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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首页 

“朝高新”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首页顶部导航包含首页、政策服务、办事大厅、企业自评、

创新地图，点击后可跳转至相应模块。首页展示新闻、通知、办事大厅、政策推荐、热点直

通车，且可从首页跳转至科技型企业自评价服务页面、朝阳园规划范围示意图页面，如图： 

 

图 1-1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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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可进行查询操作，点击首页顶部导航的“搜索”按钮，如图： 

 

图 1-2首页搜索 

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词，可按照通知、政策、业务、活动、载体进行搜索，搜索结果如

图： 

 

图 1-3首页搜索结果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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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企业账号注册与登录 

进入“朝高新”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首页，点击右上角“登录”按钮，可进入登录页面，

如图： 

 

图 2-1登录页面 

在登录页面输入登录名、密码、图形验证码，点击“登录”按钮，可登录“朝高新”企

业综合服务平台。 

若无平台账号，可进入“朝高新”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首页，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注

册新账号，如图： 

 

图 2-2注册页面 

填写页面信息后，点击“注册”按钮。注册成功后，再次进入登录页面，填写登录名、

密码、验证码后，点击“登录”按钮可登录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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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业找回密码 

企业用户忘记登录名或密码后，可点击登录页面中的“登录遇到问题”按钮，如图： 

 

图 3-1 登录遇到问题 

可通过选择找回类型，找回企业用户的登录名或密码，如图： 

 

图 3-2 选择找回类型页面 

选择方式一找回登录名后，需填写联系人手机号、手机验证码，点击“查询账号信息”

按钮，方可找回登录名，如图： 

 

图 3-3找回登录名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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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方式二找回密码后，可选择登录名重置密码或单位法人用户申诉找回密码，如图： 

 

图 3-4找回密码页面 

选择登录名重置密码后，填写用户名、手机类型、手机号、手机验证码、新密码、确认

新密码、图形验证码，点击“提交”按钮，可重置密码。如图： 

 

图 3-5登录名重置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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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单位法人用户申诉找回密码后，填写单位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上传营业执照、

新联系人姓名、新联系人手机号、手机验证码、图形验证码，点击“提交”按钮，可进行单

位法人用户申诉，如图： 

 

图 3-6单位法人用户申诉找回密码页面 

提交单位法人申诉信息后，需等待业务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后发送短信，告知用户申

诉结果，审核通过告知登录名和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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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企业实名认证 

企业用户首次登录平台时，平台会给出完善企业信息的提示。未完善企业信息的用户无

法进行业务预约、活动报名、企业自评等操作。需进入“用户中心-我的信息”完善信息，

包括：法人信息、企业信息、联系人信息三大部分，如图： 

 

图 4-1我的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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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示意图”按钮，可跳转至朝阳园规划范围示意图页面，如图： 

 

图 4-2朝阳园规划范围示意图页面 

完善企业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可提交至业务管理员进行审核。审核后“用户中

心-我的信息”页面顶部显示审核结果、审核意见，并发送短信进行通知，告知用户审核结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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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政策服务 

政策服务展示政策列表，可按照关键词、发文机关、企业阶段、技术领域、所属行业、

发布日期进行搜索，点击政策标题，可进入政策详情查看具体信息，如图： 

 

图 5-1政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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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办事大厅 

6.1. 业务办理 

办事大厅-业务办理页面，显示已发布业务列表，可按照业务标题进行搜索，如图： 

 

图 6.1-1业务办理页面 

点击“办理业务”按钮，可查看业务详情，包括：业务标题、办理时段、办理对象、办

理地址等内容信息，可选择预约时间，如图： 

 

图 6.1-2业务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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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预约时间后，可填写业务预约信息，包括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人手机

号、手机验证码、电子邮箱、时间段选择，如图： 

 

图 6.1-3业务预约页面 

填写预约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会给出预约成功的提示，如图： 

 

图 6.1-4业务预约成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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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活动报名 

办事大厅-活动报名页面，显示已发布活动列表，如图： 

 

图 6.2-1活动报名页面 

点击“立即预约”按钮，可查看活动详情，如图： 

 

