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i 

 

目录 

1 引言 ........................................................................................................................................... 1 

1.1 编写目的 ................................................................................................................... 1 

1.2 运行环境 ................................................................................................................... 1 

1.2.1 硬件环境 ........................................................................................................... 1 

1.2.2 软件要求 ........................................................................................................... 1 

2 系统登录 ................................................................................................................................... 4 

2.1 系统登录 ................................................................................................................... 4 

2.2 修改密码 ................................................................................................................... 5 

2.3 注销 ........................................................................................................................... 5 

3 数据建模 ................................................................................................................................... 6 

3.1 基础数据库 ............................................................................................................... 6 

3.1.1 公路建设市场 ................................................................................................... 6 

3.1.2 道路运输市场 ................................................................................................. 10 

3.1.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 16 

3.1.4 水路运输市场 ................................................................................................. 21 

3.2 主题数据库 ............................................................................................................. 25 

3.2.1 公路建设市场 ................................................................................................. 25 

3.2.2 道路运输市场 ................................................................................................. 27 

3.2.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 30 

3.2.4 水路运输市场 ................................................................................................. 36 

3.3 交换共享数据库 ..................................................................................................... 39 

3.3.1 公路建设市场 ................................................................................................. 39 

3.3.2 道路运输市场 ................................................................................................. 42 

3.3.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 45 

3.3.4 水路运输市场 ................................................................................................. 48 

4 数据采集 ................................................................................................................................. 52 

4.1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数据 ......................................................................................... 52 

4.1.1 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 52 

4.1.2 企业资质信息查询 ......................................................................................... 52 

4.1.3 企业财务信息查询 ......................................................................................... 53 

4.1.4 企业业绩信息查询 ......................................................................................... 53 

4.2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 ......................................................................................... 54 

4.2.1 道路运输市场企业信息查询 ......................................................................... 54 

4.2.2 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营运车辆信息查询 ......................................................... 55 

4.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数据 ................................................................................. 55 

4.3.1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55 

4.3.2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良好行为信息查询 .......................................... 56 

4.3.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人员个人信息查询.................................................. 56 

4.4 水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 ......................................................................................... 57 

4.4.1 水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 ................................................................................. 57 

4.4.2 港口经营企业信息查询 ................................................................................. 58 

5 数据清洗 ................................................................................................................................. 59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ii 

 

5.1 公路建设市场 ......................................................................................................... 59 

5.1.1 检核结果查询 ................................................................................................. 59 

5.2 道路运输市场 ......................................................................................................... 59 

5.2.1 检核结果查询 ................................................................................................. 59 

5.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 60 

5.3.1 检核结果查询 ................................................................................................. 60 

5.4 水路建设市场 ......................................................................................................... 61 

5.4.1 检核结果查询 ................................................................................................. 61 

6 数据交换共享 ......................................................................................................................... 61 

6.1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 61 

6.1.1 共享方式 ......................................................................................................... 61 

6.2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 63 

6.2.1 共享方式 ......................................................................................................... 63 

6.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 64 

6.3.1 共享方式 ......................................................................................................... 64 

6.4 水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 65 

6.4.1 共享方式 ......................................................................................................... 65 

7 数据质量管控 ......................................................................................................................... 66 

7.1 公路建设市场 ......................................................................................................... 66 

7.1.1 数据质量维度 ................................................................................................. 66 

7.1.2 检查类别 ......................................................................................................... 67 

7.2 道路运输市场 ......................................................................................................... 69 

7.2.1 数据质量维度 ................................................................................................. 69 

7.2.2 检查类别 ......................................................................................................... 70 

7.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 71 

7.3.1 数据质量维度 ................................................................................................. 71 

7.3.2 检查类别 ......................................................................................................... 72 

7.4 水路运输市场 ......................................................................................................... 74 

7.4.1 数据质量维度 ................................................................................................. 74 

7.4.2 检查类别 ......................................................................................................... 75 

8 数据查询 ................................................................................................................................. 76 

8.1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 76 

8.1.1 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 76 

8.1.2 企业资质信息查询 ......................................................................................... 77 

8.1.3 企业财务信息查询 ......................................................................................... 77 

8.1.4 企业业绩信息查询 ......................................................................................... 78 

8.2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 78 

8.2.1 道路运输市场企业信息 ................................................................................. 78 

8.2.2 道路运输市场企业经营许可信息 ................................................................. 79 

8.2.3 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资质信息 ......................................................................... 80 

8.2.4 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行政许可信息 ................................................................. 80 

8.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 81 

8.3.1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81 

8.3.2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良好行为信息查询 .......................................... 81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iii 

 

8.3.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人员个人信息查询.................................................. 82 

8.4 水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 82 

8.4.1 水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 ................................................................................. 82 

8.4.2 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信息查询 ......................................................................... 83 

