查之前，还可选择是否点击邀请专家来协助开展工作。 

 (注，需先在后台导入获证企业名单)。 

在操作上可根据以下逻辑思路开展工作： 

（1）对企业不存在或企业不再生产等特殊情况，点击特殊上报。 

（2）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产品检查可通过邀请专家协助检查工作。 

（3）对初检不合格的企业，在复查跟进中，上报复查结果，如有立案需上报立案情况。 

操作要点如下 

1、 点击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点击生产领域检查任务标题，可看到任务的详情。 

        
2、 点击生产领域上的开始证检查，可查看该任务相关的获证企业信息，可通过页面上

方搜索检查的企业，对无生产获证产品的或搬迁的企业可点击上报特殊情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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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选择特殊情况下企业的检查结论，点击提交并发送邮件，将特殊情况检查结果根据

模板生成，并发送指定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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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如无特殊情况的企业，且不需要邀请专家协助检查，点击企业进入监管人员检查页

面，开始填写检查内容。第一步，核查并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及获证信。第二步，根

据获证产品检查项目进行检查。.第三步，根据检查情况上报检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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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可拍照上传检查过程附件或图片，完成检查后将结果生成发送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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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对检查合格的企业，可选择填写整改建议书给企业，让企业限期整改，整改建议书

也是以发送邮件的方式生成文件给企业。若不需要整改，或已发送整改建议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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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提交即可完成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企业，点击责令整改，填写完成整改事件，

通过邮箱发送责令整改通知书。

 
7、 对检查不合格的企业，需要点击责令整改，填写责令整改通知书内容，点击预览可

查看责令整改通知书内容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可通过邮箱发送邮件，对不合

格企业必须责令企业进行整改才可进行提交。整改建议书可选择填写并生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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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对检查合格的企业，点击提交即表示完成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企业，则需要对该

企业进行后续跟进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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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 检查跟进 

1、 对检查合格的企业，点击提交即表示完成检查，对检查不合格的企业，则需要对该

企业进行后续跟进检查。在生产领域检查上，点击检查跟进，可查看到标示着复查

的企业，点击进入复查检查页面。   

 

2、 在复查检查页面。第一步，核查并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及获证信。在企业信息页面，

可点击整改文书查看，查看企业自行检查结果，也可点击初查结果表，查看初次检

查结果。             



广东产品检查小程序              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专项任务用户操作指引 

广州八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第15页共53页 

 

3、 第二步，根据获证产品检查项目进行检查。第三步，根据检查情况上报检查结论，

检查流程同初查一样，检查项目为初次检查不合格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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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去签名，前往签名页面，签名将用在生成的文书中以图片嵌入文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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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附件上传的请选择，可拍照上传检查过程附件或图片，完成检查后点击生成并

发送邮件，填写邮箱后，可将检查结果生成文件并发送邮箱。

 

6、 对复查合格的企业，可选择填写立案情况，或直接提交，完成复检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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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对复查不合格的企业，需点击复查不合格通知书，填写复查不合格通知书，填写过

程中可点击预览查看文书内容，填写完成并生成邮件邮件后，可选择填写立案情况

后再提交，或直接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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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当完成提交后即表示对这一企业的复检工作已经完成了。 

1.2.1.1.3. 检查记录 

1、 点击生产领域检查的检查记录，可查看到检查记录列表

 

2、 点击列表中的企业，可查看到该企业的基本信息，和生成的附件，点击生成附件的

上传按钮，可进行对应的文件附件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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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未提交记录，可看到在检查过程中进行了保存，但未提交的检查，这一记录包

括该账号所属部门单位的全部未提交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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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未提交记录列表中的企业，即可继续开展检查 

1.2.1.1.4. 专家检查邀请专家 

1、 在生产领域检查过程中，出现对技术性要求较高的产品检查可通过邀请专家协助检查工

作，时可点邀请专家，就会生成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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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家扫取二维码，即可参与生成许可获证检查，若邀请后，因为误操作而没扫到二维码，

可在该任务的检查跟进—专家在办查找，点击查看邀请专家二维码，可再次扫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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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专家在办的企业，可查看该企业基本信息，若该企业的检查任务被专家领取，则还

可查看专家的信息。                        



广东产品检查小程序              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专项任务用户操作指引 

广州八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第25页共53页 

 

4、 当专家完成检查项目填写后，可在检查跟进—我的检查，查看到专家已处理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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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带有专家已处理、初检的的企业，可查看专家已处理的初检，主要内容包括，

企业信息、检查表、专家信息。点击退回专家，可将该企业的检查退回给专家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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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人员可对企业信息、检查表进行核对，核对完后，可进行签名和附件上传，并生成

发送邮件。 

7、 对检查不合格的企业，需要点击责令整改，填写责令整改通知书内容，点击预览可查看

责令整改通知书内容填写是否有误，确认无误后可通过邮箱发送邮件，对不合格企业必

须责令企业进行整改才可进行提交。整改建议书可选择填写并生成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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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完成生成相关文书后，点击提交，则是完成当前企业的初查。若是检查结论为不合格，

该生产领域检查检查任务的检查跟进会生成复检工作，复检工作可检查人员独自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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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点击邀请专家生成二维码邀请专家参与。            

 

9、 专家参与复检并完成后，该生产领域检查的检查跟进会产生一条专家已处理的复检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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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 流通领域检查 

