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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台设置说明

1.1、安装 Internet Explorer 11

整个办公系统采用 B/S 结构，所以每一个客户端只要装有通用的浏览

器就可以使用系统的基本功能。浏览器的基本要求：微软 Internet

Explorer 9.0 以上。凡是版本比较低的机器，请主动升级浏览器版本到 9.0

或以上版本，否则系统的部分功能将不能正常使用。

1.2、浏览器的配置

为了让系统插件能够正常工作，请按照以下步骤进行浏览器的配置。

设置自定义安全级别，开放 Activex 的访问权限，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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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出现一个窗口，把其中的 Activex 控件和插件的设置全部改为启用，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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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下载设置，开放文件下载的权限：设置为启用，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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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关闭拦截工具

上述两项操作完成后，如果系统中某些功能仍不能使用，请将拦截工

具关闭再试用。比如在 windows 工具栏中关闭弹出窗口阻止程序的操作，

见图 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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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系统功能介绍

打开 IE浏览器，在地址栏中输入网址，然后在页面登录区中输入用户

名和密码，登录后出现如下界面，见下图：

系统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个人办公、公务邮件、行政管理、人事

管理、信息资源、公文管理、后台管理和部门管理。

下面就分别对这各个大模块的功能点和操作进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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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首页

首页中用户可进行个人信息的配置和消息提醒的查看等；

3.1、个人中心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用户图标可打开个人信息设置框，如下图；可进行个

人资料的设置、用户界面的配置和用户功能配置；

3.1.1、个人资料

个人资料中用户可进行个人信息的修改和登录密码的修改；

修改个人信息：在个人信息页面，用户可修改和完善个人信息，可上

传个人照片，信息完善好后点击【确定修改】按钮即可，如下图；上传照

片后，则个人中心的头像会显示上传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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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码修改：在密码修改页面，输入原密码和新密码后点击【确定修改】

按钮，可修改密码，则退出后再次登录系统可使用新密码登录系统，原密

码失效；

3.1.2、界面配置

界面配置中可进行快捷方式的配置、个人系统界面样式的配置和个人系

统首页元件的配置；

快捷方式配置：新增快捷方式并启用后，则用户可在首页的常用列表

中看到此快捷方式，点击后可直接打开，无需到指定的模块下去打开，如

下图；

界面样式：界面样式中可设置消息配置、界面配置、每页展示记录数

和主题配置，如下图；修改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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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配置：将待办事宜在线消息设置为‘提醒’状态，则当用户收到待办

件时，可在首页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显示该待办件，若设置为‘不提醒’，

则在消息提醒中不会显示该待办件；（公务邮件在线消息和公务邮件关注的

设置项与待办事宜在线消息的相同）

界面配置：可设置当前用户的界面皮肤，设置后续手动刷新后才会生效；

表格每页展示数目：设置展示数目后，则各模块列表页面，每个最多可展

示的记录数即为设置的数目，如是指展示数目为 10，则表示每页可显示的最

多记录数为 10条；

主题配置：可设置当前用户界面的主题风格；

个人元件配置：用户可对本人的我的桌面中的显示元件进行配置，可

设置哪些元件可启用，哪些元件为禁用，如下图；（注：个人元件配置中

显示的元件由系统管理员在‘后台管理-UI 配置-首页元件-普通元件’中

进行配置，在普通元件中配置的用户有权限的元件才会在用户的个人元件

配置中显示该元件，然后用户可在个人元件配置中配置这些元件在本人的

‘我的桌面’中的启用和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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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元件底部的按钮，禁用此元件，禁用后该元件显示灰化，如下图；

禁用后则该元件在我的桌面中不显示该元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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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功能配置

功能配置模块页面与‘个人办公-我的配置’页面相同，此处不再详述；

3.2、菜单搜索

菜单搜索中可通过模糊查找快速搜索到相关模块；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菜单搜索按钮，显示菜单搜索功能窗口，在搜索框中

输入菜单名称，按键盘上的回车按钮，即可实现搜索功能，如下图；在搜

索结果列表中点击某一模块，可直接打开该模块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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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E 讯提醒

当有人发送在线消息时，信息接收人可在首页右上角的 E寻提醒中查看

到该信息，如下图；

点击列表中的记录，可打开在线聊天窗口页面，查看用户发送的详细的

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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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用户可通过点击内部通讯录中用户记录后的发消息按钮打开在线聊天窗

口发送信息；

3.4、消息提醒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消息提醒按钮，可查看各类事项的消息提醒信息，如

下图；消息提醒中可查看，邮件反馈信息、新邮件、会议通知和待办事宜

中的待办消息提醒记录；点击列表中的记录，可打开相应的事项处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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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提醒按钮上的数字表示消息提醒中所有类型的待处理记录的个数；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28 页

4、个人办公

个人办公主要用来处理用户的个人事项，如处理待办件，设置日程安排，

查看通讯录等；主要分为：待办事宜、日程安排、通讯录、文档云、计划

总结和我的配置六个子模块。

4.1、待办事宜

待办事宜模块主要用于用户处理各种待办事项，如在该系统中当用户

收到用车申请或会议室申请的审批事项时，则该审批事项会在待办事宜中

显示，方便用户查看和处理这些待办事项。

待办事宜分为待办、待阅、已办、缓办和回收站五个子模块。

4.1.1、待办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处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事项处理、转为缓办、搜索、删除选中

模块功能简介：待办模块页面用于显示当前用户的待办理或处理的事项，

该系统中的待办件一般包括，公文流程中的待办件，请假管理、用车申请、

及会议室申请等流程中的待办件，打开待办件，用户可对该事项进行审核、

送下一步、退回等操作；事项处理后该事项在待办列表中消失，在已办模

块中显示。

待办列表页面可看到事项的办理人（表示该事项当前步骤的处理人，

即登录系统的当前用户）、提交人(表示的是该事项的上一步骤处理人)、

发送时间(表示提交人员将该事项提交给当前用户处理的时间)及当前步

骤，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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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处理：点击列表中的记录，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可进行各待办件的

处理；

查找：当用户需要快速的查找相关处理事项时可在标题字段后的搜索

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可根据事项名称字段搜索到相关数据；

在时间字段选定时间范围，点【搜索】按钮，可根据发送时间字段搜索到

相关记录，如下图；

转为缓办：暂时无法办理的事项可将该事项转入缓办中，待可以处理时

再进行处理；勾选列表中需转为缓办的事项，点【转为缓办】按钮，则该事

项在待办列表中不再显示，在缓办列表中显示；

删除选中：勾选需要删除的事项，点【删除选中】按钮完成删除，如

下图，删除后的事项在待办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列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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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待阅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处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事项处理、搜索 、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待阅页面显示当前用户需要阅办的事项，待阅页面如下图；

事项处理：点击列表中的记录，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可进行各待阅件的

处理；

搜索：当用户需要快速的查找相关处理事项时可在标题字段后的搜索

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可根据事项名称字段搜索到相关数据；

在时间字段选定时间范围，点【搜索】按钮，可根据发送时间字段搜索到

相关记录

删除选中：勾选需要删除的事项，点【删除选中】按钮完成删除，删

除后的事项在待阅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列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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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缓办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处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事项处理、搜索、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缓办事项页面，显示当前用户暂时无法处理的事项，缓办页

面如下图；

事项处理：点击列表中的记录，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可对缓办件进行处

理；

查找：当用户需要快速的查找相关处理事项时可在标题字段后的搜索

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可根据事项名称字段搜索到相关数据；

在时间字段选定时间范围，点【搜索】按钮，可根据发送时间字段搜索到

相关记录；

删除选中：勾选需要删除的事项，点【删除选中】按钮完成删除，删

除后的事项在缓办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列表中显示；

4.1.4、已办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处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事项查看、搜索、删除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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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已办事项页面，显示当前用户已经办理或处理过的事项，已

办事项页面如下图；

事项查看：点击列表中的记录，可打开事项查看页面，查看该事项的

详细信息；

查找：当用户需要快速的查找相关处理事项时可在标题字段后的搜索框

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可根据事项名称字段搜索到相关数据；在

时间字段选定时间范围，点【搜索】按钮，可根据发送时间字段搜索到相关

记录；

删除选中：勾选需要删除的事项，点【删除选中】按钮完成删除，删除

后的事项在已办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列表中显示；

4.1.5、回收站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处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事项查询 、事项还原

模块功能简介：回收站中显示被删除的事项，包括待办件、待阅件、和已办

事项，回收站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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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当用户需要快速的查找相关处理事项时可在标题字段后的搜索框

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可根据事项名称字段搜索到相关数据；在

时间字段选定时间范围，点【搜索】按钮，可根据发送时间字段搜索到相关

记录；

删除选中：勾选需要删除的事项，点【删除选中】按钮完成删除，删

除后的事项在列表中消失，无法再进行还原。

4.2、日程安排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简介：日程安排模块主要用于用户记录每天的日程安排，以便做到

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在进行日程安排时，可对还未到时间的日程进行消息提

醒功能的设置，达到工作备忘的目的，以达到提升工作效率的目的。同时日

程安排模块还具有日程代理和日程共享的功能；日程安排功能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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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我的日程

模块功能点：新增日程、视图切换、搜索、修改、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日程安排模块主要用于用户记录每天的日程安排，以便做到

有计划地进行工作。在进行日程安排

视图切换：点击日程安排模块默认显示的是我的日程的月视图页面，点击左

上角的‘周’、‘日’可分别切换为周视图和日视图，周视图页面如下；在周视

图页面，若当前页展示的不是当前周的日期，则点击今天按钮，可将页面切换至

当前周（月视图和日视图页面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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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日程：

方法 1：点击【新增日程】按钮，打开新增日程页面，如下图；

公开：设置为不公开，则该条日志只可本人查看；设置为部门公开，则当

前用户所在部门中的其他用户可在我关注的人中查看到该条日程记录；设置为部

门公开，则当前用户所在单位中的所有用户都可在我关注的人中查看到该条日程

记录；

方法 2：在右侧的日历表中，点击空白区，可打开快速新增窗口，如下图；

输入日程相关信息，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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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程查看：点击日历表中的日程，可打开日程小窗口页面，如下图；点击右

下角的【详情】按钮，可打开日程详情页面查看详细的日程信息；

日程修改：点击日程表中的日程，打开日程小窗口信息页面，点击左下角的

【编辑】按钮，可打开日程编辑页面，可修改日程相关信息，然后点击【保存】

按钮即可；

搜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按回车；可实现按日程标题进行搜

索的功能，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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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日程代理设置

模块功能点：添加我关注的人、添加我的代理人

模块功能简介：日程代理设置页面可设置我关注的人员和我的代理人；

我关注的人：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人员选择列表页面，如下图；

选择需关注的人员，然后点击【确定选择】按钮，则该人员在我关注的人的列表

中显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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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代理人：点击添加按钮，打开人员选择列表页面，选择人员后，点击【确

定选择】按钮，则添加的我的代理人会在列表中显示，且使用代理人的账号登录

系统，在代理人的日程安排模块中，左侧的‘我代理的人’列表中会显示此用户，

如，用户 A 在日程代理设置中的我的代理人中添加了代理人 B ，则用户 B 登录

系统后，在左侧的‘我代理的人’的列表中会显示用户 A，点击用户 A，可为被

代理人 A添加日程，如下图；

被代理人登录系统界面：即用户 A

代理人登录系统界面：即用户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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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我关注的人

模块功能点：日程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我关注的人模块，用于查看与当前用户同部门或同单位的用户添

加的‘部门公开’或‘单位公开’的日程（日程的公开方式请查看新增日程中的

‘公开’字段说明）；

日程查看；点击左侧的我关注的人列表下的人员（我关注的人的添加请查看

‘日程代理设置’中的我关注的人），则右侧页面中显示该用户的‘部门公开’

日程或‘单位公开’日程；

注：若当前用户与关注的人属于同部门，则当前用户可查看关注人的‘部门

公开’和‘单位公开’日程；若当前用户与关注的人属于同单位但非同部门，则

当前用户只可查看关注人的‘单位公开’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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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我代理的人

模块功能点：日程查看、添加日程

模块功能简介：我代理的人模块，用于为被代理人添加日程；

日程添加：在左侧的我代理的人列表下，点击被代理人，右侧日历表中显示

被代理人的日程页面，点击【新增日程】按钮，或点击日历表中的空白区，可为

该被代理人添加日程（日程的添加方式请查看我的日程中的新增日程）；当前用

户可查看被代理人的所有日程，包括被代理人自己添加的和代理人为其添加的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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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通讯录

通讯录用于用户查看和管理自己的通讯录，且用户可通过内部通讯录

来查看系统内部人员的部门、电话等通讯信息。

4.3.1、内部通讯录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简介：内部通讯录页面，显示同单位的所有人员的所在部门、职位、

地址、办公号码及手机号码等通讯信息，且用户可在自定义群组中对系统中

的常联系的用户或领导进行分组归类。

4.3.1.1 组织

模块功能点：搜索、查看详细信息、快捷应用（写邮件、在线聊天）

模块功能简介：组织模块页面中显示同单位的所有人员的部门、职务、手机

号码、办公号码及短号信息，用户可通过点击列表中的用户记录，打开详情

页面，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如地址、QQ 号码、电子邮件及车牌号等；且用

户可通过点击列表中用户记录后的快捷按钮打开写邮件页面和在线聊天页

面，可直接给该用户发送邮件或聊天信息；组织模块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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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图切换：在组织模块数据列表页面默认以‘列表式’格式显示用户信

息；可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按钮，切换至卡片式视图，卡片式视图界面

如下图

查看：列表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单位的所有用户的信息；当用户未设

置头像时，则在列表中以默认的男士和女士头像分别表示性别为‘男’和

‘女’的用户；点击列表中的‘人员姓名’字段可打开详情页面，查看用

户的详细信息，可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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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关闭】按钮，可关闭用户详细信息页面。

写邮件：点击列表中某一用户记录后的快捷应用字段中的‘邮件’图

标，打开写邮件页面，且收件人字段自动获取该用户，如下图

在线聊天：点击列表中某一用户记录后的快捷应用字段中的‘聊天’

图标，打开与该用户的在线聊天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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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可按用户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进行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用户姓

名，若输入用户姓名的拼音首字母，如，用户‘王冬雪’可输入‘wdx’进

行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后，显示下拉列表，可选择是按姓名进行

搜索或按手机号进行搜索，如下图

4.3.1.2 公共群组

模块功能点：分组设置、添加联系人、删除选中、搜索、查看详细信息、

快捷应用（写邮件、在线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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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其中通讯录管理员角色人员有分组设置、添加联系人、删除选中的权

限

模块功能简介：通讯录管理角色人员可在公共群组中设置联系人群组，将常用联

系人进行分组，方便查找单位中需经常联系的用户信息，系统中的所有人员都可

查看该公共群组信息，如下图；

分组设置：点击页面中的【分组设置】按钮，打开分组管理按钮添加分组，

添加的分组在页面侧的列表中显示，如下图；

添加联系人：点击【添加联系人】按钮，打开添加联系人页面，在左侧的分

组列表中选择组别，然后选择对应的人员，点击【确定选择】按钮，即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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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中：在左侧列表中选择分组，右侧显示该组别下的人员，勾选需删除

的人员记录，点击【删除选中】按钮，则该联系人在该组别下不再显示，如下图；

搜索：可按用户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进行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用户姓名，若

输入用户姓名的拼音首字母，如，用户‘王冬雪’可输入‘wdx’进行搜索；在

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后，显示下拉列表，可选择是按姓名进行搜索或按手机号进

行搜索；

查看：列表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单位的所有用户的信息；当用户未设

置头像时，则在列表中以默认的男士和女士头像分别表示性别为‘男’和

‘女’的用户；点击列表中的‘人员姓名’字段可打开详情页面，查看用

户的详细信息，可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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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邮件：点击列表中某一用户记录后的快捷应用字段中的‘邮件’图

标，打开写邮件页面，且收件人字段自动获取该用户；

在线聊天：点击列表中某一用户记录后的快捷应用字段中的‘聊天’

图标，打开与该用户的在线聊天页面；

4.3.1.2 自定义群组

模块功能点：分组设置、添加联系人、删除选中、搜索、查看详细信息、快

捷应用（写邮件、在线聊天）；

模块功能简介：用户本人可在自定义群组中设置本人的联系人群组，将常用

联系人进行分组，方便查找本人需经常联系的用户信息，自定义群组页面如

下图；

自定义群组中的各功能点操作与公共群组中的功能点操作相同，故此处不再

详述；

4.3.2、外部通讯录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简介：外部通讯录模块用于管理非本单位的联系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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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1 公共联系人

