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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环境准备 

建议使用火狐、谷歌、360（急速模式）、IE11 以上浏

览器 

登录网址：https://ebd.mychery.com 

https://ebd.mych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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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统 操 作 场 景

 

首次登录、注册文件准备： 

1、《奇瑞电子招议标平台确认函》（必填项） 

登录网址，在“供应商须知”栏下载《奇瑞电子招议标平台确认函》

填写并加盖公司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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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相关资质、荣誉文件（非必填项） 

二、 供应商注册 

2.1 账号注册 

登陆奇瑞电子招投标网站（https://ebd.mychery.com ），在右侧

点击 “注册”按钮。如图： 

https://ebd.mych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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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仔细阅读“供应商注册协议”后，点击“同意”按钮，进入供

应商信息填写页面。 

2.1.1 信息填写 

信息填写共分“基础信息”“资质荣誉”“联系人”“登录信息”四个

页签，请依次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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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完整的公司名称录入至“供应商全称”框中，点击“查重”。 

 

查重结果提示“供应商名称已存在”，则表示已在奇瑞公司供应商库

内。请直接使用“注册账号”或“供应商代码”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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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重结果提示“该名称可以注册”，则继续注册。 

 

“国家”“省份”“城市”字段必须依次填写。 

 

“供货类别”选项，共有 2 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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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质荣誉”点击“新增”按弹窗内容填写“保存”。 

 

“联系人”点击“新增”按弹窗内容填写“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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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信息”设置“登录名”及“密码”。注：请注意保管好注册

时填写的“登录名”、“用户密码”。 

“授权人姓名”与《奇瑞电子招议标平台确认函》中“被授权人姓名”

一致。 

将签字盖章版的《奇瑞电子招议标平台确认函》彩色扫描件或照片上

传至“奇瑞电子招议标平台确认函”。 

注：《奇瑞电子招议标平台确认函》可在门户“供应商须知”栏目中

下载。 

 

https://ebd.mychery.com/uploads/%E5%A5%87%E7%91%9E%E7%94%B5%E5%AD%90%E6%8B%9B%E8%AE%AE%E6%A0%87%E5%B9%B3%E5%8F%B0%E7%A1%AE%E8%AE%A4%E5%87%BD.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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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相关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审核，等待审核人员审

核。 

2.2 信息提交 

所有*均为必填项，相关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审

核，等待审核人员审核。审核通过后，会发送通知邮件。 

 

2.3 审核结果查看 

“审核通过”则可看到所有供应商端操作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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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未通过”根据“审核信息记录”未通过原因进行信息补充或修

改。 

 

三、 供应商操作 

3.1 系统登录 

登陆奇瑞电子招投标网站（https://ebd.mychery.com ）,在左侧

https://ebd.mycher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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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陆”按钮。 

用户名为注册时填写的登录名或奇瑞公司供应商代码。 

若使用奇瑞公司供应商代码，初始密码为：666666 

 

登录系统后，可进行相应的业务操作。 

3.2 基本信息维护 

点击“基本信息维护”同供应商注册指导，进行信息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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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密码修改 

 

登陆系统后，点击右上角“个人设置”，可修改账号密码等信息，修

改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 

 

3.3 供应商应标 

点击左侧“供应商应标”菜单，可进行项目报名等相关操作。 

3.3.1 采购预告报名 

 

点击供应商应标-采购预告报名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已发布采购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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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信息。点击勾选相应项目，点击“我要报名”按钮，可以进入采购

预告报名界面，如图： 

 

输入完善必填项信息，点击“确认报名”按钮，可以对采购预告进行

报名。 

3.3.2 项目投标报名 

 

点击供应商应标-项目投标报名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招标项目信息。

点击“查看邀请函”按钮，可查看邀请函内容。点击“查看公告”按

钮，可查看公告内容。勾选相应项目，点击“我要报名”按钮，可以

进入项目报名界面，如图： 

 

输入完善必填项信息，点击“确认报名”按钮，可以对项目进行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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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资格预审结果查看 

 

如报名项目为资格预审类项目，点击供应商应标-资格预审结果查看

菜单，可以查看自己此项目的资格预审结果。 

3.3.4 采购文件下载 

 