图 6.2-2活动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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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立即报名”按钮，填写报名信息，包括：申请单位名称、参会人姓名、参会人

手机号、手机验证码、电子邮箱、职务信息。若有多个参与人，可点击“+”按钮，添加其

他参会人信息，如图： 

 

图 6.2-3活动报名页面 

填写报名信息后，点击“提交”按钮，平台会给出报名成功的提示。 

7. 企业自评价 

企业成长阶段包括：小微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中关村高新技术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独角兽企业、科创板企业。平台可根据企业用户填写内容，分析企业目前所处阶段，识

别弱项，生成报告，给出相应建议。 

 

图 7-1 企业自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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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自评须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填写企业信息、企业规模、基本情况、科技实力、组织

制度、创新能力、经营数据、研发投入、上市信息。 

点击企业自评页面“立即自评”按钮，进入企业自评中的企业信息页面，如图： 

 

图 7-2企业信息页面 

点击“上一步”按钮，可返回上个页面进行填写。（此页面为第一个填写页面，故没

有“上一步”按钮） 

点击“下一步”按钮，可进入下个页面进行填写。 

点击“保存”按钮，可保存各自评页面填写内容，但不生成报告。 

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已填写的内容，生成自评报告。 

点击“取消”按钮，清空各自评页面填写的内容。 

也可通过点击页面名称的方式，直接进入所选页面填写相应信息，如图： 

 

图 7-3选择页面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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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创新地图 

8.1. 企业热力图 

以朝阳区地图的形式展示，对朝阳区高新技术企业进行定位，可按照技术领域进行检

索，如图： 

 

图 8.1企业热力图 

8.2. 创新载体 

创新载体页可按照载体名称、载体类型检索载体，点击载体名称可查看载体详情。 

 

图 8.2 创新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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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用户中心 

用户登录后，点击首页导航栏中的“用户中心”，可进入用户中心页面。 

用户中心包括：企业自评价、已申请业务、已报名活动、政策推荐、我的信息、修改

密码。 

企业自评价： 

企业自评价列表展示自评结果、自评时间，点击列表中“查看自评表单”按钮，可查

看企业自评填写内容。点击“查看自评报告”按钮，可查看生成的自评报告。如图： 

 

图 9-1企业自评价 

已申请业务列表： 

进入用户中心-已申请业务，可查看已申请业务列表，包括业务标题、办理时间、办理

地址。点击“查看报名信息”按钮，可查看业务预约信息。点击“取消业务”按钮，可提前

一天取消申请办理的业务。如图： 

 

图 9-2已申请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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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报名活动： 

进入用户中心-已报名活动，可查看已报名活动列表，包括：活动图片、活动标题、活

动地点、活动时间。点击“查看报名信息”按钮，可查看报名活动的信息。点击“取消预约”

按钮，可提前一天取消申请办理的活动。 

 

图 9-3已报名活动 

政策推荐： 

平台根据企业信息、自评结果为企业推荐相关政策，点击政策标题可查看政策详情，

如图： 

 

图 9-4政策推荐 

我的信息： 

企业实名认证模块有相应功能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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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码： 

企业用户输入原密码、新密码、并确认密码后，可修改密码，如图： 

 

图 9-5修改密码 

  



 19 

10. 小程序（即将上线） 

10.1. 首页 

首页包括政策服务、办事大厅、企业自评、创新地图四个模块，并展示新闻、通知列

表，如图： 

 

图 10.1 小程序首页 

点击新闻、通知列表中的新闻标题、通知标题，可查看所选新闻详情、通知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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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登录 

进入小程序端首页，点击“我的”，未登录状态进入用户中心，点击“登录”按钮，

可进入登录页面。在登录页面，输入登录名、密码、验证码，点击“用户登录”按钮，即可

登录。如图： 

 

图 10.2 小程序登录页面 

小程序端不支持注册、找回密码，企业用户需前往 PC端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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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政策服务 

平台小程序端政策服务展示政策列表，可根据政策关键词进行检索，点击政策列表的

某一项可进入该项政策的详情页。 

 