模块功能点：分组设置、添加联系人、删除选中、搜索、查看详细信息

模块功能简介：通讯录管理角色人员可在公共群组中设置公共的单位外部联

系人的群组，将常用联系人进行分组，方便查找需经常联系的用户信息，公

共联系人可供单位中的所有人员进行查看，如下图；

分组设置：点击页面中的【分组设置】按钮，打开分组管理按钮添加分组，

添加的分组在页面侧的列表中显示，如下图；

添加联系人：点击【新建】按钮，打开新增联系人页面，在左侧的分组列表

中选择组别，然后在右侧的页面中填写联系人信息，然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

钮，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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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中：在左侧列表中选择分组，右侧显示该组别下的人员，勾选需删除

的人员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则该联系人在该组别下不再显示，如下图；

查看详情：点击列表中的‘人员姓名’字段可打开详情页面，查看用

户的详细信息，可查看用户的详细信息，如下图。

搜索：可按用户的姓名和手机号码进行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用户姓名，若

输入用户姓名的拼音首字母，如，用户‘王冬雪’可输入‘wdx’进行搜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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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后，显示下拉列表，可选择是按姓名进行搜索或按手机号进

行搜索；

转移到：选择列表中的人员记录，然后点击【转移到】按钮，选择要转移到

的组别，即可完成转移操作，如下图；

4.3.1.1 我的联系人

模块功能点：分组设置、添加联系人、删除选中、搜索、查看详细信息

模块功能简介：所有用户可在我的联系人中设置各人的单位外部联系人的群

组，将常用联系人进行分组，方便查找需经常联系的用户信息；

我的联系人页面中的各功能与公共联系人页面中功能的操作方法相同，此处

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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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文档云

允许对各类文档进行分类存储，提供个人区、组织共享区和个人分享功能。

可对文档进行编辑、预览及多人协作处理。

4.4.1、个人区【待完善】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文件夹、上传文件、转移选中、共享设置、删除、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个人区显示个人文档，可以建多级目录，提供文件夹创建、

重命名、删除及文件的批量上传、重命名、转移、删除等操作，可按文件名、

创建时间、文件大小进行排序；可将文件或文件夹共享到组织共享区或私人

共享区。

新增文件夹：点击【新增文件夹】按钮，则列表中显示一个'新建文件夹'记

录，输入文件夹名称，按回车，即可成功创建文件夹，如下图；

点击新增的文件夹名称后的下拉按钮（将鼠标移至该条记录，就会显示下拉按

钮），显示【重命名】和【删除】按钮，如下图；可对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和删除

操作；

上传文件：点击【上传文件】按钮，打开上传文件对话框，然后点击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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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中的【上传文件】按钮，打开‘选择要加载的文件’列表框，选择需要上传的

文件（可同时选择多个文件），然后点击【打开】按钮，则选择的文件会在对话

框的文件列表中显示，然后再点击对话框中的【确定】按钮，即可完成文件的上

传操作，如下图；

点击上传的文件后的下拉按钮（将鼠标移至该条记录，就会显示下拉按钮），显

示【下载】、【预览】、【重命名】和【编辑】按钮，如下图；（注，仅可编辑

类型的文件可进行编辑，如 doc、excel、txt、ppt 格式的文件可进行预览和编辑，

其他类型的文件只可进行【下载】和【重命名】操作）

下载：点击【下载】按钮，显示下载对话框，可下载该文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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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览：

重命名：点击【重命名】按钮，则文件名处于可编辑状态，直接修改文件名，

然后按键盘上的回车键【enter】即可，如下图；

编辑：点击【编辑】按钮，打开文件编辑页面，可对内容进行编辑，编辑后点

击保存修改或处理完成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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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设置：点击列表中文件夹或文件后的【共享】按钮，打开共享文件列表

页面，共享区信息列表中显示本人创建的私人共享区和有操作权限的其他用户创

建的私人共享区和公共共享区，选择要共享到的指定共享区，然后点击【确定】

按钮即可，则有该共享区的操作或访问权限的用户都可看到此文件或文件夹，如

下图；

（注：若对某文件设置了共享，则该文件下的文件及文件夹也继承相同的权限，且转入该文

件下的文件或文件夹也会继承相同的权限）

撤销共享：撤销共享的操作需至共享到的共享区中进行撤销操作，如对文件

A 进行了共享设置，共享至私人共享区的‘hyl 创建的’共享区中，则可在私人

共享区的‘hyl 创建的’共享区中找到该文件，然后点击此文件后的【撤销共享】

按钮即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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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移选中：勾选列表中需要转移的文件或文件夹，然后点击【转移选中】按

钮，打开移动文件对话框，在转移目录中选择要转移到的文件夹，然后点击【确

定】按钮即可；

删除：点击文件后的【删除】按钮，提示是否确认删除，点击【确定】按钮，

即可成功删除该文件，见下图；

（注：若删除的该条记录已设置了共享，则删除后，该条记录在指定的共享区中，该条记录

不再显示）

排序：点击列表中的‘名称’、‘文件大小’和‘创建时间’字段，可分别

实现按文件名称、文件大小和文件上传或创建时间进行排序，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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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时间按文件或文件夹的名称进行

搜索，如下图；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 按钮，打开查询结果页面，

页面中显示搜索的结果记录；在查询结果页面，还可按目录进行文件的搜索；

4.4.2、组织共享区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文件夹、上传文件、搜索、按名称、文件大小或创建时间

进行排序

模块功能简介：组织共享区中的共享区由单位管理员创建，可创建多个共享

区，每个共享区可指定访问权限和操作权限，具有操作权限的用户可以进行

上传、编辑、删除等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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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组织共享区的创建和共享区的授权可在‘部门管理-OA 配置-个人办公-网络

硬盘’中进行设置

有操作权限的用户可进行的操作：

1、可在指定的共享区中进行【上传文件】和【新增文件夹】操作（具体的

操作步骤可参考个人区，此处不再详述），选择左侧的共享区，则右侧即会显示

【上传文件】和【新增文件夹】按钮，如下图；

2、用户可对本人在此共享区中新增的文件夹和不可编辑类型的文件进

行【重命名】和【删除】操作；可对本人上传的可编辑类型的文件进行【重

命名】、【删除】、【预览】、【编辑】和【下载】操作；

3、可对本人共享至该共享区的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和【撤销共享】

操作；可对本人共享至该共享区的可编辑文件进行【重命名】、【预览】、

【编辑】、【下载】和【撤销共享】操作；

4、对其他用户上传或共享的文件进行【预览】和【下载】操作；

有访问权限的用户可进行的操作：

用户只可对该共享区中的文件进行【预览】和【下载】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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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私人共享区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个人共享区管理、新增文件夹、上传文件、搜索、按名称、文

件大小或创建时间进行排序

模块功能简介：私人共享区用于查看和管理本人创建的或有操作权限的其他

人员创建的个人共享区中的文件，如下图；

个人共享区管理：点击【个人共享区管理】，打开个人共享区管理页面，点

击页面中的【创建共享区】按钮，则共享区列表中会显示一条新的空白的共享区

记录，输入共享区名称，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创建成功，如下图

操作权限：点击共享区记录后的【操作权限】按钮，打开设置操作权限页面，

选择人员，然后点击【确定选择】按钮，配置了操作权限的人员登录系统后，在

文档云的私人共享区中也会显示此共享区，且可在此共享区中进行新增文件夹和

上传文件的操作；

访问权限：点击共享区记录后的【访问权限】按钮，打开设置操作权限页面，

选择人员，然后点击【确定选择】按钮，配置了访问权限的人员登录系统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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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云的私人共享区中也会显示此共享区，可查看该共享区下的文件，但无新增

文件夹和上传文件的操作权限；

注：本人创建的个人共享区默认会有操作权限和访问权限，无需授权操作权限和访问权限；

用户可对本人创建的共享区中的文件进行

自建共享区中的文件及文件夹的权限说明：

1、用户可对自建共享区中的新增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和【删除】操作；

2、用户可对共享至自建共享区中的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和【撤销共享】

操作；

3、用户可对自建共享区中上传的可编辑类型的文件进行【重命名】、【删

除】、【预览】、【编辑】和【下载】操作；

4、用户可对共享至自建共享区中的可编辑文件进行【重命名】、【预览】、

【编辑】、【下载】和【撤销共享】操作；

5、用户对其他用户新增或共享的文件夹有查看权限；

6、用户对其他用户上传或共享的文件有【下载】和【预览】权限；

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的文件及文件夹的权限说明：

1、用户可对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的自己新增的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和

【删除】操作；

2、用户可对自己共享至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文件夹进行【重命名】和【撤

销共享】操作；

3、用户可对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的自己上传的文件进行【重命名】、【删

除】、【预览】、【编辑】和【下载】操作；

4、用户可对本人共享至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的可编辑类型的文件进行

【重命名】、【删除】、【预览】、【编辑】和【下载】操作；

5、用户对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的其他用户新增或共享的文件夹有查看权

限；

6、用户对有操作权限的共享区中的其他用户上传或共享的文件有【下载】

和【预览】权限；

有访问权限的共享区中的文件及文件夹的权限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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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用户对有访问权限的共享区中的文件夹有查看的权限；

2、用户对有访问权限的共享区中的文件有预览和下载的权限；

4.5、计划总结

计划总结模块用于用户记录自己的工作日志、计划和总结并可供领导进

行查看和审核。

计划总结模块分为我的计划总结、计划总结审核和领导查看

4.5.1、我的计划总结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个人计划总结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添加日志、修改、导出 excel、删除选中、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我的计划总结模块分为工作日志、周计划、周总结、月计划、

月总结和年总结；个人添加的工作日志、计划、总结一般需要提交上级领导

审核。

4.5.1.1、工作日志

工作日志页面，用来给用户添加自己的工作日志记录。

日志添加：进入工作日志页面，点击【添加日志】按钮，在日志添加

页面中，输入日志内容，点击提交按钮完成，如下图；填写日志信息后点

击【提交并关闭】按钮，则该条日志被提交给领导审核；若点击【保存并

关闭】按钮，则表示仅保存该条记录，但未提交给领导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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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中：在工作日志页面，选中日志记录，点击【删除选中】按钮，

确认删除（注：只可删除状态为未审核和未提交的日志，已审核的无法删

除），如下图；

修改：点击‘审核结果’状态为未审核的记录后的修改按钮，可修改添

加的日志信息；点击‘审核结果’状态为已审核的记录后的【修改】按钮，

打开的是查看页面。

查找：可根据提交状态、审核状态和录入时间进行查找。

导出 EXCEL：将当前页中的日志导出到 excel 表中，点击【打开导出面

板】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字段，然后点击【导出】按钮，可将当前页的日

志记录导出到 excel 表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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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计划、周总结、月计划、月总结、年总结页面的基本操作请参照工作

日志。

4.5.2、计划总结审核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计划总结审核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审核、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计划总结审核模块用于给有审核权限的人员审核其他人员

提交的工作日志、周计划、月计划等。

（注：计划总结的审核和查看权限可由部门管理员在‘部门管理-OA 配置-个人办公-

计划总结’中进行配置）

4.5.2.1、工作日志

审核模块工作日志页面，是用来给上级领导审核下属提交的工作日志。

日志审核：选择需要审核的人员，点击记录的审核按钮，进入审核页

面，输入审核意见，点击审核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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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点击‘审核结果’为已审核的记录后的审核按钮，可打开查看页

面，可查看日志信息和审核信息；

查询：点击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可根据提交人员、录入时间

进行查找，选择人员或录入时间，点击搜索，即可成功查找相关数据，如

下图。

周计划、周总结、月计划、月总结和年总结页面的审核操作请参照工作

日志。

4.5.3、领导查看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领导查看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搜索、导出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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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领导查看模块，用来给领导查看下属人员提交的日志、计

划和总结的记录。

（注：计划总结的审核和查看权限可由部门管理员在‘部门管理-OA 配置-个人办公-

计划总结’中进行配置）

日志查看：在工作日志页面中，点击日志的名称，打开该日志的详情

页面进行查看,如下图

搜索：可根据提交人员、录入时间进行查找，选择人员或录入时间，

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成功查找相关数据。

导出 excel：点击【打开导出面板】按钮，选择需要导出的字段，然后点

击【导出】按钮，可将当前页的日志记录导出到 excel 表中，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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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计划、周总结、月计划、月总结和年总结页面的审核操作请参照工

作日志。

4.6、我的配置

我的配置模块主要用来给用户进行个人性化设置。

我的配置模块分为我的意见、流程代理人和个人消息规则三个子模块。

4.6.1、我的意见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意见、修改意见、删除意见

模块功能简介：我的意见中用户配置我的意见模板，录入可能需要使用的通

用意见，在流程审核过程中可以直接选择使用，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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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意见：在意见名称字段后的输入框中输入意见，然后点击【新增意

见】按钮即可；设置我的意见后，则在提交审批流程时，事项处理页面中的

意见框中会显示添加的通用意见，如下图；

修改意见：将鼠标定位至需要修改的记录的意见名称字段，则该记录处

于可编辑状态，直接修改意见，修改后点击【保存意见】按钮即可；

删除意见：勾选列表中需要删除的意见记录，然后点击【删除意见】按

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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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流程代理人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设置、修改、删除选中

模块功能简介：流程代理人模块用于为用户配置流程的代理人，则代理人

可为被代理人处理相关流程事项；一般用来设置秘书待办领导事项。

新增代理人：进入流程代办设置页面，点击【新增代理人】按钮，进

入添加页面，选择代办人，授权方式以及代办起止时间。设置完成后，点

击【确定添加】即可，如下图：

各配置项说明：

代办人：设置的代办人可在待办事宜模块中为被代办人（即当前用户）处

理相关流程事项 点击该字段后的下拉按钮，在人员列表中选择代办人即可；

授权方式：选择‘按时间授权’，则代办人可为被代办人处理代办时间段

内收到的待办事项，若不设置时间，则表示无时间限制；选择‘按单据授权’，

则会打开授权事项页面，列表中显示被代办人目前为止收到的所有待办件，

然后可在列表中勾选需要代办人处理的待办件即可；

代办时间：该字段与授权方式关联，设置授权方式为‘按时间授权’后，

再设置代办时间，则在设置的时间段内，代办人可为被代办人处理所有的待

办件；

待办事宜双向显示：勾选，表示允许，则代办人和被代办人的待办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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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显示被代办人的待办件，且被代办人有新的待办件时代办人和被代办人

都会收到消息提醒；若不勾选，表示不允许，则被代办人的待办列表中不会

显示待办件，且被代办人有新的待办件时被代办人无消息提醒，代办人有消

息提醒；

允许查看：勾选，表示允许，则代办人在代办人的已办事宜列表中会显示

被代办人的已办件；不勾选，表示不允许，则代办人在代办人的已办事宜列

表中不会显示被代办人的已办件；（目前设置为不允许后，代办人为被代办

人处理的待办件会在已办中显示，被代办人自己处理的待办件不会在已办中

显示）

代办后办理人显示：若设置为‘显示为代办人’，则代办人为被代办人处

理待办件后，已办列表中的‘办理人’显示为代办人，流程处理页面中的办

理人也显示为代办人，流程记录中的‘处理人员’显示为代办人，如 A 代理

【B】,提交人显示为代办人，A；若设置为‘仍显示为被代办人’，则代办人

为被代办人处理待办件后，已办列表中的‘办理人’显示为代办人，流程处

理页面中的办理人显示为被代办人，流程记录中的‘处理人员’和‘提交人

员’也显示为被代办人；

允许显示代理的待办：若被代办人 A 设置‘允许显示代理的待办’为允许，

则代办人 B 可查看被代办人 A 代办的待办事宜，若设置为‘不允许’，则代

办人 B不可查看被代办人 A 代办的待办事宜

4.6.3、个人消息规则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保存禁用

模块功能简介：个人消息规则中主要用来配置用户本人的消息提醒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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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禁用：勾选需禁用的方式，然后点击【保存禁用】按钮，即可，如下图；

禁用后，则当收到该类事项的消息时不会在首页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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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内部邮件

5.1、内部邮件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收发邮件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介绍：该模块为机关内部提供电子邮政服务，用于单位与单位、单

位内部传递各类电子文档。涵盖了收发普通电子邮件的主要功能。主要包括：

撰写新邮件、、收件箱、任务邮件、已发送、任务追踪、草稿箱、回收站、

邮件标签和邮箱设置。

5.1.1、写新邮件

模块功能点：撰写邮件

模块功能介绍：该模块用于用户撰写邮件并进行发送，邮件可发送给指定的

收件人，也可添加抄送和密送人员；发送邮件时可将重要的或需要收件人执

行某项任务的相关邮件设置为任务邮件，则该邮件可被归入任务邮件中，方

便发件人和收件人进行区分，可更高效的处理相关任务。

撰写邮件：操作如下，

(1) 点击写新邮件，进入新建邮件页面，见图 6-1-1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71 页