点击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功能，进入流通领域检查开始检查页面，上报销售企业的检

查情况，根据检查情况形成最终的检查结论，并生成检查表，根据检查结论判断是否导出责

令改正通知书，不合格企业进行复查，上报复查结果，根据实际复查情况判断是否立案处理，

是则上报立案处理情况 

1.2.1.2.1. 检查企业 

监管人员可点击流通领域检查查看任务详情，再选择开始检查，可进入检查页面，通过

模糊搜索，确定要检查的企业，检查完后可在查看填报信息查看需要复查的企业，或已检查

完的企业。                       

1、点击流通领域检查的标题，可查看到任务的基本信息，点击附件，可查看附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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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流通领域检查，点击开始检查进入流通领域检查列表。第一步，通过模糊搜索企业

带出企业信息，核查并完善企业基本信息及获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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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点击检查对象，添加本次检查产品相关信息。

 

3、第二步，根据检查内容填写检查项目。第三步，根据检查情况上报检查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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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点击去签名，前往签名页面，签名将用在生成的文书中以图片嵌入文本中。

 

5、点击附件上传的请选择，可拍照上传检查过程附件或图片，完成检查后点击生成并

发送邮件，填写邮箱后，可将检查结果生成文件并发送邮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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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于存在不合格的企业，点击责令改正，填写责令改正要求后点击发送邮箱。.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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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交后，结束企业的检查。                    

 

1.2.1.2.2. 特殊情况 

1、 对于要检查的企业，存倒闭、搬迁等特殊情况，可点击流通领域检查的特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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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3. 查看填报信息 

1、 点击流通领域检查的查看填报信息，可查看到复查跟进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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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点击复查列表中的企业，可进入企业复查页面，检查流程和初查一样，第一步，核

对企业信息，第二步，填写检查项目，第三步，填写检查结论，检查人员和企业负

责人签名、上传附件，即可生成发送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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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发送邮件后，可选择填写处理结果后再提交，或直接提交，完成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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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点击检查记录，进入流通领域检查的检查记录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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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点击列表中的企业，可查看到该企业的基本信息，和生成的附件，点击生成附件的

上传按钮，可进行对应的文件附件上传，点击检查对象查看，可以修改检查对象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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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点击未提交记录，可看到在检查过程中进行了保存，但未提交的检查，这一记录包

括该账号所属部门单位的全部未提交的记录。             



广东产品检查小程序              电线电缆联查联打联治专项任务用户操作指引 

广州八斗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第42页共53页 

 

7、 点击未提交记录列表中的企业，即可继续开展检查 

 

1.2.2. 辅助检查小工具 

1.2.2.1. 生产许可发证目录 

产品点击生成许可证，可查看国家与省局要求生产许可的产品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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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3C 发证目录 

强制性产品目录查看：点击 3C 认证，进入国家强制认证产品目录。可进行匹对，提高现场

检查判断。3C 强制认证目录表页面，点击可查询对应种类的详细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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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不合格产品查询 

抽检不合格产品查询：点击抽查不合格小工具，进入不合格产品识别页面，可通过扫码或输

入产品基本信息来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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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企业库 

1、 企业库模块，企业卡片信息展示企业基本信息，如企业地址，法人，联系方式，企业库

默认显示该账号所属地市全部企业，左上角显示搜索企业结果数。可输入企业名称和社

会信用代码对企业进行筛选，点右上角筛选，可通过企业类型、主营产品品种、企业所

属城市等条件对企业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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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过搜索筛选企业，列表展示搜索结果，点击地址会跳转到该企业的地址地图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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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企业卡片，进入企业详情信息查看页面，顶部展示该企业的产品数、经销商数、供

货商数、抽检信息数，其中点击联系电话、手机号码可拨打该电话。                       

 

4、 点击产品详情进入产品信息列表，点击产品卡片，可查看产品具体详情。

 

5、 点击经销商信息进入经销商信息列表，点击供货商信息进入供货商信息列表，点击经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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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卡片或供货商信息卡片，跳转进入该企业信息的详情页面。

  

6、 点击抽检信息，展示抽检列表，点击抽检信息，可查看抽检信息详情页面，点击其中的

不合格项目，可看到不合格项目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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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我的 

1、 首页展示该单位区域内的企业上报数，总量数，被抽检过数统计。 

2、 首页顶部显示当前登录账号所属监管局，和退出登录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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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点击已采集集贸市场，进入已采集集贸市场页面。 

2. 专家操作指南 

2.1. 登录登出 

2.1.1. 登录 

通过地市执法人员发起的邀请二维码扫描登录，每个任务的二维码均为不一致，现场生成的。 

1. 专家可通过网页扫描/微信扫描 进入登录页面。 

2. 若已经存在账号可直接扫码后登录，若无账号需要注册后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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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码                                          登录页面 

 

    

注册页面                                         专家登录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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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登出 

进入到小程序后，在首页右上角点击退回，即退出当前账号返回登陆页面。 

点击退出 

 

2.2. 系统首页 

专家首页查看待处理任务数和已处理数，默认显示待处理任务。 

1. 点击保存并提交，提交自己检查的结果； 

2. 点击提交执法人员，需要全部专家都提交自己的检查结果后才可以提交执法人员；提交

后执法人员在首页-获证企业监督检查工作接收到一条待处理任务。 

3. 点击退回执法人员，可将领取到的任务退回执法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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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任务处理页面 

 

        退回执法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