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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概况 

科技项目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项目管理系统”）由农业部科技发展中

心建设，主要实现“面源”、“粮丰”、“两减”等重点专项的便捷管理。 

项目管理系统根据科研项目的实施特点，从互动交流管理、项目管理、综合

管理、系统支撑、统计分析、查询检索、公共网站等 10 个方面来实现项目管理

专业机构对国家科技计划项目的立项、执行、结题验收等全过程管理，对项目任

务、经费的动态调整，达到对任务目标负责，项目资料的数字化、档案化，提高

项目管理的事务管理能力、数据能力和信息公开的能力。 

目前主要上线立项管理、简报管理、网站、基础信息管理等模块，采集 2016

年、2017 年已立项项目的基础信息，包括立项申报书、立项任务书和立项预算申

报书。 

二、运行管理与服务 

2.1 用户须知 

科技项目管理信息系统是专业机构利用信息化手段实现项目过程管理的公

共平台，基于互联网，方便快捷的实现项目数据、资料报送、接收等，达到项目

目标和任务可控。各类用户须仔细阅读如下使用说明，只有用户确认遵守如下约

定才能进行帐号注册、项目信息报送。 

1.用户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信息保密的法律、法规，不能在本系统登录任

何涉密信息。 

2.系统使用过程中必须遵守国家有关网络使用、信息安全的法律规定，不进

行非法操作，并对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3.用户须确保帐号信息的安全性，若发现任何非法使用帐号信息或存在安全

隐患的情况，请立即通知管理单位。 

4.信息报送过程中，用户须保证各项报送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并配合相关管理单位完成信息的审核/确认。 

2.2 系统访问地址及运行环境要求 

1.系统采用 B/S 架构进行设计，为保证数据校验的准确性以及浏览器兼容性，

在使用系统过程中，请使用 IE9 及以上的浏览器登录系统。 

2.系统登录地址： 

http://www.nybkjfzzx.cn/xmgl/ 

2.3 技术支持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由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负责建设，北京派得伟业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承担建设并提供相关技术服务。数据填报期间，如您有任何疑问，可通

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 

联系方式： 

（1）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 

李梦涵：010-59199366     402950541@qq.com 

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号农丰大厦 

（2）北京派得伟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秦永孝：010-51503625    qinyx@pdwy.com.cn 

北京市海淀区曙光花园中路 11 号北京农科大厦 3 层 A322（100097） 

三、用户注册与管理 

本系统的用户管理采用分级管理体系，即系统管理员负责承担单位账号的管

理，项目承担单位负责本单位内项目用户（项目负责人）账号的创建、修改、启

用和停用。 

目前，对于 2016 年、2017 年已立项的项目账号已经完成了初始化工作，项

目负责人可直接使用，不需要重新注册账号。 

http://www.nybkjfzzx.cn/xmgl/


项目组的账号为：项目负责人的身份证号，密码默认为“123456” 

请各项目负责人登录系统，检验账号是否有效，并及时修改账号密码。如登

录过程中有任何问题，请及时与管理单位、技术支持单位联系（联系方式见 2.3

技术支持）。 

四、项目授权申请流程 

项目授权主要实现项目负责人与所主持的项目之间的关联，满足不同的负责

人仅能够录入、查询、浏览自己所主持的项目数据。项目授权申请是项目管理的

第一步，仅通过项目授权申请后，项目用户才具有系统中各模块操作权限，进行

数据报送、查询。 

项目授权管理的流程如下： 

项目用户登录系统 →  填写项目的基本信息 → 提出授权申请 → 等待系

统管理审核 → 当审核通过，则授权成功。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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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用户提交项目授权申请后，如较长时间内系统管理员没有对申请进行审

核，请联系项目管理单位进行审核，联系方式见 2.3 技术支持。 

五、系统操作 

5.1 系统登录 

登录地址：http://www.nybkjfzzx.cn/xmgl/ 

http://www.nybkjfzzx.cn/xmgl/


 

5.2 项目用户首界面 

用户登录系统后首界面： 

 

登录系统界面示意图 



5.3 密码维护 

 

点击“密码维护”进行密码修改。 

 

