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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标贷介绍

中标贷，是企业中标后的合同融资贷款。

中标企业在衡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的金融服务平台上发起申请进入中标贷，线上

贷款。

二、中标企业申请贷款

1. 金服平台登录

1.1 金服平台入口

从衡阳市公共资源网“金融服务平台登录”进入衡阳市公共资源金融服务平台。

1.2 金服平台登录

点击“我的中标贷”【立即申请】，CA 数字证书登录金服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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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发起中标贷申请

选择标段，点击【立即申请】按钮发起中标贷申请，在中标贷产品选择【湖南金通

途中标贷】，点击下一步提交即可，跳转到中标贷平台页。首次跳转需签署平台使用协

议和补充经办人联系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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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看“我的中标”

2.1 我的中标

我的中标界面展示的内容为该用户投标活动中已成交的项目，项目排序时间为倒

序，可点击项目后方的申请贷款进行贷款申请。系统中未收集到中标通知书的项目，

申请前需上传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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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上传中标通知书

中标通知书上传成功后，方可进行贷款申请。

3. 进行贷款申请

3.1 查看银行产品介绍、准入条件等。

点击列表中的银行产品，可分别查看其产品介绍，贷款人需认真阅读，已确定是否

满足该产品的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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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确定合适的银行，点击【立刻申请】按钮

3.3 进入贷前调查资料上传界面

贷款人需对上传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平台对资料进行加密存储，只对贷款人申请的

银行解密。

颜色标识：绿色为必须上传资料，红色为已经上传不可更改资料，灰色为可选资料

上传成功标识： 表示上传成功，❌表示未上传

同一资料可重复多次上传，后上传的覆盖之前上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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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上传需要提交的资料，滑到最底层选择操作

3.5 选择确认提交按钮的操作后 ，进入确认申贷金额的界面

确认一下贷款金额,点击确认 完成贷款申请（按取消按钮或右上的”X”可以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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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贷款进度

也可到金服平台查看贷款进度， 如下页面后，首先点击查询结果，看你本次申请

的审核结果是怎样的。

三、中标企业申请担保

按照银行的风控要求，部分贷款申请需要由融资担保公司进行担保，方可贷款。

1. 申请担保

中标人向银行申请贷款后，如果银行返回信息需要担保,中标企业可点击申请担保

按钮,进入申请担保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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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选择担保产品

选择担保公司及产品,查看产品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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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上传担保资料

4. 完成担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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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搜索

查看我贷款的担保情况,

当担保数据过多 无法精确找到某个担保信息时 在上方搜索框内填入项目的名称，

或者按照申请担保的时间 担保的状态来查询

6. 我的担保/保险

可在此页面查看到已发送担保申请的项目 并处理

6.1 状态

受理中状态 担保正在待受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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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点击补充资料按钮 选中需要上传的资料类型 点击 上传文件

待付款状态 担保已同意待用户支付担保款

点击”确认付款按钮进入支付担保页面”

上传凭证 点击确认按钮 完成

待出函状态 用户支付担保款后担保方进行出涵操作

已出函 担保方已出函

已拒保 担保方拒绝了你的担保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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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操作

1. 搜索

用作查询用户中标的信息(中标信息过多，按时间状态查询..)

如图：

功能操作解析：

可以按照中标的情况在状态下拉框里选择对应的状态 点击搜索按钮进行查询

可以按照时间进行模糊查询，半年/一个月/一周的中标信息

关键字查询 输入项目的名称,单位的名称点击查询

2. 查看项目详情

选择需要查看详情的项目 点击其项目名称 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如图：

点击进入详情页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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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的贷款

我的贷款展示了用户申请贷款成功的项目 查看贷款的受理进度,反馈情况,根据贷

款受理反馈的情况做处理操作

如图：

3.1 搜索

查看我的贷款申请情况,

当贷款申请数据过多 无法精确找到某个贷款时 在上方搜索框内填入项目的名称，

或者按照申请的时间 贷款处理的状态来查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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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看项目信息

选择需要查看详细的项目,点击其项目名称,进入项目详情页面

点击进入详情页面 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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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补充资料

提交资料上传,用户资料上传错误或者上传文件缺少 可点击补充资料解决该问题

选择需要重新上传资料的项目 点击其右测得补充资料 进入资料补充页面

如图：

在右测选择按钮中,选择出你要上传得文件类型 并点 然后在本地找到需要上传的文档 上

传 如图：

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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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下方的通知银行(一定要点击 否则不会修改提交的)

6. 我的结款

我的结款展示了用户贷款申请后，贷款金额到账的信息反馈至平台，用户

可在我的结款里进行查看

7. 我的资料

查看用户的个人信息

如图：


	一、中标贷介绍
	二、中标企业申请贷款
	1.金服平台登录
	1.1金服平台入口
	1.2金服平台登录
	1.3发起中标贷申请

	2.查看“我的中标”
	2.1我的中标
	2.2上传中标通知书

	3.进行贷款申请
	3.1查看银行产品介绍、准入条件等。
	3.2确定合适的银行，点击【立刻申请】按钮
	3.3进入贷前调查资料上传界面
	3.4上传需要提交的资料，滑到最底层选择操作
	3.5选择确认提交按钮的操作后 ，进入确认申贷金额的界面

	4.查看贷款进度

	三、中标企业申请担保
	1.申请担保
	2.选择担保产品
	3.上传担保资料
	4.完成担保申请
	5.搜索
	6.我的担保/保险
	6.1状态


	四、其他操作
	1.搜索
	2.查看项目详情
	3.我的贷款
	3.1搜索

	4.查看项目信息
	5.补充资料
	6.我的结款
	7.我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