图 6-1-1

(2) 填写邮件主题，该字段为必填项；

(3)选择收件人；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收件人页面，如下图，选择

收件人；若该邮件需要同时发送给领导或其他相关人员可点击抄送按钮，抄送给

该用户；若该邮件需同时发送给某个用户，但其他收件人在查看邮件时不可看到

该用户则可点击暗送按钮，添加暗送人员：

在选择收件人对话框中，本科室 tab页中显示的是当前用户所在部门

的人员列表；本单位 tab页中显示的是当前用户所在单位的人员列表；群

组 tab页中显示的是通讯录中的内部通讯录中的公共群组和自定义群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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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员列表；最近联系人 tab 页中显示的是最近添加过的收件人员；可通

过切换不同的 tab 页来选择相应人员。被选择的人员会在已选人员列表中

显示，如下图；

若人员列表中的人员较多时，可通过搜索功能直接搜索相关人员，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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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选人员列表中，若需删除某一已选用户，可在列表中选择该用户，然后

点击 按钮，即可成功删除该用户；若需删除已选用户列表中的所有用户，可

也直接点击 按钮清空所有已选用户。

(4) 添加附件：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要加载的文件’对话框，

可同时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若需添加多个文件，可通过点击键盘上的 ctrl按钮），

然后点击【打开】按钮，则选择的附件即可从本地电脑添加上传至附件列表。如

下图

可对上传的附件进行删除，下载和转存操作，可将文件转存至网络硬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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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可对附件列表中的 doc、docx、xls 和 xlsx类型的附件可进行编辑操作，点击

【编辑】按钮，打开文件编辑页面，可对文件内容进行编辑；点击添加附件按钮

后的下拉按钮，选择【清空已上传】，可将附件列表中的邮件都删除

(5)添加正文：添加正文内容，正文字段提供了一个功能强大的文本编辑器，

其操作类似操作 WORD。不同各式的外部文件如 word文档、文本文件、html 文

件等，可以直接粘贴到邮件正文编辑器中。对于文本编辑框中的文字，可以进行

排版，文字大小、字体、颜色、位置等进行设置。同时在邮件正文中可以插入超

链接，也可以插入图片文件。

(6)短信题型：勾选‘短信题型’，设置该选项后则邮件的收件人会收到相

关的手机短信提醒。该选项主要用于一些重要的邮件事务中，例如，会议通知等。

(7)任务邮件：勾选‘任务邮件’，则该邮件就以任务邮件的形式发送出去。

发送后在发件人的已发送和任务追踪模块中都会显示该邮件（任务追踪模块中显

示所有的已发送任务邮件）且在收件人的收件箱和任务邮件模块中都会显示该邮

件（任务邮件中显示所有接收到的任务邮件）

(8)免打扰：勾选‘免打扰’，则收件人和发件人打开邮件详情页面，在邮

件详情页面中的免打扰功能默认为关闭状态，如下图；则邮件的发件人或收件人

对邮件进行反馈后，其他人员不会收到相关提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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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击【存草稿】按钮，则邮件被保存至草稿箱，您可以在草稿箱中找到

该邮件并继续编辑或发送。

(10)点击【放弃】按钮，则邮件不会被保存至草稿箱，该写邮件页面被放弃，

页面跳转至收件箱列表页面。

(11)点击【立即发送】按钮，则邮件被立即发送；

5.1.2、已发送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查询、来往邮件查询、查看、增加收件人、转任务

邮件、转发、删除、永久删除、邮件收回、邮件反馈

模块功能介绍：每一封您发出去的邮件都会被系统转移到已发送菜单模块中

以便当前用户进行查询。发件人同时能通过已发邮件模块中的邮件签收功

能，查看“收件人”是否已成功签收当前邮件。如果邮件已经被收件人打开

签收，则对应已发送邮件标题的签收栏中会显示为 图标，如果这封邮件

没有被收件人或只是被多个收件人中的部份人员查看过，则其签收状态显示

为 图标；列表中的邮件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最新发送的邮件将

显示在最上方；

视图切换：点击左侧栏目中的已发送，进入已发邮件列表页面，见下图：

列表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按钮，可

将视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如下图；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左侧的邮件，

右侧显示该邮件的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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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列视图模式

两列视图模式

查询：用户可以按邮件的标题、收件人、反馈意见、发件时间及是否包

含附件进行查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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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邮件查询：点击列表中的收件人字段中的收件人姓名，显示该人员

的标签，如下图；

可查看该用户的基本信息，如，部门，职务、办公号码和手机号码，点

击底部的【来往邮件】按钮，显示当前用户与该用户的所有来往邮件。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邮件，打开邮件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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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各按钮的功能如下：

增加收件人：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收件人对话框，可添加收

件人；当需要将邮件补发给其他人员时可使用该功能。

转任务邮件：若该邮件不是任务邮件，则页面上方会显示一个

按钮，点击此按钮后，此邮件即被转为任务邮件，邮件底部的

反馈列表中会产生一条转为任务邮件的记录，且该邮件在发件人的‘任

务追踪’数据列表中和该邮件的收件人的‘任务邮件’数据列表中显示；

若该邮件是任务邮件，则页面上方会显示一个 按钮，点击此按

钮后，表示当前用户结束了此任务，邮件底部的反馈列表中会产生一条

结束任务的记录，且该邮件在当前用户的‘任务追踪’数据列表中不再

显示；

转发：点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具体参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

后只需选择转发人员，选择完毕点 即可（注，若原邮件中有附件，

则点击转发按钮后，在邮件转发页面，附件字段也会获取到原邮件的附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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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点击 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则该邮件被

删除，在已收邮件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永久删除】按钮，则该邮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

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邮件收回：点击 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邮件收回】，打

开邮件签收情况对话框，列表中显示该邮件所有的收件人、抄送人和密

送人的签收记录，包括，所属单位、办公电话和签收时间，已签收的人

员会显示具体的签收时间；勾选记录，点击【确认收回】按钮，则该邮

件在该用户的收件箱列表中消失，如下图。（注：已签收的也可进行收

回）

邮件反馈：在邮件底部的反馈文本框中输入反馈的内容，然后点击【反

馈】按钮，可成功添加反馈信息（若其他收件人或发件人未设置免打扰

模式，则可收到邮件反馈的消息提醒），添加的反馈记录在邮件反馈列

表中显示，如下图；本人添加的反馈记录还可进行【撤回】和【修改】

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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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打扰：邮件标题下的按钮显示为‘off’表示为非免打扰状态，如下

图，此时有邮件反馈信息时该用户可收到消息提醒；点击该按钮，则状

态显示为‘ON’此时表示开始免打扰模式，则此时若有反馈信息，则该

用户不会收到相关的在线信息提醒；

5.1.3、任务追踪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查询、来往邮件查询、查看、增加收件人、结

束任务、转发、删除、永久删除、邮件收回、邮件反馈

模块功能介绍：任务追踪模块用户显示当前用户发出的任务邮件。

视图切换：点击左侧栏目中的任务追踪，进入任务追踪邮件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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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下图：列表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

按钮，可将视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如下图；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左侧

的邮件，右侧显示该邮件的详情页面。

两列视图模式

查询：在邮件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收件人

或反馈意见进行搜索，如下图；

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可实现按发件时间及是否包含附件进行查询，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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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邮件查询：点击列表中的收件人字段中的收件人姓名，显示该人员

的标签，如下图；

可查看该用户的基本信息，如，部门，职务、办公号码和手机号码，点

击底部的【来往邮件】按钮，显示当前用户与该用户的所有来往邮件。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邮件，打开邮件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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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各按钮的功能如下：

增加收件人：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收件人对话框，可添加收

件人；当需要将邮件补发给其他人员时可使用该功能。

结束任务：点击 按钮，表示当前用户结束了此任务，邮件底

部的反馈列表中会产生一条结束任务的记录，且该邮件在当前用户的‘任

务追踪’数据列表中不再显示；

转发：点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具体参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

后只需选择转发人员，选择完毕点 即可（注，若原邮件中有附件，

则点击转发按钮后，在邮件转发页面，附件字段也会获取到原邮件的附

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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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点击 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则该邮件被

删除，在已收邮件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永久删除】按钮，则该邮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

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邮件收回：点击 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邮件收回】，打

开邮件签收情况对话框，列表中显示该邮件所有的收件人、抄送人和密

送人的签收记录，包括，所属单位、办公电话和签收时间，已签收的人

员会显示具体的签收时间；勾选记录，点击【确认收回】按钮，则该邮

件在该用户的收件箱列表中消失，如下图。（注：已签收的也可进行收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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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反馈：在邮件底部的反馈文本框中输入反馈的内容，然后点击【反

馈】按钮，可成功添加反馈信息（若其他收件人或发件人未设置免打扰

模式，则可收到邮件反馈的消息提醒），添加的反馈记录在邮件反馈列

表中显示，如下图；本人添加的反馈记录还可进行【撤回】和【修改】

操作

免打扰：邮件标题下的按钮显示为‘off’表示为非免打扰状态，如下

图，此时有邮件反馈信息时该用户可收到消息提醒；点击该按钮，则状

态显示为‘ON’此时表示开始免打扰模式，则此时若有反馈信息，则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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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不会收到相关的在线信息提醒；

5.1.4、收件箱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查询、未读邮件查看、来往邮件查询、签收、

查看、增加收件人、转任务邮件、转发、回复、回复全部、转移到、删除、

永久删除、邮件反馈、编辑标签

模块功能介绍：收件箱页面显示所有收到的邮件，未签收的邮件标题

以红色字体显示，已签收的邮件以黑色标题显示，见下图；列表中的邮件

按时间的先后顺序依次排列，最新发送的邮件将显示在最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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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读邮件查看：在收件箱邮件列表页面，在记录上方的状态中选择‘未

读’，如下图，则列表中显示所有的未读邮件。

视图切换：点击左侧栏目中的收件箱，进入收件箱邮件列表页面；列表

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按钮，可将视

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如下图；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左侧的邮件，右侧

显示该邮件的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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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列视图模式

查询：在邮件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收件人或反馈

意见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可实现按发件时间及是否包含

附件进行查询，如下图。

来往邮件查询：点击列表中的发件人字段中的发件人姓名，显示该人员

的标签，如下图；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89 页

可查看该用户的基本信息，如，部门，职务、办公号码和手机号码，点

击底部的【来往邮件】按钮，显示当前用户与该用户的所有来往邮件。

转移到：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然后选择指定的文件夹，可将邮件转移到

指定的文件夹下，转移后用户可在收件箱的该文件夹下找到该邮件。注：用

户如要使用邮件转移到功能，首先要进行文件夹的自定义创建，文件夹的创

建请参考邮箱设置。

签收：勾选列表中未读状态的记录，直接点击 按钮，则勾选的记

录直接转为已读状态，邮件标题颜色变为黑色。

删除：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邮件被删除，在收件箱

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按钮，则该邮

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邮件，打开邮件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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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各按钮的功能如下：

添加收件人：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收件人对话框，可添加收

件人；当需要将邮件补发给其他人员时可使用该功能。

转任务邮件：若该邮件不是任务邮件，则页面上方会显示一个

按钮，点击此按钮后，此邮件即被转为任务邮件，邮件底部的

反馈列表中会产生一条转为任务邮件的记录，且该邮件在发件人的‘任

务追踪’数据列表中和该邮件的收件人的‘任务邮件’数据列表中显示；

若该邮件是任务邮件，则页面上方会显示一个 按钮，点击此按

钮后，表示当前用户结束了此任务，邮件底部的反馈列表中会产生一条

结束任务的记录，且该邮件在当前用户的‘任务邮件’数据列表中不再

显示；

转发：点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具体参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

后只需选择转发人员，选择完毕点 即可（注，若原邮件中有附件，

则点击转发按钮后，在邮件转发页面，附件字段也会获取到原邮件的附

件）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91 页

回复：点击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收件人字段自动获取邮件的

发件人，具体参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后点 即可。

回复所有：点击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收件人字段自动获取邮

件的发件人和除当用用户以外的其他收件人和抄送人，如下图；具体参

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后点 即可。

转移到：点击 按钮，可将邮件转移到指定的文件夹下，转存后

可在收件箱的该文件夹下找到该邮件。注：用户如要使用邮件转移到功

能，首先要进行文件夹的自定义创建，文件夹的创建请参考邮箱设置。

删除：点击 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则该邮件被

删除，在已收邮件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永久删除】按钮，则该邮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

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编辑标签：点击邮件标题右侧的编辑标签按钮，显示标签列表，可选

择标签列表中的已有标签也可手动输入新的标签，输入新标签后按回车

即可成功创建新的标签，且该标签为选中状态，如下图；邮件标签设置

请查看邮箱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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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件反馈：在邮件底部的反馈文本框中输入反馈的内容，然后点击【反

馈】按钮，可成功添加反馈信息（若其他收件人或发件人未设置免打扰

模式，则可收到邮件反馈的消息提醒），添加的反馈记录在邮件反馈列

表中显示，如下图；本人添加的反馈记录还可进行【撤回】和【修改】

操作

免打扰：邮件标题下的按钮显示为‘off’表示为非免打扰状态，如下

图，此时有邮件反馈信息时该用户可收到消息提醒；点击该按钮，则状

态显示为‘ON’此时表示开始免打扰模式，则此时若有反馈信息，则该

用户不会收到相关的在线信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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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任务邮件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查询、未读邮件查看、来往邮件查询、签收、

查看、增加收件人、转任务邮件、转发、回复、回复全部、转移到、删除、

永久删除、邮件反馈、编辑标签

模块功能介绍：任务邮件模块用于显示接收到的任务邮件；

视图切换：点击左侧栏目中的任务邮件，进入任务邮件列表页面；列表

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按钮，可将视

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如下图；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左侧的邮件，右侧

显示该邮件的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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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列视图模式

未读邮件查看：在任务邮件列表页面，在记录上方的状态中选择‘未读’，

如下图，则列表中显示所有的未读邮件。

转移到：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然后选择指定的文件夹，可将邮件转移到

指定的文件夹下，转移后用户可在收件箱的该文件夹下找到该邮件。注：用

户如要使用邮件转移到功能，首先要进行文件夹的自定义创建，文件夹的创

建请参考邮箱设置。

签收：勾选列表中未读状态的记录，直接点击 按钮，则勾选的记

录直接转为已读状态，邮件标题颜色变为黑色。

结束任务：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则勾选的记录在任

务邮件列表中消失。

删除：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邮件被删除，在收件箱

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按钮，则该邮

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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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在邮件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收件人

或反馈意见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可实现按发件时间及

是否包含附件进行查询。

来往邮件查询：点击列表中的发件人字段中的发件人姓名，显示该人员

的标签，如下图；

可查看该用户的基本信息，如，部门，职务、办公号码和手机号码，点

击底部的【来往邮件】按钮，显示当前用户与该用户的所有来往邮件。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邮件，打开邮件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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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邮件详情页面中的回复按钮后的下拉按钮，显

示所有功能按钮列表，页面中各按钮的功能如下：

添加收件人：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收件人对话框，可添加收

件人；当需要将邮件补发给其他人员时可使用该功能。

结束任务：点击页 按钮，表示当前用户结束了此任务，邮件

底部的反馈列表中会产生一条结束任务的记录，且该邮件在当前用户的

‘任务邮件’数据列表中不再显示；

转发：点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具体参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

后只需选择转发人员，选择完毕点 即可（注，若原邮件中有附件，

则点击转发按钮后，在邮件转发页面，附件字段也会获取到原邮件的附

件）

回复：点击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收件人字段自动获取邮件的

发件人，具体参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后点 即可。

回复所有：点击 按钮进入邮件转发页面，收件人字段自动获取邮

件的发件人和除当用用户以外的其他收件人和抄送人，如下图；具体参

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后点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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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点击 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删除】，则该邮件被

删除，在已收邮件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永久删除】按钮，则该邮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

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编辑标签：点击邮件标题下方的编辑标签按钮，显示标签列表，可选

择标签列表中的已有标签也可手动输入新的标签，输入新标签后按回车

即可成功创建新的标签，且该标签为选中状态，如下图；邮件标签设置

请查看邮箱设置

邮件反馈：在邮件底部的反馈文本框中输入反馈的内容，然后点击【反

馈】按钮，可成功添加反馈信息（若其他收件人或发件人未设置免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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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则可收到邮件反馈的消息提醒），添加的反馈记录在邮件反馈列

表中显示，如下图；本人添加的反馈记录还可进行【撤回】和【修改】

操作

免打扰：邮件标题下的按钮显示为‘off’表示为非免打扰状态，如下

图，此时有邮件反馈信息时该用户可收到消息提醒；点击该按钮，则状

态显示为‘ON’此时表示开始免打扰模式，则此时若有反馈信息，则该

用户不会收到相关的在线信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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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6、草稿箱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查询、来往邮件查询、邮件编辑、删除、永久