密码修改界面 



5.4 个人资料维护 

 

点击首界面中的“账号名称”，查看个人基本信息，并进行修改维护 

 

 

5.5 项目授权申请 

项目授权申请是项目资料填报等操作的起始点，只有正式项目授权通过审核

后，用户才能正常的进行其他模块的操作、查看。 

具体流程如下： 

1.“项目授权申请”→ 2. 填写项目基本信息 → 3. 等待授权审核 → 4. 授

权通过后进行其他操作。 



注意：项目执行过程期间仅需要一次授权申请。 

 

填写申请基本信息 

项目基本信息中 “项目牵头承担单位”不需要人为填写，根据用户账号所

在单位自动补全。 

 

查看项目授权申请审核状态。当审核不通过时，可重新填写授权申请。 

注意：“项目授权申请”即创建立项项目基本信息，请按照项目任务书填写完整

且确保数据正确，后期将不可更改，如特殊情况请联系农业部科技发展中心。 

 

 



 

5.6 项目立项资料填报 

立项资料填报主要实现项目申报书、项目任务书、项目预算申报书的录入、

查看和提交，主要包括：申报书、任务书、预算书的文档附件的上传和具体表单

文件录入。 

（1）整体流程如下： 

①点击首页中：过程管理——“立项管理”模块进入立项资料填报界面 

②选择具体的文件进行表单录入和附件的上传 

③待资料填写完成后选择一份或多份文件进行提交，报送给具体项目专员。

注意：文件提交后将不能修改。 

（2）具体填写示例说明 

 

选择首界面中的“立项管理”，进入立项资料填报界面。 



 

立项资料填报界面 

点击具体的文件进行申报书/任务书/预算书的填报界面。如立项申报书具体

的填写示意图： 

 

点击具体的表单名称，进行相应表单的填写。通过“上传正文”进行项目立

项申报书的附近文件上传。如项目基本信息表填写示例面： 



 

表单填写完整后，请通过“保存”进行表单保存；同时，文件没有提交前，

可再次进入对具体的表单进行修改或补充数据。 

注意：在填写过程中，如需要离开该页面或刷新页面，需要提前“保存”数

据，否则将导致未保存的数据丢失。 

（3）数据导入 

对于项目参加人员情况表、课题成员信息表、课题设备费用明细表、课题测

试加工费明细表、国内外相关研究机构、项目研发相关的主要文献（专利、标准）

等，由多条数据组成的汇总表。系统采用①单条记录逐一填写的模式 和 ②通过

下载模板批量导入的模式两种进行填写。 

以申报书---项目参加人员基本情况表的填写为例进行说明：如下图所示。 

A、单条录入 

点击“项目参加人员基本信息表”直接进入单个参加人员基本信息的添加页

面。 



 

 

单条记录填写界面 

通过右上提示“您已经添加 XXX 条记录”了解添加的记录数。 

点击“显示列表”查看项目参加人员列表。 

 



注意：在显示列表页面，需补充流动人员或临时聘用人员的 投入本项目的

工作时间，并保存。如上图所示。 

点击显示列表中“删除”按钮，可对选中的记录进行删除。单击具体某一条

记录，进入该条记录的修改界面。 

显示列表界面 

B、数据导入 

1.点击“导入数据”下载导入模板 → 2.按照模板格式要求填写数据 → 3.

导入符合要求的模板文件（模板填写完整、数据格式有效） → 4.查看记录→5.

补充剩余数据项 

注意：项目申报书、项目任务中“项目参加人员基本信息表”需在详情列表界面

补充“流动人员或临时聘用人员投入本项时间合计” 

项目预算申报书中课题“设备费-购置/试剂设备预算明细表”需在详情列表

界面补充“单价10万元以下购置设备合计 ”、“单价10万元以下试制设备合计”；

课题“测试化验加工费明细表”需补充“其他测试化验费合计” 



 