9 数据资源管理 ......................................................................................................................... 84 

9.1 数据资源管理 ......................................................................................................... 84 

9.1.1 数据源管理 ..................................................................................................... 84 

9.1.2 资源目录管理 ................................................................................................. 84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1 

 

1 引言 

1.1 编写目的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

使用手册》是专门为配合“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

数据资源平台”的使用编写的，用于指导用户快速了解系统功能及使

用。 

1.2 运行环境 

1.2.1硬件环境 

系统要求客户端机器配置如下： 

 Windows7SP1 以上的操作系统 

 显示器支持 1024×768 以上的分辨率 

 Intelcore-i32.0GHz 以上 

 至少 4G 内存 

 硬盘 300G 以上 

1.2.2软件要求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对客户

端使用的系统及 IE 有一定要求，为保证系统的正常访问，在登录系

统前需要验证本机上 IE 浏览器的版本，系统要求 IE 版本为 7.0 及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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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版本。 

1.2.2.1 IE 版本查看 

1）打开 ie 浏览器； 

2）点击窗口菜单中的“帮助”，选择“关于 InternetExplorer”子

菜单，如下图： 

 

图 1-1.1 

3）在弹出的窗口中记录了当前 ie 的版本号，查看 IE 版本号；如

下图中可看出使用的 IE 版本为“8.0.7601.17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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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5 

4）在窗口中点击“确定”按钮，退出关于窗口。 

说明：如果你当前使用的浏览器版本低于“7.0”，请升级浏览器

的版本，可以找系统管理员，由系统管理员帮助升级 IE 浏览器。 

1.2.2.2 IE 插件问题 

如果在用户客户端的系统里面，安装有类似于上网助手之类的软

件，比如说 3721 等等软件，会出现很多界面显示不正常的现象，比

如数据录入窗口不能正常弹出，页面不能完全显示等。出现这种情况，

用户需要把这些插件卸载掉以后才能够正常使用本系统。 

相关的插件：百度搜霸、中文上网、网络猪、完美网译通、CNNIC、

阿里巴巴、易趣工具条、8848 搜索助手、CopySo、划词搜索，Google

工具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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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系统登录 

2.1 系统登录 

在 IE 地址栏输入：http://121.28.179.14:8009/zypt 点击回车键进

入如下界面： 

 

图：登录页面 

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首页，如下

图： 

 

图：系统首页面 

http://121.28.179.14:8009/zy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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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修改密码 

点击右上角的【修改密码】按钮，显示修改密码窗口，如下图： 

 

图：修改密码 

输入旧密码、拟好的新密码，确认密码（重复输入新密码），点

击【确认】按钮，提示修改密码结果信息。点击【取消】，停止修改

密码。 

2.3 注销 

点击右上角的【注销】扫钮，显示注销提示窗口，点击【确定】

退出系统。点击【取消】，取消退出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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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建模 

3.1 基础数据库 

3.1.1公路建设市场 

3.1.1.1 从业企业 

3.1.1.1.1企业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基本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1.1.2企业资质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资质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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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1.3企业财务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财务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1.1.4企业业绩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业绩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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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如下： 

 

3.1.1.2 从业人员 

3.1.1.2.1人员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基本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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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2人员履历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履历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1.2.3人员证书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证书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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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道路运输市场 

3.1.2.1 从业企业 

3.1.2.1.1企业登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登记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2.1.2企业行政许可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行政许可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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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3企业经营许可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经营许可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2.1.4企业营运车辆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营运车辆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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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如下： 

 

3.1.2.1.5企业资质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资质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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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 从业人员 

3.1.2.2.1从业人员个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个人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2.2.2从业人员职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职称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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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3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信息的基

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2.2.4驾驶员继续教育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驾驶员继续教育信息

的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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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5从业人员从业履历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从业履历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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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3.1.3.1 从业企业 

3.1.3.1.1从业企业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基本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3.1.2从业企业资质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资质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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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3企业财务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财务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3.1.4企业自有设备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自有设备信息的

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18 

 

 

3.1.3.1.5管理体系认证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管理体系认证信

息的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3.1.6企业评价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评价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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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1.7信用评价结果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信用评价结果信

息的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3.2 从业人员 

3.1.3.2.1从业人员个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个人信息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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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3.2.2资质证书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资质证书信息的

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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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2.3从业人员执业资格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执业资格信息的

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4水路运输市场 

3.1.4.1 从业企业 

3.1.4.1.1水路运输企业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水路运输企业信息的

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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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1.2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信

息的基础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4.1.3营运船舶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营运船舶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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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 从业人员 

3.1.4.2.1从业人员行政许可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行政许可信息的基础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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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2.2从业人员职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职称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1.4.2.3从业人员资格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资格信息的基础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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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主题数据库 