删除

模块功能介绍：草稿箱模块中会显示所有保存为草稿件的邮件信息。

对于保存为草稿件的邮件，用户点击当前稿件标题后选择编辑进入写邮件

状态，可继续对当前草稿件进行修改编辑后发送，草稿箱邮件列表页面如

下图；

视图切换：点击左侧栏目中的草稿箱，进入草稿箱邮件列表页面；列表

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按钮，可将视

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左侧的邮件，右侧显示该邮

件的编辑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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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往邮件查询：点击列表中的收件人字段中的收件人姓名，显示该人员

的标签，如下图；

可查看该用户的基本信息，如，部门，职务、办公号码和手机号码，点

击底部的【来往邮件】按钮，显示当前用户与该用户的所有来往邮件。

删除：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邮件被删除，在草稿箱

列表中不再显示，在回收站中可查看到该邮件；点击 按钮，则该邮

件被永久删除，且该邮件在回收站中也不会显示（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查询：在邮件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或收件人

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可实现按发件时间及是否包含附

件进行查询。

邮件编辑：点击标题，打开邮件编辑页面，可对邮件进行修改，具体参

照写邮件，编辑好邮件后点 即可

5.1.7、回收站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查询、来往邮件查询、还原选中、永久删除、

邮件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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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介绍：回收站功能菜单模块用于存放和管理由“收件箱、已

发送、任务邮件、任务追踪和草稿箱”中删除的邮件。对于放入回收站中

的邮件，用户可进行回收站稿件还原、清空回收站等操作。见下图

视图切换：点击左侧栏目中的回收站，进入回收站邮件列表页面；列表

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图切换按钮，可将视

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两列视图模式下，点击左侧的邮件，右侧显示该邮

件的详情页面，如下图；

未读邮件查看：在回收站邮件列表页面，在记录上方的状态中选择‘未

读’，如下图，则列表中显示所有的未读邮件。

来往邮件查询：点击列表中的收件人字段中的收件人姓名，显示该人员

的标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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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查看该用户的基本信息，如，部门，职务、办公号码和手机号码，点

击底部的【来往邮件】按钮，显示当前用户与该用户的所有来往邮件。

查询：在邮件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或收件人

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可实现按发件时间及删除时间进

行查询。

永久删除：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邮件被删除，

在回收站列表中不再显示，该邮件不可再还原。（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还原选中：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则选中的邮件被还

原到原来所在的功能菜单栏中（如，收件箱中删除的邮件还原选中后，该邮

件被还原到收件箱列表中）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邮件，打开邮件详情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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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各按钮的功能如下：

还原：点击【还原】按钮，则该邮件被还原到原来所在的功能菜单栏

中。

永久删除：点击【永久删除】按钮，则该邮件被删除，在回收站列表

中不再显示，该邮件不可再还原。（使用该功能要谨慎）。

5.1.8、邮箱设置

模块功能点：默认视图设置、添加标签、添加文件夹

模块功能介绍：邮箱设置模块用于设置内部邮件中各模块的数据列表页

面的默认显示方式，设置显示方式后，则模块打开的数据列表页面的默认显

示方式即为设定的模式；自定义文件夹的添加和创建，添加的文件夹能有效

的对公务邮件中的邮件进行分类管理和阅览，为用户使用公务邮件系统带来

更多便利；自定义标签的添加和创建，；邮箱设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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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模式：勾选模式前的单选框，即可设置成功；阅读方式默认的选择

项为‘单列式阅读’；

添加文件夹：在输入框中输入文件夹名称，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

可，如下图；点击编辑按钮，可修改文件夹的名称；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

该文件夹（注：删除文件夹后，存放至该文件夹下的邮件不会被删除，可在

收件箱列表中查找到）

添加的文件夹会在左侧的收件箱菜单下显示；点击左侧的文件夹，即可

查看存放到该文件夹下的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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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标签：在基本设置页面中的邮件标签栏中，输入标签名称，点击

【保存】按钮，即可，如下图；添加标签后，该标签在左侧的邮件标签菜

单下显示该标签，点击左侧的标签，右侧显示属于该标签的邮件；点击编

辑按钮，可修改标签的名称；点击删除按钮，可删除该标签（注：删除标

签后，存放至该标签下的邮件不会被删除，可在收件箱列表中查找到）

设置标签后，则当收到的邮件标题中含有与标签名称相同的关键字，则

该邮件可自动归于该标签下，如设置标签名称为‘重要通知’，则当收到的

邮件标题中含有关键字‘重要通知’，该邮件即会被自动归于该标签下，点

击左侧的邮件标签中的‘重要通知’，可查看到归于该标签下的所有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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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行政管理

行政管理分为一下几个模块：会议通知、人事管理、会议室管理、用车

管理、资产管理、部门计划、请假管理、图书管理、值班管理和督办管理。

6.1、会议室管理

会议室管理用于管理和查看单位的会议室使用情况和会议相关信息。

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模块：会议室查询、申请追踪、会议查询、与会安排、

我的会议和会议通知。

6.1.1、会议室查询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会议室申请和查看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申请、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会议室查询模块用于添加会议申请记录及查看单位中已审

批通过的申请会议室申请信息，如下图；

周视图：会议室查询页面默认以周视图来展示本周的会议室使用情况，

点击日期的左右按钮，可以切换至上一周或下一周；日历表中若会议室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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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日期中有会议申请记录，则该条记录会以不同的颜色显示会议的标题，将

鼠标移至该条记录，会显示会议的具体时间段，如下图

日视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日】按钮，展示日视图页面，如下图；点击

日期的左右按钮，可切换至前一日或后一日；

若当前的日历表中的日期为非当天的日期，则点击【今天】按钮，可快

速定位至当天的日期；

会议室申请：点击日历表中的空白区，可打开会议室申请页面，打开的

申请页面中的会议时间默认显示的是选择的日期的时间，如在周视图的日历

表中，点击‘周一 03-27’的空白区，则打开的会议申请页面中的‘会议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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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时间’为 2018-03-27 00:00 ‘会议结束时间’为 2018-03-28 00:00；在日历

表中，也可连续拖动多天的空白区，如连续拖动 2018-03-28到 2018-03-30，

如下图；操作方法：按住鼠标不放，连续拖动 3 天

会议申请的详细操作请参考申请追踪模块，此处不再详述；

查看：点击日历表中的记录，打开会议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会议室

申请信息，如申请人、会议内容、与会人员及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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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申请追踪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会议室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申请、搜索、查看、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申请追踪模块用于用户的会议室申请，及对本人的会议室

申请记录的流程状态进行追踪和查看，申请追踪页面如下图；

申请：点击 按钮，打开会议室申请页面，如下图；填写各字段

信息，其中，会议名称、会议地点及会议时间字段为必填项，其他字段根

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填，然后点击 按钮，则该条记录在申请追踪数据列

表页面中显示，状态为‘未提交’；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

选择审批人员，把申请单送给审批人员审批。会议申请审批通过后，系统

会给与会人员发通知邮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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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会议地点字段下拉列表中的选择项可在后台管理-OA 配置-行政管理-会议室配置

或部门管理-OA 配置-行政管理-会议室配置中进行配置；需提供服务项目字段中的服

务项目可在后台管理-OA配置-行政管理-会议服务项目或部门管理-OA配置-行政管理-

会议服务项目中进行配置

删除选定：列表中‘未提交’状态的记录可删除；勾选‘未提交’状

态的申请记录前的勾选框，点击 按钮，即可成功删除记录；

修改：点击列表中‘未提交’状态申请记录的会议名称字段，打开会

议室申请页面，可修改会议室申请信息，然后点击 按钮，可成功修改

申请信息；也可点击 按钮，直接提交该申请记录进行审核；

查看：点击列表中非‘未提交’状态的申请记录，可打开会议室申请查

看页面，查看会议室申请的详细信息和流程追踪情况，如下图；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111 页

搜索：进入申请追踪页面后，可以按会议名称、流程状态、申请时间、

会议地点和会议时间进行搜索；在数据列表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

可实现按会议名称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更多的

搜索项，设置需搜索的信息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如下图；

6.1.3、会议查询

模块使用对象：会议室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搜索、查看、签到情况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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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在会议查询页面中，可以查询本单位的所有已经审批通过

的会议申请，会议查询页面如下图；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申请记录的会议名称字段，可打开会议室申请查

看页面，查看会议室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与会人员、服务项，

签到情况和流程追踪信息等。

签到情况查看：在会议室申请查看页面，点击‘签到情况’字段后的

签到情况标识符，打开签到情况查看页面，如下图；

搜索：在页面中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按会议名称字段进

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更多的搜索字段，可实现按

申请时间、会议地点和会议时间进行搜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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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清空搜索项中设置的搜索内容，然后重新输入搜索

项，点击 按钮，进行搜索；

6.1.4、与会安排

模块使用对象：会议室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人员筛选、签到情况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一周与会安排是用来查看部门中各人员的会议安排情况，

与会安排页面如下图。

周视图：与会安排页面默认以周视图来展示本周的部门中各人员的与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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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排情况，周日历表中，与会记录以蓝色背景显示，且将鼠标移至该条记录，

会显示会议的具体时间段，如下图

点击日期的左右按钮，可以切换至上一周或下一周；若当前日历表中的

日期为非当前周，则点击左上角的【今天】按钮，可快速的切换至本周；

日视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日】按钮，展示日视图页面，如下图；点击

日期的左右按钮，可切换至前一日或后一日；点击【今天】按钮，日历表可

快速的切换至当天的日期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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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筛选：点击左侧姓名旁人员图片按钮，弹出选择人员界面，选择需

要显示的人员，点击【确定选择】按钮，即可，如下图。

查看：点击日历表中的记录，打开会议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会议室

申请信息，如申请人、会议内容、与会人员及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签到情况查看：在会议室申请查看页面，点击‘签到情况’字段后的

签到情况标识符，打开签到情况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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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5、我的会议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会议室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签到情况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我的会议模块分别以月视图、周视图及日视图的形式展示

了当前用户本人的与会安排情况，与会安排页面如下图。

月视图：我的会议页面默认显示的是月视图页面，在月日历表中显示当

前用户该月的所有与会安排记录，与会记录以蓝色背景显示；点击上方日期

的左右按钮，可跳转至上个月或下个月；若当前日历表中显示的不是本月的

日期，则点击【今天】，日历表可快速定位至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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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视图：点击左上角的【周】按钮，页面切换至周视图页面，如下图；

点击上方日期的左右按钮，可跳转至上一周或下一周；若当前日历表中显示

的不是当前周的日期，则点击【今天】，日历表可快速定位至当前周；

工作周视图：点击左上角的【工作周】按钮，页面切换至工作周视图页

面（除去周六和周日），如下图；点击上方日期的左右按钮，可跳转至上一

工作周或下一工作周；若当前日历表中显示的不是当前工作周的日期，则点

击【今天】，日历表可快速定位至当前工作周；

日视图：点击左上角的【日】按钮，页面切换至日视图页面，如下图；

点击上方日期的左右按钮，可跳转至前一天或后一天；若当前日历表中显示

的不是当天的日期，则点击【今天】，日历表可快速定位至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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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点击日历表中的记录，打开会议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会议室

申请信息，如申请人、会议内容、与会人员及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签到情况查看：在会议室申请查看页面，点击‘签到情况’字段后的

签到情况标识符，打开签到情况查看页面，如下图；

6.1.6、会议通知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会议室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签到情况查看、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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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会议通知模块用于展示当前用户本人参与的已经审批通过

会议信息，如，若当前用户是某个会议的与会领导、主持人或与会人员，

则该条会议申请记录即会在该模块的数据列表中显示，方便用户查看自己

的与会情况，会议通知页面如下图。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申请记录的会议名称字段，可打开会议室申请查

看页面，查看会议室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与会人员、服务项，

签到情况和流程追踪信息等。

签到情况查看：在会议室申请查看页面，点击‘签到情况’字段后的

签到情况标识符，打开签到情况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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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在页面中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按会议名称字段进

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更多的搜索字段，可实现按

流程状态、申请时间、会议地点和会议时间进行搜索，如下图

点击 按钮，可清空搜索项中设置的搜索内容，然后重新输入搜索

项，点击 按钮，进行搜索；

6.1.7、会议室管理流程

会议室管理的一般流程图，如下图；

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会议室管理流程具体如下：

(1)申请：在‘行政办公-会议室管理-申请追踪’页面点击【申请】按钮，或在

‘行政办公-会议室管理-会议室查询’页面中点击日历表中的空白区，打

开会议室申请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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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申请表中的各字段信息，其中，‘会议名称’、‘会议地点’、‘会

议时间’及‘承办单位’为必填字段，其他字段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填；

如果暂时不需提交申请，可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申请记录；若需

提交该申请，则点击【申请】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选择处理人，然后

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将该条申请记录提交给处理人员进行审批；

(2)领导审批：审核人员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看到该待

办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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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会议申请的详细信息，如会议地点，会议时间，申请人等信息；

若审核不通过，则点击【退回】，并在签署意见框中填写退回意见，将流程退

回到申请人处，申请人可通过查看退回意见修改申请信息重新提交申请；若审

核通过，则点击【通过】按钮，将流程提交给申请人员，通知申请人员该申请

记录已审批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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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通知相关人员：领导审批通过后，流程流转至申请人，通知申请人其提交的

申请记录已审批通过；且会将该条会议信息通知给该会议的相关人员，如

与会领导、主持人及与会人员，告知其会议的相关信息；

A. 会议通知：领导审批通过后，该会议的与会领导、主持人及与会人员都会

收到一条【会议通知】记录，用户可在首页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看到该条记录，

如下图；

点击打开该条【会议通知】记录，可查看会议室申请的详细信息，如，会议地

点、会议时间、会议申请人、会议内容等，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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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签收情况字段后的按钮，可打开签收情况查看页面，查看该会议的与会领

导、主持人及与会人员的会议通知签收情况；点击页面左上角的【知道了】按

钮，则表示该用户签收成功；

B. 通知申请人：当申请记录审批通过后，申请人员即可收到【通知申请人】

的待办件，申请人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看到该待

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申请人

可看到会议的详细信息及该条申请记录的流程追踪信息、审批意见及签收情

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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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签收情况字段后的按钮，可打开签收情况查看页面，查看该会议的

与会领导、主持人及与会人员的会议通知签收情况，如下图；点击【知道了】

按钮，流程结束；

6.2、车辆管理

用车管理模块用来管理单位的用车申请事项。

6.2.1、用车情况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用车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申请、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用车情况页面用来查询单位各车辆的使用情况且可进行用

车申请操作，用车情况页面如下图；列表中显示所有审批通过的用车记录

（即审批通过后通知申请人时则该条申请记录会在列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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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视图：用车情况页面默认以周视图来展示本周的用车使用情况，点击

日期的左右按钮，可以切换至上一周或下一周；日历表中若车辆对应的日期

中有用车申请记录，则该条记录会以不同的颜色显示该条记录的用车申请人

和用车时间信息，将鼠标移至该条记录，会显示用车的具体时间段，如下图

日视图：点击页面上方的【日】按钮，展示日视图页面，如下图；点击

日期的左右按钮，可切换至前一日或后一日；点击日历表中的时间段中的左

右按钮可调整显示的时间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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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当前的日历表中的日期为非当天的日期，则点击【今天】按钮，可快

速定位至当天的日期；

用车申请：点击日历表中的空白区，可打开用车申请页面，打开的申请

页面中的用车时间默认显示的是选择的日期的时间，如在周视图的日历表

中，点击‘周一 03-27’的空白区，则打开的会议申请页面中的‘预计发车

时间’为 2018-03-27 00:00 ‘预计结束时间’为 2018-03-28 00:00；在日历表

中，也可连续拖动多天的空白区，如连续拖动 2018-03-28 到 2018-03-30，如

下图；操作方法：按住鼠标不放，连续拖动 3 天

用车申请的详细操作请参考申请追踪模块，此处不再详述；

查看：点击日历表中的记录，打开用车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用车申

请信息，如申请人、用车时间、用车去向及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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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申请追踪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用车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用车申请、查看、搜索、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申请追踪模块主要用来提交本人的用车申请和查看本人的

用车申请记录，申请追踪页面如下图；

用车申请：点击 按钮，打开用车申请页面，如下图；在用

车申请表中，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使用车辆’、‘预计发车时间’、

‘预计结束时间’、‘用车去向’、‘用车事由’和‘用车人数’字段为

必填项；其他字段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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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选择‘使用车辆’后，若该车辆在后台管理中的车辆管理中已配置