图 10.3-1小程序政策服务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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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详情： 

该系统小程序端政策详情页面展示政策标题、政策发布日期、政策来源、政策正文，

如图： 

 

图 10.3-2小程序政策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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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办事大厅 

10.4.1. 业务办理 

进入办事大厅页面，选择“业务办理”，业务列表可按照业务标题进行检索。业务列

表展示业务标题、申报时段、申报对象信息，如图： 

 

图 10.4.1-1小程序业务办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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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业务列表中某一项则可进入该业务详情页面，包括：业务标题、申报时段、申报

对象、业务内容。点击“业务办理”按钮，弹出可预约时间，如图： 

预约日期： 

 

图 10.4.1-2小程序预约日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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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预约日期后，填写业务申请信息，包括：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姓名、联系人手

机号、手机验证码、电子邮箱、时间段选择，如图： 

 

图 10.4.1-3小程序业务申请页面 

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按钮，平台会给出预约成功的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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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活动模块 

进入办事大厅页面，选择“活动报名”，活动列表可根据活动标题进行检索。活动列

表中展示活动标题、活动日期、活动地点。如图： 

 

图 10.4.2-1小程序活动报名页面 

点击活动列表中的活动标题，可查看活动详情页，包括：活动标题、活动日期、主办

单位、联系电话、活动地点、活动内容。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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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4.2-2小程序活动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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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活动详情“我要报名”按钮，填写活动申请信息，包括：申请单位名称、联系人

姓名、联系人手机号、手机验证码、电子邮箱、职务，如图： 

 

图 10.4.2-3小程序活动申请页面 

若有多个参会人，点击“新增参会人”按钮，可添加多个参会人信息。填写完成后，

点击“保存”按钮，平台会给出报名成功的提示。 

10.5. 企业自评 

小程序端企业自评为高新技术企业自评，企业用户若想进一步测评企业，可前往 PC端

进行自评。点击首页“企业自评”，进入企业自评页面，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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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5-1小程序企业自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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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用户需根据实际情况填写，填写后点击“保存”按钮，平台根据填写内容，给出

相应自评报告，如图： 

 

图 10.5-2小程序企业自评报告页面 

10.6. 创新地图 

10.6.1. 企业集散点 

点击首页“创新地图”，选择“企业集散点”，企业集散点页以朝阳区地图的形式展

示，显示朝阳区高新技术企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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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创新载体 

点击首页“创新地图”，选择“创新载体”，可进入载体列表，如图所示： 

 

图 10.6.2小程序创新载体页面 

载体列表可根据载体名称进行检索，点击载体标题，可查看载体详情。 

10.7. 用户中心 

进入小程序端首页，点击“我的”，即可进入用户中心。用户中心包括：企业自评价、

已申请业务、已报名活动、推荐政策、我的信息、修改密码模块，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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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1小程序用户中心页面 

企业自评价： 

企业自评价列表展示自评结果、自评时间，点击“查看自评表单”按钮，可查看已填

写的自评信息。点击“查看自评报告”按钮，可查看平台生成的自评报告。如图： 

 

图 10.7-2小程序企业自评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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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申请业务： 

进入已申请业务页面，可查看已申请业务列表，包括业务标题、申报对象、申报时间。

点击“查看报名信息”按钮，可查看预约业务的信息。点击“取消业务”按钮，可提前一天

取消申请办理的业务。如图： 

 

图 10.7-3小程序已申请业务页面 

已报名活动： 

进入已报名活动页面，可查看已报名活动列表，包括：活动图片、活动时间、活动地

点。点击“查看报名信息”按钮，可查看报名活动的信息。点击“取消预约”按钮，可提前

一天取消申请办理的活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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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7-4小程序已申请活动页面 

推荐政策： 

平台根据企业信息、自评结果为企业推荐相关政策，点击政策标题可查看政策详情，

如图： 

 

图 10.7-5小程序推荐政策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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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密码： 

进入用户中心修改密码页面，企业用户输入原密码、新密码、确认新密码后，可修改

登录密码，如图： 

 

图 10.7-6小程序修改密码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