数据导入列表界面 

    注：对同一份文件或同一条记录，只需要导入一次。如多次导入，将视为不

同的记录进行处理。 

（4）资料提交 

当具体的立项资料填写完成后，可选择 1 份文件或多份文件进行“提交”，

且数据资料提交后，用户将不能对具体进行编辑、修改，提交时请确保资料填写

的完整性、真实性。如特殊情况需要修改，请联系上级管理单位（专业机构项目

管理处）。 

 



温馨提示： 

1. 项目申报书、项目任务书、项目预算申报书之间独立填写，仅项目预算申

报书的课题来源项目任务书基本信息表，其他数据项不存关联，。 

2. 项目预算申报书由下设的各课题预算书组成，需完整填写课题预算书的

具体表单，并由各课题预算表单，汇总生成项目预算表、项目预算科目明细表。 

3.项目预算申报书请按照申报过程数据进行填报，资料将作为档案数据保存 

4. 鉴于申报过程不涉及“项目年度经费预算表”，“项目年度经费预算表”请

填写批复后预算的年度分配情况（含自筹经费） 

5.对于立项资料建议填写顺序为：项目申报书项目任务书项目预算申报

书 

 

项目申报预算书填报示意图 

5.5 资料管理 

资料管理模块主要实现项目立项、年度、中期和结题验收等各个阶段的数据

的集中管理，实现提交后的资料的浏览和导出。 

（1）立项资料查看。点击导航栏：“资料管理——立项资料”，选择已提交



的具体文件。注：文件如未提交，资料管理将不显示。如下所示。 

 

（2）点击具体的文件，查看具体的报表及表单数据，并进行导出。 

（3）点击“下载按钮”，进行上报文件附件下载。 

5.6 项目简报管理 

项目简报管理主要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工作简报、会议纪要、宣传报道、阶段

性成果等填写、上报和查询、浏览。目前项目简报管理主要完成工作简报、会议

纪要、宣传报道等 3 个模块的开发工作。 

（1）简报填报 

点击“首页”中项目简报模块的：“会议纪要”、“工作动态”、“宣传报道”

和“阶段性成果”进去具体简报的填写界面。 

A、“工作简报”填写示例： 



 

 

工作简报填写示意图 

1.填写工作简报的年份、期数 → 2. 自动生成标题 → 3.选符合要求的附件

→4.提交或保存 

“保存”：指对填写完整的简报暂不交，仅保存为临时文件。可在“简报管

理”栏目中对文件进行一步的修改或统一提交。 

“提交”：指对填写完整后简报上传给项目管理专业机构。文件一旦上传，

简报将作为档案数据存在，不能修改、删除，请上传文件前确保简报填写的正确

性和完整性。 

B 、会议纪要填写示例： 



填写会议的基本信息 → 上传会议纪要附件 

 

C、宣传报道填写示例： 

1.填写报道的期号 → 2.报道的日期 → 3.自动生成标准 → 4. 上传附件 

 

 

（2）简报管理 

简报管理主要实现本项目所填写简报的集中管理，包括查询检索、浏览查看，

以及对位提交简报的统一提交或删除。 

点击：“简报管理”进入未提交或已提交 简报的管理界面，如下所示。 



 

 

六、特别说明 

（1）在进行立项管理、简报管理等模块操作前，需进行项目授权申请，仅

通过授权的项目才能进行其他操作。同时，项目名称、项目编号、所属专项、牵

头承担单位等项目基本信息经过确认后将作为项目核心信息，不允许变更，请保

证数据的准确性。 

（2）系统使用过程中可通过“当前位置”路径进行页面切换、模块跳转或

者返回，以及通过点击“首页”跳转到用户首界面。 

（3）立项资料建议填写顺序：项目申报书→项目任务书→项目申报预算书 

（4）系统登录地址：http://www.nybkjfzzx.cn/xmgl/，请使用 IE9 及以上版本

的浏览器访问系统。 

（5）关于用户反馈：项目使用过程如有任何疑问或问题，可通过电话（010-

59199366  010-51503625 ）或邮箱（402950541@qq.com  qinyx@pdwy.com.cn）

反馈。 

（6）填写的立项数据需与纸质版一致，对于不清楚或项目申报、立项不涉及

的内容，请用“/”（针对文本类的数据项）或“0”（针对数值类的数据项）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