了默认驾驶员，则‘驾驶员’信息可自动获取，也可修改驾驶员信息；若该

车辆未配置默认驾驶员，则可选择任意属于该单位的驾驶员；驾驶员及车辆

的配置请查看后台配置-OA 配置-行政管理-车辆配置和驾驶员配置；

点击【保存】按钮，则不提交该申请，仅保存该条申请记录；点击【送

审核】按钮，则将该申请提交给相关人员进行审核；

查看：点击列表中‘未提交’状态的申请记录后的 按钮，则可打开

用车申请编辑页面（与新增申请页面相同），可修改申请信息，然后点击【保

存】按钮继续保存，若点击【送审核】按钮，提交给相关人员进行处理；点

击列表中其他状态的申请记录后的 按钮，则打开用车申请查看页面，可

查看详细的申请信息和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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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按键盘上的回车

（enter）按钮，可实现按用车事由进行搜索的功能；点击搜索框后的 按

钮，显示更多的搜索项，可实现按‘申请状态’、‘用车时间’、‘使用

车辆’和‘申请时间’进行搜索的功能；

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的‘未提交’或‘退回’状态的记录，点击【删

除选定】按钮，可成功删除未提交的申请记录。

6.2.3、用车查询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用车查询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用车查询模块是用来查看单位中所有已经审批通过的用车

申请记录，用车查询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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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点击列表中申请记录后的 按钮，则打开用车申请查看页面，

可查看详细的申请信息和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搜索：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按键盘上的回车

（enter）按钮，可实现按用车事由进行搜索的功能；点击搜索框后的 按

钮，显示更多的搜索项，可实现按‘用车时间’、‘使用车辆’和‘申请

时间’进行搜索的功能；

6.2.4、用车统计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用车统计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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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用车查询统计模块用来统计单位中各个部门车辆的使用情

况，如各车辆的使用次数和使用历程，用车统计页面如下图；

查看：在用车统计页面，点击里程数，可查看该车辆的详细使用情况，

如下图；

统计：在用车时间字段中选择需要统计的时间段，然后点击【统计】

按钮，列表中显示所选时间范围内的各部门的各车辆的用车次数和行驶里

程数，如下图；

6.2.5、用车申请流程

用车申请的一般流程图，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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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用车申请流程具体如下：

(1)申请：在‘行政办公-车辆管理-用车管理-申请追踪’页面点击【用车

申请】按钮，或在‘行政办公-车辆管理-用车情况’页面中点击日历表中的

空白区，打开用车申请页面，如下图；

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使用车辆’、‘预计发车时间’、‘预计结束

时间’、‘用车去向’、‘用车事由’和‘用车人数’字段为必填项；

如果暂时不需提交申请，可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申请记录；若需

提交该申请，则点击【申请】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选择处理人，然后

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将该条申请记录提交给处理人员进行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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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审批：审核人员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

看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用车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用车时间，用车去向和用车事由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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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审核不通过，则点击【退回】，并在签署意见框中填写退回意见，将流程退

回到申请人处，申请人可通过查看退回意见修改申请信息重新提交申请；若审

核通过，则点击【通过】按钮，将流程提交给申请人员，通知申请人员该申请

记录已审批通过；

(3)通知申请人：当审核通过后，用车申请人员可收到申请通过的通知；

用车人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看到该通知，如

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审批信息，如下图；然后点

击【知道了】按钮即可，然后将该流程提交给登记人员进行行驶里程数的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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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4)登记里程：车辆管理人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

醒中可看到‘登记里程’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条记录，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详细的申请信息和流程追踪

信息，然后填写用车里程数后点击【送归档】按钮，提交给归档人员进行归

档，如下图；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137 页

(5)归档：归档人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看

到‘归档’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条记录，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详细的申请信息和流程追踪

信息，然后点击【归档】按钮，流程结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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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值班管理

值班管理模块主要用于规范值班工作，对各值班时间段的值班人员进

行合理安排，且值班人员可对值班情况进行反馈登记，方便领导及时了解

每天的值班情况。

值班管理的流程为：排班管理员进行排班--排班管理员生成值班表--

值班人员进行值班登记并提交给领导审核--上级领导进行值班登记审核；

值班管理主要包含以下几个子模块：排班设置、值班表、值班登记、

代调班记录表、值班情况、总值班表；

6.3.1、排班设置

模块使用对象：排班管理员、单位管理员、系统管理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值班类型、删除、修改

模块功能简介：在值班管理模块中，首先需值班管理员在排班设置中对各

值班段的值班人员进行排班设置；

新增值班类型：点击页面中的【新增值班类型】按钮，打开新增值班类

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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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值班表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生成值班表、值班登记、调班申请、代班申请、值班情况查

看

模块功能简介：值班管理员进行排班设置后，‘排班管理员’角色人员（若

无该角色，则默认由‘ouadmingroup’或‘admingroup’角色人员进行此

操作）可在值班表页面进行生成值班表的操作；其他人员无此操作的权限；

生成值班表后，在日历表中会显示所有的值班信息，且值班人员可进行值

班登记、调班申请和代班申请操作；

生成值班表：‘排班管理员’角色人员在值班表页面，在日历表上方的

日期控件中选择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后，点击【生成值班表】按钮，即可生

成设置的时间段内的值班表信息，系统根据排班设置中选择的值班人员自动

进行排班；（仅‘排班管理员’角色人员或‘ouadmingroup’、‘admingroup’

角色人员有此操作按钮，其他人员无此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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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值班表：勾选日历表上方的‘我的值班表’，则日历表中仅显示当

前用户的值班记录，如下图；

视图切换：点击值班表模块默认显示的是月视图页面，点击左上角的‘周’、

‘日’可分别切换为周视图和日视图，周视图页面如下；在周视图页面，若当前

页展示的不是当前周的日期，则点击今天按钮，可将页面切换至当前周（月视图

和日视图页面也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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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情况查看：点击日历表中的值班记录，打开情况查看页面，可查看详细

的值班信息，如下图；若点击当前用户当天的值班记录，则可进行值班登记、申

请代班和申请调班操作；若点击当前用户当前日期后的值班记录，则可进行申请

代班和申请调班操作，不可进行值班登记操作；

注：值班登记操作请参考 6.3.3、值班登记；申请代班和申请调班操作请参考 6.3.4.代调班记

录表；此处不进行详述

6.3.3、值班登记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值班人员

模块功能点：值班登记、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生成值班表后，值班人员在值班登记页面进行值班登记；

故值班登记页面显示当前日期及之前的未登记过的值班记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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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登记：点击值班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值班登记页面，如下图；填写

值班情况后，点击 按钮，可将该条值班信息提交给上级领导进行审核；

搜索：设置日期后点击搜索，可搜索到当前用户搜索时间范围内的所

有未登记的值班记录（不可搜索当前日期后的值班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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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代调班记录表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值班人员

模块功能点：代班申请、调班申请、删除选定、打开导出面板、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若值班人员在值班日期有事无法值班，则可申请代班或调

班（注：只可对当前及当前日期之后的值班进行代班或调班申请）；

代班申请：点击 按钮，打开代班申请页面，如下图；填写代班日期、

代班人等信息，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调班申请：点击 按钮，打开代班申请页面，如下图；填写代班日期、

代班人等信息，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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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退回’状态的记录，点击 按钮，可成功

删除退回的记录。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则可根据事由成功搜索到

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如‘值班日期’和‘状态’，可根据

值班日期和状态进行搜索；

6.3.5、值班情况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值班人员；

模块功能点：值班登记、代班申请、调班申请、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单位人员可在值班情况列表页面查看本单位的值班情况；

系统管理员可查看所有单位人员的值班情况；值班情况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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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值班情况页面，当前用户可对当前及当前日期之前的值班进行值班

登记操作；也可对当前及当前日期之后的值班进行调班和代班申请；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则可根据值班人成功搜索

到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如‘值班日期’和‘状态’，可根

据值班日期和状态进行搜索；

注：值班登记操作请参考 6.3.3、值班登记；申请代班和申请调班操作请参考 6.3.4.代调班记

录表；此处不进行详述

6.3.6、总值班表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值班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总值班表页面以周视图的样式展示当前用户所在部门的值

班情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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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点击日期表中的值班记录，打开值班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

值班信息，如，值班人员、值班时间段、值班情况等，如下图；

6.3.7、代班申请流程

代班申请的一般流程图，如下图；

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代班申请流程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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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值班人员可在‘值班管理-值班表’页面或‘值班管理-代调班

记录表’页面或‘值班管理-值班情况’页面点击代班申请按钮，打开代班申

请页面，如下图；

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每个字段都为必填项；填写信息后点击【提交申

请】按钮，将该条申请提交给代班人员进行审核；

(2)代班人员审批：代班人员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

中可看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代班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值班时间段，代班日期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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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同意，则点击【不同意】按钮，并在签署意见框中填写意见，将流程退回

到申请人处；若审核通过，则点击【同意】按钮，将流程提交给值班管理员进

行审核；

(3)值班管理员审核：当代班人审核同意后，需再有值班管理员批准才

算代班申请成功；值班管理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

中可看到该通知，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代班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

值班时间段，代班日期、事由及代办人的审核意见，如下图；若值班管理员

审批不通过，则点击【不同意】按钮，填写审批意见，退回至代班人员或申

请人员；若值班管理员审批通过，则点击【批准】按钮；审核通过后，代班

申请人和代班人员会收到先关的代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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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8、调班申请流程

调班申请的一般流程图，如下图；

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调班申请流程具体如下：

(1)申请：值班人员可在‘值班管理-值班表’页面或‘值班管理-代调班

记录表’页面或‘值班管理-值班情况’页面点击调班申请按钮，打开调班申

请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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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每个字段都为必填项；填写信息后点击【提交申

请】按钮，将该条申请提交给调班人员进行审核；

(2)调班人员审批：调班人员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

中可看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调班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值班日期、值班时间段、调班日期、调班

时间段和事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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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同意，则点击【不同意】按钮，并在签署意见框中填写意见，将流程退回

到申请人处；若审核通过，则点击【同意】按钮，将流程提交给值班管理员进

行审核；

(3)值班管理员审核：当调班人审核同意后，需再有值班管理员批准才

算代班申请成功；值班管理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

中可看到该通知，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调班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

值班日期、值班时间段、调班日期、调班时间段、事由及调班人的审核意见，

如下图；若值班管理员审批不通过，则点击【不同意】按钮，填写审批意见，

退回至调班人员或申请人员；若值班管理员审批通过，则点击【批准】按钮；

审核通过后，值班申请人和调班人员会收到先关的调班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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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事管理

人事管理模块主要是对人事相关信息进行管理，如：人员的考勤管理、

请假管理

7.1、请假管理

请假管理用于管理和统计系统内部人员的请假事项。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

块：请假申请、个人视图、领导视图和销假列表。

7.1.1、请假申请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请假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请假申请、销假、查看、删除、

模块功能简介：请假申请模块用于用户提交本人的请假和销假申请，且可

查看本人的所有请假申请记录，请假申请页面如下图；列表中显示当前用

户所有的请假申请记录；

请假申请：点击页面中的【新增申请】按钮，打开新增申请页面，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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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增申请页面，填写各字段信息，请假申请表中的所有字段都为必填项；

设置开始时间、结束时间及请假类型后，请假天数字段会自动计算出请假天数；

（注：请假类型字段中的类型由单位管理员在‘部门管理-OA 配置-人事管理-请

假类型设置’中进行配置）

02额度详细中可查看当前用户的各请假类型的剩余额度；

如果暂时不需提交申请，可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申请记录，则该条记

录的状态为‘草稿’；点击【送下一步】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选择处理人，

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则将该申请提交给相关人员进行审核，如下图。

销假：审批通过的请假申请记录后会显示销假按钮，点击【销假】按钮，可

打开销假申请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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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实际请假时间后点击【送下一步】按钮，即可提交该销假申请；

查看：在请假申请页面，点击列表中的‘草稿’状态的请假记录的请假事由

字段，可打开编辑页面（同新增申请页面），可修改请假申请表中的各字段信息；

点击非‘草稿’状态的请假申请记录的请假事由字段，可打开请假申请查看页面，

可查看详细的请假信息及流程追踪信息，如下图；

删除选中：在列表中，选择‘草稿’状态的记录，然后点击【删除选定】按

钮，可删除‘草稿’状态的记录，如下图；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156 页

7.1.2、个人视图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请假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统计、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个人视图页面，用于查看用户本人的各请假类型的统计数据，

如各请假类型的‘已请天数’和‘剩余额度’等，个人视图模块页面如下图；

统计：列表中默认统计的是当前年从 1 月份开始到当前月的请假统计

数据，如下图；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然后点击【搜

索】按钮，则可实现指定时间段请假天数的统计功能；

查看：点击‘请假天数’字段中的数字，可打开请假详情页面，查看

详细的请假记录信息，如下图；在请假详细页面点击请假记录后的请假事

由，可查看该条请假记录的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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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领导视图

模块使用对象：单位领导角色人员

模块功能点：统计、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领导视图页面用于单位领导查看单位内各部门人员的请假情

况，领导视图页面如下图；

右侧页面中默认显示单位中所有部门人员的请假情况，点击列表中的部

门，右侧显示该部门下所有人员的请假情况；

统计：列表中默认统计的是当前年从 1 月份开始到当前月的请假统计

数据，如下图；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然后点击【搜

索】按钮，则可实现指定时间段请假天数的统计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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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4、销假列表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请假申请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删除

模块功能简介：销假列表页面显示用户本人的所有销假记录，可查看详细的

销假信息，销假列表页面如下图；

查看：在销假列表页面，点击列表中的销假记录的请假事由字段，打

开打开销假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销假信息，如下图；

删除选定：在列表中，选择‘草稿’状态的记录，然后点击【删除选定】

按钮，可删除‘草稿’状态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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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请假管理流程

请假管理的一般流程图，如下图；

销假申请的一般流程，如下图：

销假申请流程的审批过程与请假申请的相同，仅比请假申请少了通知申请人步骤，

故此处只对请假申请流程做了说明，销假申请流程不再详述；

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说明：以标准版流程为例，请假的天数小于等于 1 时，只需要处室领导人审核通

过之后就可以，即请假审批通过。请假的天数大于 1 天并小于等于 3 天时，需要处室

领导人和分管领导人同时批准，才能说明该请假有效；请假天数大于 3 天时，需要走

处室领导、分管领导和大领导，大领导审核通过之后该请假有效；

请假申请流程具体如下（流程以请假天数大于 3天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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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请：在‘人事管理-请假管理-请假申请’页面点击【新增申请】按

钮，打开新增申请页面，如下图；在新增申请页面，填写各字段信息；

如果暂时不需提交申请，可以点击【保存】按钮，保存申请记录，则该条记

录的状态为‘草稿’；点击【送下一步】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选择处理人，

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则将该申请提交给相关人员进行审核，如下图。

(2)处室领导审批：处室领导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

可看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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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请假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请假申请时间、请假天数、请假事由等信

息；

若审核不通过，则点击【退回到申请】按钮，并在签署意见框中填写退回意见，

将流程退回到申请人处，申请人可通过查看退回意见修改申请信息重新提交申

请；若审核通过，则点击【分管领导审核】按钮，将流程提交给分管领导进行

审核；

(3)分管领导审批：处室领导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

可看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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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请假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请假申请时间、请假天数、请假事由和签

署意见等信息；

若审核不通过，则点击【退回到申请】按钮，并在签署意见框中填写退回意见，

将流程退回到申请人处，申请人可通过查看退回意见修改申请信息重新提交申

请；若审核通过，则点击【大领导很合】按钮，将流程提交给大领导进行审核；

(4)大领导审批：处室领导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

看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163 页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可查看

请假申请的详细信息，如申请人，请假申请时间、请假天数、请假事由和签

署意见等信息；

若审核不通过，则点击【退回】按钮，选择要退回到的步骤，如下图，并在签

署意见框中填写退回意见，将流程退回到指定步骤，相关步骤的处理人可通过

查看退回意见修改申请信息重新提交申请；若审核通过，则点击【同意】按钮，

通知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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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通知申请人：当申请记录审批通过后，申请人员即可收到【通知申请

人】的待办件，申请人员可在首页的待办事宜中或右上角的消息提醒中可看

到该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在事项处理页面，申请

人可看到请假申请的详细信息及该条申请记录的流程追踪信息、审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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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签收情况，如下图；申请人员查看审核意见后点击【结束】按钮，流程