点击供应商应标-采购文件下载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已报名项目采

购文件下载信息（如项目为资格预审项目，则资格预审通过，才可看

到）。勾选相应项目，点击“下载附件”按钮，可以进入采购文件界

面，如图： 

 

查看采购文件，点击“下载”按钮，可下载采购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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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投标报价 

 

点击供应商应标-投标报价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已报名项目信息。

勾选相应项目，点击“报价”按钮，可以进入项目报价页面，如图： 

 

完善页面必填信息；点击“上传”按钮，可以上传技术标、商务标投标文件；点击“获取模

板”，可以获取采购人提供的报价模板，可以在线打开填写，也可以

下载后，编辑上传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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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保存完成后，必须点击页面中“获取净总价”按，才能获取自己

填写的报价信息。信息完成后，点击“提交报价”按钮，提交报价。 

3.3.6 商务议标报价 

 

点击供应商应标-商务议标报价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已报名且采购

人发起了多次报价的项目信息。勾选相应项目，点击“再次报价”按

钮，可以进入商务议标报价页面，报价操作同投标报价操作。 

3.3.7 历史报价查询 

 

点击供应商应标-历史报价查询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已报价项目信

息。勾选相应项目，点击“查看”按钮，可以查看自己对应项目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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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报价情况。 

3.3.8 招标文件质疑 

 

点击供应商应标-招标文件质疑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报名项目信息。

如果对勾选相应项目，点击“疑义发起”按钮，可以对的已报名、已

下载文件的项目进行质疑。如图： 

 

完善完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可以提交质疑给采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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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9 我的中标项目 

 

点击供应商应标-我中标项目菜单，右侧页面会显示中标项目信息。 

3.3.10 供应商信息维护 

 

点击供应商应标-供应商信息维护菜单，会显示自己的基本信息等；

可以根据需要修改相关信息，修改完成后必须重新提交，供应商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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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审核通过后，修改信息才会生效。注意：如果有正在投标中的项目，

不能修改基本信息，否则可能导致废标。 

3.4 费用支付 

 

点击右侧“费用支付”菜单，可以进行标书费支付等操作。 

3.4.1 标书费支付 

 

点击费用支付-标书费支付菜单，会显示已报名且需要支付标书费的

项目信息；勾选相应项目，点击“标书费支付”按钮，可以进入标书

费支付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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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善必要信息，上传交付凭证等，完成后，点击“缴费提交”按

钮，提交到采购单位财务部审核，审核通过后，可以下载采购文件。 

3.4.2 押金支付 

 

点击费用支付-押金支付菜单，会显示已报名且需要支付押金的项目

信息；勾选相应项目，点击“押金缴纳”按钮，可以进入押金缴纳页

面。如图： 

 

填写完善必要信息，上传交付凭证等，完成后，点击“缴费提交”按

钮，提交到采购单位财务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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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3 保证金支付 

 

点击费用支付-保证金支付菜单，会显示已报名且需要支付保证金的

项目信息；勾选相应项目，点击“保证金缴纳”按钮，可以进入保证

金缴纳页面。如图： 

 

 

填写完善必要信息，上传交付凭证等，完成后，点击“缴费提交”按

钮，提交到采购单位财务部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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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费用支付查询 

 

点击费用支付-费用支付查询菜单，可查看所有缴费信息及状态。 

3.5 电子竞价 

 

右侧“电子竞价”菜单，用来进行“竞价”类项目的电子竞价、报价

明细上传操作。 

 

3.5.1 竞价大厅 

 

点击电子竞价-竞价大厅菜单，会显示已报名、已支付标书费、保证

金、下载过标书的竞价项目信息；点击对应项目，可以进入电子竞价

页面。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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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右侧可以看到自己的报价记录；页面中部可以查看当前参与项目

的竞价规则信息；页面右侧输入框输入自己的报价，点击“发送竞价”

按钮，可以发送自己填写的报价。 

3.4.2 附件上传 

 

点击电子竞价-附件上传菜单，右侧已竞价结束的项目信息；勾选相

应项目，点击“添加附件”按钮，可以进入附件上传页面。如图： 

 

点击“上传”按钮，上传竞价项目详细报价附件等稳定，完成后，点

击“保存”按钮。 

竞价结束后，必须上传详细报价文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