3.2.1公路建设市场 

3.2.1.1 从业企业 

3.2.1.1.1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奖励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1.1.2通报表彰良好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通报表彰良好信息的

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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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2 从业人员 

3.2.1.2.1获得奖励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获得奖励信息的主题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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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道路运输市场 

3.2.2.1 从业企业 

3.2.2.1.1企业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奖励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2.1.2企业表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表彰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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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3企业完成政府指令性运输任务情况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完成政府指令性运输

任务情况信息的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2.2 从业人员 

3.2.2.2.1从业人员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奖励信息的主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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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2.2.2从业人员表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表彰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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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3.2.3.1 从业企业 

3.2.3.1.1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奖励信息的主题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1.2获奖项目良好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获奖项目良好信

息的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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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1.3通报表彰良好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通报表彰良好信

息的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1.4通报批评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通报批评信息的

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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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如下： 

 

3.2.3.1.5违法犯罪行为记录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违法犯罪行为记

录信息的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1.6行政处罚记录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行政处罚记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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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1.7其他行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其他行为信息的

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1.8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监管记录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工程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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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监管记录信息的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1.9从业企业良好行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良好行为信息的

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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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2 从业人员 

3.2.3.2.1人员获得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获得奖励信息的

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3.2.2人员通报表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通报表彰信息的

主题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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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水路运输市场 

3.2.4.1 从业企业 

3.2.4.1.1企业表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表彰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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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1.2企业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奖励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2.4.2 从业人员 

3.2.4.2.1从业人员表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表彰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38 

 

 

3.2.4.2.2从业人员奖励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奖励信息的主题数据

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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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交换共享数据库 

3.3.1公路建设市场 

3.3.1.1 从业企业 

3.3.1.1.1从业企业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基本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1.1.2从业企业资质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资质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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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1.3从业企业业绩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业绩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1.2 从业人员 

3.3.1.2.1从业人员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基本信息的交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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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1.2.2从业人员履历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公路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履历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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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道路运输市场 

3.3.2.1 从业企业 

3.3.2.1.1企业登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登记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2.1.2企业经营许可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经营许可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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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1.3企业营运车辆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营运车辆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2.2 从业人员 

3.3.2.2.1从业人员个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个人信息的交换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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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2.2.2从业人员从业资格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道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从业资格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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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3.3.3.1 从业企业 

3.3.3.1.1企业登记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登记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3.1.2企业经营资质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经营资质信息的

交换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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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1.3企业业绩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企业业绩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3.2 从业人员 

3.3.3.2.1从业人员个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个人信息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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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3.2.2从业人员执业资格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中从业人员执业资格信息的

交换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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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水路运输市场 

3.3.4.1 从业企业 

3.3.4.1.1港口经营企业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港口经营企业基本信

息的交换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4.1.2水路运输企业基本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水路运输企业基本信

息的交换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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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1.3营运船舶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企业营运船舶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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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从业人员 

3.3.4.2.1从业人员个人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个人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3.3.4.2.2从业人员行政许可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行政许可信息的交换

共享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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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3从业人员履历信息 

本功能展示建立水路运输市场中从业人员履历信息的交换共享

数据模型，可动态展示模型字段。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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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数据采集 

4.1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数据 

4.1.1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企业基本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的具体信息。 

页面如下： 

 

4.1.2企业资质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企业资质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资质信

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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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企业财务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企业财务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财务信

息。 

页面如下： 

 

4.1.4企业业绩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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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业绩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业绩信

息。 

页面如下： 

 

4.2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 

4.2.1道路运输市场企业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企业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信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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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营运车辆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企业营运车辆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营运

车辆信息。 

页面如下： 

 

4.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数据 

4.3.1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

集的企业基本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基本

信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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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良好行为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

集的企业良好行为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企业或多个企业的具体

良好行为信息。 

页面如下： 

 

4.3.3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人员个人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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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从业人员个人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或多个从业人员的具体

个人信息。 

页面如下： 

 

4.4 水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 

4.4.1水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水路运输企业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或多个水路运输企业的具体

信息。 

页面如下：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58 

 

 

4.4.2港口经营企业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从《河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

港口经营企业信息。可查看或者导出某一或多个港口经营企业的具体

信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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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清洗 

5.1 公路建设市场 

5.1.1检核结果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公路建设市场的数据经过清洗之后的结果，包括

检核方法、检核时间、问题条目数、检验方法内容等信息。 

页面如下： 

 

5.2 道路运输市场 

5.2.1检核结果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道路运输市场的数据经过清洗之后的结果，包括

检核方法、检核时间、问题条目数、检验方法内容等信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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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5.3.1检核结果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的数据经过清洗之后的结果，

包括检核方法、检核时间、问题条目数、检验方法内容等信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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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水路建设市场 