结束。

7.2、考勤管理

考勤管理用于管理人员的考勤事项。

7.2.1、考勤方案列表

模块使用对象：单位管理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考勤方案、删除选定、修改

模块功能简介：考勤方案用于设置不同的考勤类型（如常规考勤或临时考

勤），考勤时间及对应的考勤人员，考勤方案列表页面如下图；

新增考勤方案：点击【新增考勤方案】按钮，打开新增考勤方案页面，

如下图；添加方案名称，如‘工作日考勤’，选择考勤方案类型，设置考

勤组及考勤项后，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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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类型：选择方案类型，若选择‘常规考勤’，则无需设置方案时

间，添加后需在考勤方案列表页面勾选‘有效时段’，则该考勤项启用；

若选择‘临时考勤’，则需选择方案时间，当当前时间在临时方案的有效

时段内，该临时考勤方案自动启用；当临时方案与常规方案的有效时间重

合时，临时方案有效；

新增考勤组：考勤组中默认有一个‘默认考勤组’，默认考勤组不能

新增考勤人员，默认为单位所有用户；若不新增考勤组，则默认使用‘默

认考勤组’（若考勤组列表中有多个考勤组，则设置了考勤项的考勤组有

效，未设置考勤项的考勤组无效）；点击【新增考勤组】按钮，打开新增

考勤组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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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考勤组名称，如‘领导组’，然后点击【添加考勤组成员】按钮，添

加考勤组成员，添加后的人员在列表中显示，列表上方设置搜索项，可通

过用户名和部门名称搜索到已添加的相关人员，如下图；

新增考勤项：先选择左侧的考勤组，然后点击【新增考勤项】按钮，

打开新增考勤项页面，如下图；填写考勤项名称，如‘上午考勤’，选择

考勤时间及考勤类别，然后点击【保存关闭】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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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点击考勤方案列表页面中的方案后的 按钮，打开修改考勤方

案页面，可修改考勤方案的基本信息及配置项，修改后点击【保存】按钮

即可；

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的方案，然后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即可成

功删除记录。

7.2.2、个人考勤情况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个人考勤情况页面主要用于查看个人的考勤信息；

个人考勤情况页面，默认显示当前月的日历，日历表中显示当前月以考勤的考勤

标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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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历表下方显示用户当天的考勤信息及至当天为止的当月的考勤信

息，如下图；（注：此处展示的是系统首页签到模块中的签到信息，由于

各系统签到方式不同，有移动设备签到，有考勤签到等，故获取的签到地

点和签到方式不同）

7.2.3、部门考勤情况

模块使用对象：单位领导或单位管理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单位领导或单位管理员可在部门考勤情况模块中查看本单

位下的所有人员的考勤情况，部门考勤情况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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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部门列表中显示单位下的所有部门，点击左侧的部门，右侧显示

该部门下的所有用户的考勤信息；在页面上方的日期控件中选择日期，也

可按月进行查看；

8、信息资源

信息资源模块主要包含以下三大模块：分类信息、电子相册和信息报

送。

8.1、分类信息

分类信息模块主要用于信息的发布、阅读和管理。

8.1.1、我发布的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信息发布权限人员（注：栏目发布权限配置请参考‘后

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或由用户所在部门的管理员在‘部门管理-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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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中进行授权）

模块功能点：信息发布、删除、排序、编辑、拷贝、评论管理、停止发

布、查询

模块功能简介：该模块主要信息的发布，可发布新闻类型、链接类型和

文档类型的信息；点击‘分类信息-信息阅读-我发布的’进入该模块，模块

页面如下图；

左侧的栏目列表中显示当前用户有发布权限的栏目，栏目权限的配置请

参考‘后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

信息发布：操作如下，

信息内容设置：信息发布页面，默认显示的就是信息内容设置页面；

（1）点击 按钮，打开信息发布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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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标题，该字段为必填项；

（3）选择信息类型，默认的信息类型为新闻类型，新闻类型的信息必

须包含正文部分，如下图；

链接类型的信息与新闻类型的信息的区别是，无正文字段，多了链接字

段，需设置链接地址，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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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类型的信息与新闻类型的信息的区别是，附件类型信息没有正文字段，但有附

件附件字段，且该字段是必设项，只可上传一个附件，如下图；

（4）设置发布日期：发布日期字段的信息会在信息阅读页面的标题下

显示；发布日期字段默认获取的是当前的日期，如有特殊情况也可修改发布

日期；点击发布日期字段后的日期控件，在日期控件中现在底部的时间控件

中修改时间，然后在日期空间中选择日期即可设置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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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信息栏目设置：该字段为必填项；在左侧的栏目列表中选择该条

信息需放置到的栏目，如下图；则信息发布后，用户可在该栏目下找到该条

信息

注：左侧栏目列表中的栏目可在‘后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规划’模块中进行

添加或由用户所在部门的管理员‘部门管理-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规划’中进行添加；

（6）发布人设置：该字段默认的设置项为‘个人名义’，则信息发布

后在信息阅读页面，发布人字段显示发布人的姓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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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部门名义’前的勾选框，则信息发布后，在信息阅读页面，发布

人字段显示发布人所在的部门，如下图；

勾选‘单位名义’前的勾选框，则信息发布后，在信息阅读页面，发布

人字段显示发布人所在单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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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添加附件：该字段为非必填项；点击 按钮，打开‘选择要加载

的文件’对话框，可同时选择一个或多个文件（若需添加多个文件，可通过点击

键盘上的 ctrl按钮），然后点击【打开】按钮，则选择的附件即可从本地电脑添

加上传至附件列表。如下图

可对上传的附件进行删除，下载和转存操作，可将文件转存至网络硬盘中；

其中可对附件列表中的 doc、docx、xls 和 xlsx类型的附件可进行编辑操作，点击

【编辑】按钮，打开文件编辑页面，可对文件内容进行编辑；

（7）填写正文：若选择的信息类型为‘新闻’，则该字段为必填项，

正文字段可手动输入内容，也可黏贴复制的信息；

高级设置：点击信息发布页面中的高级设置 tab页，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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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效期限：该字段为非必填项；默认的有效期限为‘2000-01-01

至 2500-01-01’，点击日期控件，在日期控件中选择日期，即可设置成功；

设置有效期限后，则在信息阅读页面，在设置的有效期时间内可查看到该条

信息，超过或未到有效期时间段的则该条信息在信息阅读列表页面中不显

示。

（9）打印设置：默认为勾选状态，则信息发布后在信息阅读页面会显

示打印按钮，如下图；点击勾选框，可取消该设置项，则信息发布后，在信

息阅读页面不会显示打印按钮；

（10）作者、转载：该字段为非必填项，设置作者和转载后，在信息阅

读页面可显示该字段，如下图；当用户发布转载的信息时可设置此项，用于

告知该条信息内容的出处及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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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论设置：该项默认为勾选状态，则信息发布后在信息阅读页面

会显示评论功能，用户可对发布的信息进行评论，如下图

取消勾选项，则信息发布后，在信息阅读页面，无评论功能，用户不可发布评

论信息，如下图；

（12）评论按钮名称：该字段为非必填项；该字段用户设置评论按钮的

名称，该字段与评论字段关联，评论字段必须为勾选状态时该字段的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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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有效，若评论字段为勾选状态，且评论按钮名称字段未设置，则评论按钮

的名称默认显示为‘添加评论’，如下图

输入按钮名称，如‘反馈’，则信息发布后，该按钮名称变为‘反馈’，

如下图；

（13）操作按钮说明：

1 预览：在信息发布页面，设置各字段信息后，点击 按钮，则打开

信息预览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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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送审核：若发布信息时选择的信息栏目为需要审核的栏目，则在信息

发布页面无直接发布按钮(注：栏目是否需要审核的设置项请参考‘后台管理

中-OA配置-分类信息-栏目规划’），显示的是 按钮，点击 按钮，

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如下图，选择审核人员，点击

确定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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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审核人员审核通过后，该条记录即会在信息阅读列表页面中显示；

注：待审核的信息送审后在信息阅读和我发布的模块列表中都不会显示，待审核通

过以后才会显示。

3 直接发布：若发布信息时选择的信息栏目为无需审核的栏目，则在信

息发布页面显示 按钮(注：栏目是否需要审核的设置项请参考‘后台管

理中-OA配置-分类信息-栏目规划’），填写各字段信息后，点击 按钮，

信息即可发布成功，发布的信息在信息阅读数据列表页面中显示。

删除：在我发布的模块列表页面，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

即可成功删除该条记录，删除后，该条记录在信息阅读页面也不再显示，用

户无法查看到该条信息。

排序：点击 按钮，列表中显示排序字段，如下图；此时，用户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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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每条信息的排序值，设置排序值后点击 按钮，即可设置成功，则每

条信息的显示顺序会按照排序值的大小自动降序排列，即排序值大的显示在

最上方；

编辑：点击记录后的【编辑】按钮，打开信息编辑页面，如下图；可对

各字段中的信息进行修改，具体操作请参考信息发布，然后点击 按

钮，即可成功修改信息。

拷贝：该功能主要用于相似信息的发布；点击记录后的【更多】按钮，

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拷贝】，点击【拷贝】后打开新增记录页面，页面

中的标题字段、信息类型字段、附件字段、正文字段和高级设置中的所有字

段都自动获取原信息中的对应字段中的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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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发布日期字段获取当前的日期；发布人字段获取的是默认设置项

‘个人名义’，信息栏目字段可选择需要拷贝到的栏目；各字段信息都可进

行修改，具体操作参考信息发布；

评论管理：点击记录后的【更多】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评论

管理】，打开评论管理页面，页面中显示该条信息所有的评论记录，如下图；

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可删除评论，删除的评论在信

息阅读页面该条评论信息不再显示；在评论管理页面，也可输入评论人姓名

或内容，然后点击 按钮，对评论信息进行搜索；

停止发布：点击列表中已发布状态的记录后的【更多】按钮，然后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停止发布】，提示‘停止发布成功’，则该条信息在列表中

不显示，且该条信息在信息阅读页面和我发布的数据列表页面中也不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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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无法在所属栏目下查看到该条信息。

搜索：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信息标题进行搜

索；点击搜索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可实现按发布人、发布日期及显示方

式进行搜索，如下图；

勾选‘只显示当前栏目的信息’，则列表中仅显示所选栏目下的信息，该栏目下的

子栏目中的信息不显示；

8.1.2、信息阅读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信息阅读权限人员（注：栏目阅读权限配置请参考‘后

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

模块功能点：视图切换、信息查看、评论、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信息阅读模块主要用于展示用户可查看的信息，且可对

可评价的信息进行评价反馈，信息阅读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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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侧显示用户有权限阅读的栏目，右侧显示栏目下的信息，默认显示所

有栏目下的信息；点击左侧的栏目，右侧显示该栏目下的信息列表；（注：

栏目阅读权限配置请参考‘后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

视图切换：列表中的记录默认以单列视图模式显示，点击搜索框前的视

图切换按钮，可将视图切换至两列视图模式，如下图；

信息查看：信息查看分为三种类型的信息，显示方式各不相同，具体如

下：

新闻类型信息：点击数据列表中的新闻类型的信息，打开信息详情页

面，如下图；点击 按钮，可返回到信息列表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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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可返回到信息列表页面；点击放大缩小按钮，则页面

中的信息内容的字体会放大、缩小，如下图；

附件类型信息：点击数据列表中的附件类型的信息，会直接弹出附件

下载对话框，直接点击【打开】或【保存】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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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类型信息：点击链接类型的信息，直接打开链接地址页面，如下

图；

评论：在新闻类型信息的详情页面，点击底部的 按钮，打开评论

文本框，输入评论信息后，点击 按钮，即可评论成功，如下图；添加

的评论信息在评论列表中显示，所有该条信息的阅读人员都可看到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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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可对自己添加的两天内的评论信息进行撤回和修改操作;

搜索：在信息列表页面右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信息标

题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可实现按发

布人、发布日期和显示方式进行搜索，设置搜索项后点击 按钮即可，如

下图；

设置搜索项后，点击重置按钮，则各搜索项中的内容都被清空，可重新

设置搜索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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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我管理的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信息管理权限人员（注：栏目管理权限配置请参考‘后

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

模块功能点：排序、置顶、编辑、拷贝、评论管理、停止发布、重新发

布、删除、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该模块主要用于对栏目信息进行管理，可对有管理权限

的栏目中的信息进行置顶、修改、拷贝、评论管理及停止发布等操作，我管

理的模块界面如下图；

页面中默认显示全部状态的信息；选择状态下拉列表中的不同状态，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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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表中会显示对应状态的记录，如下图；

排序：点击 按钮，则列表中会显示排序号字段，修改记录的排序值

后点击 按钮，则在信息阅读页面，列表中的记录会按设置的排序值的

大小有序排列（注：设置为置顶的记录，不管排序值大小都置顶显示），如

下图

置顶：点击记录后的 按钮，则该条信息在信息阅读列表中会置

顶显示，且该条信息的标题后会有（置顶）标识，见下图；（注：设置为置

顶后，不管该条记录的排序值大小多少，该条记录都会置顶显示）当多条信

息都被置顶时，置顶信息再按排序号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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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顶后，该条信息后的【置顶】按钮变为【取消】按钮，点击【取消】

按钮，可取消置顶设置；取消置顶后，该条信息回到原来的排序位置；

编辑：点击记录后的【编辑】按钮，打开信息编辑页面，可对各字段中

的信息进行修改，具体操作请参考信息发布，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成功修改信息；

拷贝：该功能主要用于相似信息的发布；点击记录后的【更多】按钮，

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拷贝】，点击【拷贝】后打开新增记录页面，页面

中的标题字段、信息类型字段、附件字段、正文字段和高级设置中的所有字

段都自动获取原信息中的对应字段中的信息，如下图；

其中，发布日期字段获取当前的日期；发布人字段获取的是默认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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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名义’，信息栏目字段可选择需要拷贝到的栏目；各字段信息都可进

行修改，具体操作参考信息发布；

评论管理：点击记录后的【更多】按钮，然后在下拉列表中选择【评论

管理】，打开评论管理页面，页面中显示该条信息所有的评论记录，如下图；

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可删除评论，删除的评论在信

息阅读页面该条评论信息不再显示；在评论管理页面，也可输入评论人姓名

或内容，然后点击 按钮，对评论信息进行搜索；

停止发布：点击列表中已发布状态的记录后的【更多】按钮，然后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停止发布】，提示‘停止发布成功’，则该条信息在列表中

不显示，且该条信息在信息阅读页面和我发布的数据列表页面中也不显示，

用户无法在所属栏目下查看到该条信息。

重新发布：点击列表中已停止状态的记录后的【更多】按钮，然后在下

拉列表中选择【重新发布】，提示‘重新发布成功’，则该条信息在信息月

列表中显示，用户可在所属栏目下查看到该条信息。

搜索：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信息标题进行搜

索；点击搜索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可实现按发布人、发布日期及显示方

式进行搜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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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只显示当前栏目的信息’，则列表中仅显示所选栏目下的信息，

该栏目下的子栏目中的信息不显示；

8.1.4、反馈管理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栏目信息发布权限人员（注：栏目发布权限配置请参考

‘后台管理中-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

模块功能点：查看、删除、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该模块主要用于对信息中的评论信息进行管理，可进行

对评论信息进行删除操作，反馈管理页面如下图；

页面中默认显示所有有发布权限的栏目中的信息评价记录，点击左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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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后，右侧显示该栏目下的所有的信息评价记录；

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然后点击 按钮，则该条评论记

录被成功删除，在该条信息的详情页面，可查看到在评论列表中该条评论记

录不再显示。

按字段排序：点击数据列表中的‘反馈人’字段或‘反馈时间’字段，

则列表中的记录可按‘反馈人’或‘反馈时间’字段进行有序排列，如下图；

查看：点击数据列表中的‘信息标题’字段，即可打开该条信息的详情

页面；

搜索：在信息列表页面右上方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信息标

题进行搜索；点击搜索框后的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可实现按发

布人、发布日期和显示方式进行搜索，设置搜索项后点击 按钮即可；

8.1.5、分类信息审核流程

分类信息审核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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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

(1)申请：用户在需审核的栏目中发布信息，点击 按钮，打开事项

处理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如下图，选择审核人员，点击

确定提交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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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审核：信息送审后，审核人员会收到一条信息【审核】的待办件，该

待办件在待办事宜的待办数据列表中显示，在消息提醒的待办事宜中也可查

看到该条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待办详情页面，页面中显示该条信息的详情，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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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审核通过则点击 ，送给签发人员进行签发；若审核不通过，

点击 按钮，退回给信息发布人员，对信息内容进行修改后重新提交审核；

注：若该栏目配置了审核权限，则在流程处理页面，已选人员列表中会

默认显示具有审核权限的人员，如下图；栏目审核权限的配置请参考后台管

理-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

(3)签发：签发人员打开在待办事宜的待办数据列表打开【签发】待办件，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198 页

也可在消息提醒的待办事宜中打开该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 按钮，则分类信息审核流程结束，该条信息会在信息阅读

的数据列表中显示。

8.2、电子相册

电子相册还分为公共相册、公共相册管理、共享相册和个人相册管理。

电子相册就是用于将个人的相册图片通过网络上传至个人相册管理中

进行保存和管理，方便了用户对相册的管理和查看。系统用户可实现“即上

网即下载”个人相册的功能。用户所有上传至电子相册的图片，都安全有

效的上传保存至系统服务器上，用户只需登录系统即可查看和下载；

8.2.1、个人相册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建相册、上传照片、下载、删除、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个人相册页面用于上传和管理个人相册，个人相册页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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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新增相册：点击【新建相册】按钮，打开新增相册对话框，添加相册名称、

类别等各字段信息后点击确定，相册添加成功，如下图；

评论设置：勾选，表示允许评论，则用户可在查看该相册时对该相

册中的照片进行评论；不勾选表示不允许评论，则其他人员在查看该相册

时无法对相册进行评论，只可查看。

是否共享：勾选，表示共享，则该相册在共享相册中显示，且其他

人员可在共享相册中查看到此相册。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200 页

相册编辑：方法 1. 将鼠标移至相册的底部，显示【更多】按钮，然后点击

【编辑】按钮，可打开编辑相册页面，修改相册信息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如下图；

方法 2. 相册添加成功后点击该相册，进入该相册页面，然后点击页面上方的【编

辑相册】按钮，可修改相册信息，如下图；

上传照片：

方法 1. 在个人相册页面点击【上传照片】按钮，打开上传照片对话

框，选择要上传照片的相册，然后点击【选择照片】，打开照片选择对话

框，选择照片后点击【打开】按钮（可同时选择多张照片），选择照片后

点击【开始上传】按钮即可；

方法 2. 在个人相册页面，将鼠标发移至需上传照片的相册，显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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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照片】按钮，点击该按钮进行上传照片的操作；

方法 3. 点击需要上传照片的相册，进入相册页面，然后点击页面左上

角的【上传照片】按钮，上传操作同方法 1；

下载选择：在个人相册页面，勾选需要下载的相册，然后点击【下载选

择】按钮，可实现批量下载相册的功能；或将鼠标移至需下载的相册，显示

下载相册按钮，点击此按钮，即可下载相册，如下图；

删除选择：在个人相册页面，勾选需要删除的相册，然后点击【删除选

择】按钮，可实现批量删除功能；或将鼠标移至需删除的相册，显示更多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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钮，点击更多按钮，然后点击【删除】，即可删除相册，如下图；

搜索：可实现按照片或相册名称进行搜索的功能；在页面右上角的搜索

框中输入相册关键字，可实现按相册名称进行搜索，可搜索到相关的相册；

在搜索框中输入照片的关键字，可实现按照片名称进行搜索，可搜索到相关

的照片；

个人照片管理：点击某一相册，进入相册详情页面，可进行相册中的

照片进行下载、转移、删除、设为封面、重命名和评论操作；

转移选择：选择照片后点击【转移选择】按钮，打开转移相册对话框，选

择要移动到的相册，点击【确定】按钮，则选择的照片都被成功转移到指定

相册，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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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择：选择需要删除的照片，点击【删除选择】按钮，可实现批量删

除照片的功能

下载选择：选择照片，点击【下载选择】按钮，可将该相册下的所有图片

打包在一个文件夹下下载到本地；

设为封面：将鼠标移至照片，显示【设为封面】按钮，点击该按钮，可设

置该照片为封面，如下图；则该相册在个人相册列表页面显示的图片即为该

图片；

重命名：将鼠标移至照片，显示【更多】按钮，点击更多然后选择重命名，

则该照片的名称处于可编辑状态，修改名称后按回车（enter）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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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看详情：点击相册，可打开查看详情页面，点击照片的左右按钮，可切

换照片；点击照片右下角的赞按钮可进行点赞操作，再次点击表示取消点赞，

如下图；可评论的相册在照片底部可添加评论信息；

8.2.2、共享相册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模块功能点：下载、评论

模块功能简介：共享相册页面中显示所有设置为共享的相册，用户可进行查

看和下载操作，且若该相册设置为可评论，则可对相册进行评论操作；

下载：在共享相册页面的，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下载选择】按钮，

可实现批量下载相册的功能；

评论功能：打开图片，在照片浏览页面底部的添加评论中添加评论信

息，点击‘添加评论’按钮，则该条评论在照片评论列表下显示，点击删

除按钮可删除自己的评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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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公共相册

公共相册中显示所有公共相册管理模块中新增的相册。

此模块中的查询、评论和下载等操作可参考共享相册模块。

8.2.4、公共相册管理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公共相册管理权限人员

公共相册管理模块用于上传和管理公共相册，上传的相册都在公共相

册模块中显示。

此模块中的新增相册，上传照片，照片编辑等功能与个人相册管理中

的功能相同，可参考个人相册管理模块中的操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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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信息报送

信息报送模块电子化手段代替传统的传真、电话、纸质信函等介质，

实现各级单位之间的新闻、简报、专报、文件等信息的下发与上报，进行

信息采编与发布，提高工作效率、加强各级部门之间（横向和纵向）的业

务交流与信息共享。实现信息报送、信息采编、发布审批、信息管理、网

站生成等功能的政务信息管理与服务的平台。

下属信息报送单位通过信息投稿模块实时报送各类政务信息，上级单

位的信息采编人员通过刊物采编模块进行政务信息采集、政务信息处理、

刊物采编、刊物编辑、刊物发行等工作。并自动对政务信息的采用情况进

行汇总，形成通报。通报内容可以与刊物一起发布到网上，供各类用户浏

览查询。

8.3.1、信息投稿

信息投稿模块实现信息的上报功能，并可实时查询信息的报送情况。

主要分为三个模块：写稿件、草稿箱和已投稿件。

8.3.1.1、写稿件

模块使用对象：有投稿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投稿、存草稿

模块功能简介：写稿件模块用于撰写稿件并上报，也可进行约稿投递。

投稿：填写稿件信息，选择上报去向，添加附件和内容后点击【投稿】

按钮，完成信息的上报，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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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约稿响应字段主要是用户对约稿部门发起的约稿进行投稿，若用户是对

约稿进行投稿，则可勾选相应的约稿响应，并在上报去向中选择发起该约稿

的部门；若是普通的投稿，则无需勾选该字段。

存为草稿：若填写投稿信息后，暂时无需投稿，可点击【存为草稿】

按钮，则该上报件被存放在草稿箱模块中。

8.3.1.2、草稿箱

模块使用对象：有投稿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编辑草稿件、删除选定、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草稿箱页面中显示所有的未上报的草稿件，草稿箱页面见下

图；

编辑草稿件：点击稿件标题打开稿件修改页面，编辑后点击【发送】

按钮，可进行上报，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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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定：勾选需删除的草稿件，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即可删除

选定的草稿件。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根据稿件标题进行搜索；点击高级

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时间’，设置时间后点击搜索，可按编辑稿件的

时间进行搜索；

8.3.1.3、已投稿件

模块使用对象：有投稿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已投稿件页面用于显示所有上报的稿件，可查看稿件的报送

情况，见下图：其中，稿件来源字段用于区分投稿类型，若是普通投稿，不

关联约稿响应字段，则为‘直接投稿’；关联约稿响应字段的，则是‘约稿

投稿’（注：若关联约稿响应字段，但上报去向选择的不是约稿部门去向，

则该稿件未‘直接投稿’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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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击稿件标题，打开信息详情页面，可查看该稿件的信息及录用刊物

的加分情况，见下图；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根据稿件标题进行搜索；点击高级

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时间’，设置时间后点击搜索，可按投稿时间进

行搜索；

8.3.2、刊物采编

刊物采编模块用于接收稿件，并对稿件进行编辑、审核等操作进而生

成期刊。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模块：稿件库、刊物管理、期刊草稿箱、正式

期刊、约稿管理、扣分管理、加分统计和约稿通知分组。

8.3.2.1、稿件库

模块使用对象：刊物采编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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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点：稿件加分、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稿件库中用于存放所有上报去向为当前用户所在部门的稿

件，已录用期刊字段中显示的是该稿件已被录用的期刊；点击稿件名称可查

看稿件的详细信息，见下图；

稿件加分设置：在稿件详情页面可直接对稿件进行期刊录用加分和领导

批示加分；如，当稿件被外部期刊录，则可对其进行期刊录用加分，选择被

录用的期刊（期刊列表中显示去向部门为当前部门的所有内部刊物和外部刊

物），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若选择的是内部刊物，则需选择相应栏

目），见下图；若某稿件被领导表扬，则可在领导批示加分中选择相应的领

导批示加分项，然后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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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根据稿件标题进行搜索；点击高级

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时间’，设置时间后点击搜索，可按投稿时间进

行搜索；

8.3.2.2、刊物管理

模块使用对象：刊物采编人员

模块功能点：生成刊物

模块功能简介：期刊生成模块用于生成期刊，刊物管理页面见下图；

状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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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稿：表示创建刊物时，暂未进行【生成刊物】操作；

编辑：表示创建刊物时已进行【生成刊物】操作，但未进行【编辑完成】操作；

发起审核流程：若期刊在高级设置-刊物设置中设置‘是否启用流程’为‘启用’，

则创建刊物时，【编辑完成】并【确认加分】后，该条记录的状态变为‘发起审核流程’，

在刊物管理中点击‘发起审核流程’，打开送审页面，审批通过后，该期刊才可进行发

布。

可发布：若期刊在高级设置-刊物设置中设置‘发布方式’为‘手动发布到默认栏目’

或‘手动发布到指定栏目’，则创建刊物时，【编辑完成】并【确认加分】后（若期刊

设置为启用流程，则确认加分后需走审核流程，审核通过后，状态变为‘可发布’），

该期刊的状态显示为‘可发布’，点击‘可发布’后，才可进行将期刊发布到设置的默

认栏目或手动发布到指定的栏目。

已发布：若期刊在高级设置-刊物设置中设置‘是否启用流程’为‘不启用’且发布

方式为‘自动发布到默认栏目’，则创建刊物时，【编辑完成】并【确认加分】后，该

条记录的状态显示为‘已发布’（若高级设置-刊物设置中设置‘是否启用流程’为‘启

用’，则需审核通过后，状态才会变为‘已发布’）

生成刊物：选择刊物名称（刊物名称列表中显示所有在高级设置中设

置的去向部门为当前用户所在部门的内部期刊），点击【产生期号】按钮，

产生此期刊的期刊号，然后点击【创建刊物】按钮，打开刊物生成页面，

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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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左侧的期刊栏目中选择栏目，然后点击【添加稿件】按钮，打开新增稿件页

面，选择稿件，点击【确定选择】，则选择的稿件在期刊栏目的列表页面中显

示，见下图；

稿件添加完成后，点击【生成刊物】按钮，打开编辑稿件页面，见下图；

编辑稿件页面中显示整合了所有已选稿件并套用了模板后的期刊信息，可对生

成的期刊进行编辑，编辑后点击【编辑完成】按钮，打开加分确认页面，见下

图；

确认加分列表中显示所有被添加的稿件，选择需加分的稿件，然后点击【确定

选择】，则刊物创建完成；

直接生成刊物：若采编人员已在本地编辑了期刊，则无需通过创建刊物来

编辑期刊，可直接选择期刊，产生期号，然后点击导入刊物字段后的选择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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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选择本地已编辑好的刊物，点击确定后，打开编辑稿件页面，在稿件编

辑页面也可对稿件进行编辑调整，然后点击【编辑完成】即可，显示加分确认

页面，若在编辑过程中追加了稿件，则加分确认页面列表中会显示追加的稿件，

根据需求进行确认加分操作即可。

8.3.2.3、期刊草稿箱

模块使用对象：刊物采编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期刊草稿箱页面中显示状态为选稿和编辑状态的期刊；

稿件编辑：点击草稿状态的期刊，打开刊物生成页面，可进行添加稿件

操作，添加后点击【生成刊物】按钮，打开稿件编辑页面，在稿件编辑页面

可对 word 中的稿件进行编辑，也可追加稿件，追加后的稿件也会在 word

中显示，稿件编辑完后可点击【编辑完成】按钮；点击编辑状态的期刊，打

开稿件编辑页面，在稿件编辑页面可对 word中的稿件进行编辑，编辑完成

后点击【编辑完成】按钮，可进行加分确认操作，进行加分确认操作后，该

条记录即在期刊草稿箱中消失；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根据期刊期号进行搜索；点击高级

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添加时间’，设置时间后点击搜索，可按创建此

期刊的时间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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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4、正式期刊

模块使用对象：期刊查看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期刊发布页面中显示所有‘已发布’和‘可发布’状态的期

刊，点击列表页面中的期刊，可打开期刊详情页面查看期刊的详细信息，见

下图。

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根据期刊期号进行搜索；点击高级

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添加时间’，设置时间后点击搜索，可按创建此

期刊的时间进行搜索；

8.3.2.5、约稿管理

模块使用对象：约稿通知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约稿通知、取消约稿、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约稿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约稿采编人员可针对某一主题对各

单位发起约稿，各单位的约稿接收人员在收到约稿通知后，可根据约稿的

需求进行约稿投稿；

新增约稿通知：点击【新增约稿通知】按钮，打开新增记录页面，填

写约稿通知标题，约稿内容，选择交稿截止时间，然后点击通知单位字段

的【设置通知单位】按钮，打开设置通知单位列表页面，页面中显示所有

单位列表和约稿组列表，所有单位列表中显示所有的单位，约稿组列表中

显示约稿通知分组模块设置的分组，见下图；选择需约稿的单位，然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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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确定选择】按钮

回到新增记录页面，然后点击【保存并发送通知】按钮即可，见下图；

查看：点击约稿管理列表页面中的约稿记录后的查看按钮，即可打开

约稿详细信息页面，查看详细的约稿信息及约稿接收单位的接收时间及投

稿情况，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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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接收时间获取的是约稿通知接收人打开该条约稿记录的时间；

已投稿件字段获取的是约稿投稿的稿件标题；

取消约稿：在约稿管理页面，勾选需取消约稿的记录，然后点击【取

消约稿】，则该条约稿记录在列表中消失（注：已进行投稿的约稿记录也

可进行取消约稿操作），对应的该条记录在约稿接收人的约稿接收记录模

块列表页面也消失。

搜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可实现根据约

稿通知标题进行搜索的功能；点击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截稿日期’，

设置截稿日期，可实现按截稿日期进行搜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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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扣分管理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期刊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加扣分、单位得分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扣分管理用于统计和显示单位的扣分情况，扣分管理模块中

显示在‘高级设置统计单位’中勾选统计的单位的分数统计信息，扣分管

理页面见下图；

加、扣分：点击部门后的 按钮，打开加、扣分页面，添加扣分值

和扣分原因，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行扣分操作；添加加分值和加分原因，

点击确定按钮即可进行加分操作，见下图；

单位得分查看：点击列表中的单位名称，可打开单位得分记录查看页

面，显示该单位的所有的加分、扣分记录，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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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7、加分统计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期刊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得分统计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加分统计用于统计和显示单位的总投稿数、录用稿数、稿件

得分及单位加扣分情况，加分统计模块中显示在‘高级设置统计单位’中

勾选统计的单位的分数统计信息，加分统计页面见下图；

统计字段说明：

总投稿数：表示该单位下的所有用户的投稿数（包括直接投稿和约稿投递），

若投稿时，同时选择两个上报去向，则投稿数记为 2

录用稿数：指在刊物管理中创建刊物时被录用的稿件，且该稿件被确认加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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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该稿件会被统计（注，1、未进行确认加分的稿件不会被统计；2、直接在

稿件库中对稿件进行期刊录用加分的不会被统计；3、若同一稿件被同一去向

部门的不同期刊重复录用，则仅统计 1 次，若同一稿件被 N 个不同的去向部

门的期刊录用，则统计数为 N）

稿件得分小计：统计创建期刊时，稿件被录用的栏目的分数统计值（注，1、

未进行确认加分的稿件不会被统计；2、直接在稿件库中对稿件进行期刊录用

加分的不会被统计；3、若同一稿件被同一去向部门的不同期刊重复录用，则

仅统计 1次，若同一稿件被 N 个不同的去向部门的期刊录用，则统计 N 次）

单位加扣分小计：显示的是加分统计模块中的单位分数；

8.3.2.8、约稿通知分组

模块使用对象：期刊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分组管理、添加单位、修改、删除

模块功能简介：约稿通知分组模块主要用于对约稿单位进行分组，方便发送

约稿通知时可通过选择分组来选择该分组下的单位；

分组管理：点击左侧的【分组管理】按钮，打开分组管理页面，点击【添

加分组】按钮，列表中产生一条空白记录，填写组别名称，如，学校组，然

后设置排序值，点击【保存修改】即可。

添加单位：在约稿通知分组页面，左侧的约稿分组列表中选择分组，然

后点击【添加单位】按钮，打开设置通知单位页面，在单位列表页面中选择

单位，然后点击【确定选择】即可，见下图。（注：一个单位只可归属于一

个分组，不可同时归属于多个分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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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修改：约稿通知分组页面，在单位列表中，修改单位的排序值，