5.4.1检核结果查询 

本功能用来展示水运工程建设市场的数据经过清洗之后的结果，

包括检核方法、检核时间、问题条目数、检验方法内容等信息。 

页面如下： 

 

6 数据交换共享 

6.1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6.1.1共享方式 

本功能用来记录《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与其他系

统进行数据交换的信息。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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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可以输入 IP 地址、名称、助记码（输

入名称自动生成）、共享类别、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与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共享方式数据的内容。 

 保存：保存新建的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导出：导出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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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6.2.1共享方式 

本功能用来记录《河北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与其他系

统进行数据交换的信息。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可以输入 IP 地址、名称、助记码（输

入名称自动生成）、共享类别、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与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共享方式数据的内容。 

 保存：保存新建的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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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导入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导出：导出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6.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6.3.1共享方式 

本功能用来记录《河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与其

他系统进行数据交换的信息。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可以输入 IP 地址、名称、助记码（输

入名称自动生成）、共享类别、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与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共享方式数据的内容。 

 保存：保存新建的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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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删除一条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导出：导出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6.4 水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交换共享 

6.4.1共享方式 

本功能用来记录《河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与其他系

统进行数据交换的信息。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可以输入 IP 地址、名称、助记码（输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66 

 

入名称自动生成）、共享类别、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与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共享方式数据的内容。 

 保存：保存新建的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共享方式数据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共享方式数据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导出：导出一条共享方式数据。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7 数据质量管控 

7.1 公路建设市场 

7.1.1数据质量维度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

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数据质量维度。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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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维度代码、维度名称、助记

码（输入维度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质量维度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7.1.2检查类别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公路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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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检查类别。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检查类别代码、检查类别名

称、助记码（输入检查类别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

保存，创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检查类别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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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道路运输市场 

7.2.1数据质量维度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

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数据质量维度。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维度代码、维度名称、助记

码（输入维度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质量维度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上移动。 



河北省公路水路建设与运输市场信用信息数据资源平台用户操作手册 

70 

 

 下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7.2.2检查类别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道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

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检查类别。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检查类别代码、检查类别名

称、助记码（输入检查类别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

保存，创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检查类别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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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删除：删除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7.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 

7.3.1数据质量维度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

的数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数据质量维度。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维度代码、维度名称、助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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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输入维度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质量维度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7.3.2检查类别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

的数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检查类别。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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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检查类别代码、检查类别名

称、助记码（输入检查类别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

保存，创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检查类别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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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水路运输市场 

7.4.1数据质量维度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

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数据质量维度。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维度代码、维度名称、助记

码（输入维度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保存，创建一

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数据质量维度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向下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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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入：导入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数据质量维度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7.4.2检查类别 

本功能是当对从《河北省水路运输市场信用信息系统》采集的数

据进行数据质量管控时，配置检查类别。 

页面如下： 

 

按钮说明： 

 新建：点击新建按钮后，可以输入检查类别代码、检查类别名

称、助记码（输入检查类别名称自动生成）、备注，然后点击

保存，创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修改：修改一条检查类别的内容。 

 保存：保存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删除：删除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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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选：增加一列数据。 

 上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上移动。 

 下移：将一条检查类别信息向下移动。 

 导入：导入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导出：导出一条检查类别信息。 

 关闭：关闭当前界面。 

8 数据查询 

8.1 公路建设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8.1.1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公路建设市场企业基本信息，选择数

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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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企业资质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公路建设市场企业资质信息，选择数

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1.3企业财务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公路建设市场企业财务信息，选择数

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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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4企业业绩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公路建设市场企业业绩信息，选择数

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2 道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8.2.1道路运输市场企业信息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道路运输市场企业信息，选择数据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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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2.2道路运输市场企业经营许可信息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道路运输市场企业经营许可信息，选

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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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资质信息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资质信息，选择数

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2.4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行政许可信息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道路运输市场企业行政许可信息，选

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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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8.3.1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基本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企业基本信息，选

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3.2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企业良好行为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企业良好行为信

息，选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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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3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人员个人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水运工程建设市场从业人员个人信

息，选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4 水路运输市场信用数据查询 

8.4.1水路运输企业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水路运输市场水路运输企业信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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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8.4.2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信息查询 

本功能用来查询经过清洗的水路运输市场水路运输服务企业信

息，选择数据后可以查看、打印、导出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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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资源管理 

9.1 数据资源管理 

9.1.1数据源管理 

本功能用来配置和管理外部数据源，包括公路建设、道路运输、

水运工程建设、水路运输这四大系统以及其他与本系统相关的信息系

统的连接名称、连接标题、数据库类型、服务器地址、端口以及用户

名。 

页面如下： 

 

9.1.2资源目录管理 

本功能展示从其他各系统抽取的元数据，并编制成目录。用户可

通过目录服务对数据信息资源进行目录查询。 

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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