然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可修改各分组下单位的排列顺序；

删除选定：约稿通知分组页面，在单位列表中，勾选需删除的单位，

然后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即可成功删除分组下的单位；

8.3.3、高级设置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刊物采编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简介：高级设置模块用于设置上报去向、领导批示加分设置、统计

部门设置和刊物设置。

8.3.3.1、去向设置

模块功能点：添加去向、修改、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添加去向模块用于设置信息投报时可选择的投报单位，去向

设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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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去向

点击页面中的【添加去向】按钮，打开添加去向设置对话框，填写信

息，如去向名称，点击收件部门后的选择按钮，打开部门选择列表，列表

中显示所有单位的部门，选择相应的去向部门；设置是否启用后，点击【保

存并关闭】按钮，可成功设置去向，见下图。

修改：点击页面中去向单位后的 按钮，打开修改页面，如下图，可修

改去向名称和是否启用设置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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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需删除的去向记录，然后点击【删除选定】按钮，

即可删除成功；

8.3.3.2、刊物设置

模块功能点：增加刊物、期刊栏目设置、修改、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刊物设置模块用于设置不同的期刊，用户在创建刊物时，

可通过选择对应的期刊名称，将选择的稿件发布在此期刊下，刊物设置页

面如下图；

增加刊物

点击【增加刊物】按钮，打开新增刊物页面，填写刊物名称、录用加

分和刊物类别等信息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钮，成功添加期刊，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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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向：去向下拉列表中显示去向设置页面中添加的，启用状态为‘是’

的去向记录；

◆刊物类型：默认为‘内部刊物’，若选择为内部刊物，则表示该期刊为

本系统中的期刊，在创建刊物时可选择该期刊；若选择‘外部刊物’，则

表示该期刊不是本系统中的期刊，仅用于当稿件被外部期刊录用，对稿件

进行加分时选择相应的期刊，故外部刊物无需设置刊物模板，发布方式等，

见下图；

◆发布方式：用于设置期刊生成后该期刊的发布方式，若选择

则期刊生成后该期刊被自动发布到默认栏目（默认

栏目指分类信息栏目字段中设置的栏目）；若选择 则

期刊生成后需手动点击发布才可将期刊发布到默认栏目中；若选择

则需手动选择栏目后进行发布。

◆分类信息栏目：用于设置期刊发布到的栏目，下拉列表中显示所有分类

信息中的栏目。

◆是否启用总期刊号：若选择‘启用’，则创建期刊刊物时会产生总期刊

号字段；若选择‘不启用’，则创建期刊刊物时只生成期刊号，效果见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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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启用流程：若选择‘启用’，则创建期刊刊物时需走相关的审核流

程，领导审核通过后才可发布刊物；若选择‘不启用’，则创建期刊刊物

时无需审核，可直接发布；

期刊栏目设置

添加期刊后，点击期刊后的期刊栏目设置按钮，打开栏目管理页面，见

下图；

点击【新增记录】按钮，打开新增记录页面，可给该期刊添加不同的栏目，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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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点击期刊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刊物设置页面，修改信息后点击【确

定修改】按钮，完成修改，其中灰化的表示为不可修改项，见下图；

删除选定：在刊物设置列表页面，勾选需删除的期刊，然后点击【删除

选定】按钮，可成功删除期刊。

8.3.3.3、加分方案

模块功能点：添加批示、修改、删除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227 页

模块功能简介：加分方案页面主要用于设置领导批示加分项，当某稿件被

录用，且获得领导表扬时可对该稿件进行领导批示加分设置，领导批示加

分项设置页面如下图；

添加批示：点击【添加批示】按钮，列表中产生一条默认名称为‘领

导批示名称’的记录，修改名称为实际名称，如‘领导批示加分项 2’，

填写加分分值，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成功添加。

修改：直接将鼠标定位置列表中需要修改的领导批示名称或分值字

段，修改信息后，点击【保存】即可；

删除：勾选列表中需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按钮即可；

8.3.3.4、统计单位

模块功能点：保存设置、搜素

模块功能简介：用于设置需进行分数统计的单位；统计单位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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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设置：页面中显示所有的独立单位，在是否统计字段，勾选需进

行统计的单位，然后点击【保存设置】按钮，则需统计的部门在积分统计

和扣分管理模块页面中会显示；

搜索：在单位名称后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即可快

速搜索到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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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4、约稿接收记录

模块使用对象：约稿通知接收人角色人员

模块功能点：发起投稿、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当约稿通知人员发起约稿通知后，约稿接收单位的约稿通知

接收人即可收到一条相关的约稿通知信息，且在约稿接收记录页面中也有产

生一条相关的约稿通知记录，约稿通知接收人员可通过打开该套约稿记录进

行约稿投稿；

发起投稿：在约稿接收记录页面，点击约稿记录后的查看按钮（或在消息提

醒中打开约稿通知记录），可打开约稿通知详情页面，可查看详细的约稿信

息，如，约稿发起部门，约稿截止日期，及约稿内容，见下图；

点击【发起投稿】按钮，打开写稿件页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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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上报去向和约稿响应自动获取发起约稿的部门和响应的约稿通知

记录，然后填写信息标题，投稿信息并选择投稿文件后，点击【发送】即

可。投稿后，在约稿接收记录页面再次打开该条约稿记录，【发起投稿】

按钮置灰，表示已进行投稿（注：每条约稿记录只可进行一次投稿，不可

进行重复投稿，且超过交稿截止时间后也不可进行投稿）。

搜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可实现根据约

稿通知标题进行搜索的功能；点击高级搜索按钮，显示搜索项‘截稿日期’

和是否已投稿；设置截稿日期，可实现按截稿日期进行搜索的功能；选择

是否已投稿可实现按是否投稿搜索到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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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督查督办

督查督办模块主要是用于针对公文中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任务的派发

及任务的反馈；

督查督办模块分为：任务登记、事项查询、个人任务、督查设置和任

务修改。

事项管理流程说明：

事项首先由发起人拆分成一个或多个子任务，派发给对应的负责人，

负责人执行完成后进行反馈，然后提交给审批人进行审核，审批人审核通

过后提交给科长进行审核，科长审核通过则表示该任务执行完成，待该事

项的所有任务都执行完成后，发起人终结事项；事项终结后，状态变成‘已

完成’

9.1、任务登记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登记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事项登记

模块功能简介：任务登记页面用于事项登记人员登记相关事项，可将事项

划分成多个任务派发给相关负责人进行处理，任务登记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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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段说明：

01基本信息

关联文件：主要用于通过关联公文来派发任务；点击关联文件后的选

择按钮，打开公文选择页面，公文列表页面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独立流转

单位所有非草稿状态的收发文；

事项：填写事项标题；

督查类别：督查类别下拉列表中的类别由部门管理员和系统管理员进

行配置；详细请参考 14.2.6督查类别设置和 13.3.5 督查类型

公文文号：关联文件后，公文文号字段可自动获取该公文的文号；

开始时间/结束时间：设置该事项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其中，子任务的

限办日期不可小于事项的开始时间，也不可大于事项的结束时间

关注领导：自动获取任务划分中所有任务的审批人；

责任人：自动获取任务划分中所有任务的负责人；

02任务划分

按月：可按月划分任务，共划分成 12条任务

按季度：可按季度划分任务，共划分成 4条任务

自定义：可自定义任务，按需要划分任务条数

事项登记后，点击【提交】按钮，则任务负责人可收到相关的任务待

办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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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事项查询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登记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催办、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事项查询模块用于事项登记人员查看事项执行情况，及对

各任务执行人进行催办操作，事项查询页面如下图；

催办：点击事项后的催办按钮，打开新增催办页面，该页面可进行任

务的催办，如下图；在 02 催办内容中填写催办信息，然后在 01 选取催办

任务列表中选择催办对象，点击【发起催办】按钮即可，则任务对应的负

责人可收到催办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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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选取催办任务中显示所有未办结的任务；03催办记录中显示该事

项的所有催办历史记录

查看：在事项列表页面点击事项名称，打开任务查看页面，可查看事

项及各子任务的详细信息，如，办理状态，反馈信息及审批意见，如下图；

搜索：在事项查询模块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则可

根据事项名称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如‘值

班日期’、‘关注领导’、‘事项状态’及‘督查类别’等，设置搜索信

息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

9.3、个人任务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内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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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个人任务模块用于任务负责人进行任务的查看及任务执行

情况的反馈

9.3.1、待办任务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登记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任务反馈、催办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待办任务模块用于查看本人的待办任务及对待办任务进行

反馈，待办任务页面如下图；

列表页面中显示任务名称，及任务对应的事项名称，状态，限办时间

及催办次数；一种状态分为 3 中：延期办理，表示当前日期已超过了限办

时间；超期预警，表示当前日期为限办时间；正常办理，表示当前日期在

限办时间之前；

催办查看；当负责人收到催办信息时，可在消息提醒中查看，如图一；

也可通过点击待办任务页面的任务后的催办次数字段进行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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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任务反馈；当用户收到待办任务时，可在消息提醒中收到一条‘督查

任务通知’的待办通知信息；用户可通过在待办任务页面中打开该条待办

任务进行反馈处理，任务反馈页面如下图；

点击【汇报】按钮，打开事项任务填写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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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反馈信息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钮，则任务查看页面的操作字段

会显示【上报】按钮，如下图；

点击【上报】按钮，打开上报页面，签署意见后，将该子任务的汇报情况

提交给科长审批人员进行审核，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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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长审批人员收到审核待办件后，进行审批，若审核不通过，则退回给负

责人重新反馈，若审核通过，则提交给科长进行审批，当科长审批通过后，

则该子任务办结，如下图；

搜索：在事项查询模块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则可

根据事项名称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如‘限

办时间’，可根据限办时间字段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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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已办任务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登记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任务查看、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已办任务模块用于查看本人的已办结的任务；

任务查看；点击已办任务页面的任务名称，可打开任务查看，查看事

项和各子任务的处理状态，如下图；

搜索：在事项查询模块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则可

根据事项名称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如‘限

办时间’，可根据限办时间字段进行搜索；

9.4、任务修改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事项登记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任务修改、办结、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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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任务修改模块用于事项登记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对事项的

时间及子任务的限办日期进行调整，任务修改页面如下图；

任务修改：在事项列表页面点击事项名称，打开任务修改页面，如下

图；点击【编辑】按钮，可修改事项的结束时间和任务的限办日期（注，

限办日期必须小于等于结束时间），修改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

办结：当事项的各子任务都办结后，事项发起人在消息提醒中可收到

相关事项的办结待办件，如下图；

点击该待办件，打开事项办结页面，如下图，点击【办结】按钮，则该事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241 页

项办结，状态显示为已办结；（也可通过点击任务修改页面中的事项，打

开任务修改页面，若该任务已办结，则可点击【办结】按钮进行办结）

搜索：在事项查询模块页面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则可

根据事项名称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显示更多搜索项，如‘值

班日期’、‘关注领导’、‘事项状态’及‘督查类别’等，设置搜索信

息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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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公文管理

公文管理实现了收文登记、发文拟稿、文稿审批、催办、传阅、编号

打印和归档等公文处理环节进行全面信息化管理。通过电子化流转提高公

文的流转效率，节约管理成本，使参与公文流转的所有人员可实时掌握公

文的状态，并进行有效的追踪。

公文管理功能模块分为公文流转、归档目录、归档文件、账外文件、

档案借阅、公文分发和公文代码配置。

10.1、拟稿管理

拟稿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管理拟稿、成文的一系列过程，包括拟稿过程和成文过程。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模块：拟新文件、待办文件、已办文件、已办结文件、文件查询和

文件监控。

10.1.1、拟新文件

拟新文件模块用于公文收发登记员进行公文的拟定，并将拟定的公文发送给相关

领导进行审核、核稿、会签等，待拟定的公文经过审核、核稿、会签、签发、编号、

清稿打印等步骤后即可生成正式的公文。

拟新文件列表页面中显示当前用户的所有拟稿记录， 点击稿件的标题，可打开

稿件的浏览页面查看详细的表单信息；

拟稿送审核后，列表中的附件字段会产生发文的审改稿文件，点击后可打开审改

稿进行查看；编号步骤后，word图标字段和 pdf 图标字段会分别产生 word格式和 pdf

格式的发文正式稿文件，点击后可打开文件查看，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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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新稿件：

1. 在拟新文件页面，选择发文类别即发文标识（发文标识的配置请参考发文

配置中的发文标识配置）

2. 点击 按钮，进入发文拟稿页面，填写各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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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密级、紧急程度、保存年限及归档类目字段的信息通过点击字段

后的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关信息即可

注：公开属性、密级、紧急程度、保存年限及归档类目字段的下拉框中的设置

项可在后台的代码项配置中进行配置，分别对应代码项配置数据列表页面中的

‘公开属性‘、‘密级’、‘紧急程度’、保管期限’和‘归档类目’，具体配置请参考

代码项配置

编号：点击编号后的下拉按钮，选择编号

注：编号字段即为发文代字，可在后台管理里的发文配置中进行配置，具体配

置方法请参考发文配置中的发文代字配置

印发日期：在日期控件中选择印发日期；

标题：填写标题信息，该字段为必填字段；

签发日期：签发日期字段在此页面无需填写，在流程的签发步骤送下一步后

该字段会自动获取当前的签发时间。

拟稿、核稿、会签、签发：拟稿、核稿、会签、签发字段用于显示对应步骤

的领导签署意见。

正文：正文的添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点击 按钮打开空白文

档页面，直接在空白文档中进行文稿的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 按钮，然

后点击 按钮即可；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点击 按钮将已经编辑好

的文稿文件导入即可（必须是.doc 或.docx 文件）。正文字段，未进行正文编辑或

未导入文件时，正文字段后的图标显示为 ，导入文件或进行正文编辑后，图标

变为 。

注：正文字段中的拟新文件、导入文件的权限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

发文配置的发文标识的权限控制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发文配置和

通用配置

附件：附件字段用于上传除正文以外的其他附件，点击 按钮，打

开‘选择要加载的文件’对话框，可上传本机中的附件；或点击添加附件后的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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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显示 ，点击后，打开‘选择网络硬盘附

件’，可选择系统中的网络硬盘模块中的个人区中的附件进行上传。

注：附件的添加、修改、删除的权限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发文配置

的发文标识的权限控制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发文配置和通用配置

流程记录：点击流程记录，显示流程记录页面，可查看流程相关信息，如下

图，可查看已处理过的各步骤的流程处理人、处理时间、处理意见和提交人员信息。

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

整个操作流程，及流程相关处理信息。

办文关联：点击 按钮，进入办文关联页面，可关联办文中显示所

有当前用户经办的办文和当前用户借阅办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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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办办文和借阅办文列表中，点击需关联的办文前的 按钮，提示关联成功，

如下图

点击确定按钮，则关联的办文会在已关联办文中显示，且在经办办文列表中，该条

办文记录前的关联按钮消失，如下图。

若经办办文或借阅办文中的办文较多，则可通过搜索功能快速的找到相关办文；在

标题字段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则列表中会显示所有的相关办文

记录，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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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已关联办文列表中，勾选‘序’前的勾选框，然后点击 按钮，则该条

关联的办文在已关联办文列表里面不再显示，同时在可关联办文列表中，该条办文

记录前的关联再次按钮显示。

关联办文后，该条办文中的正文和附件会以附件的形式显示在发文拟稿页面的附件

中。

3. 在右侧的签署意见框中签署意见；签署意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直接在

文本框中签署意见，另一种：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相关意见，勾选的意见会在

签署意见框中显示，见下图；

注：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进行配置，详细配置方法

参考功能配置中的我的意见

4. 拟稿完成后，可根据业务进行‘送审核’或‘归档’操作，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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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审核：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页面中，本部门的人员列

表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部门及所在部门下的所有子部门中的用户，所有用户人员列

表中，显示系统中的所有用户。在人员列表中，勾选下一步骤的处理人，则选择的

人员会在已选人员列表中显示，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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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若拟稿的文件无需经过审核、核稿、签发等步骤，则可点击 按

钮，直接送归档人员进行归档。（若系统配置了默认的归档人员，则点击归档按钮

后不会显示流程处理页面，拟稿页面自动关闭，流程流转至默认处理人处）

搜索：拟新文件页面可根据标题、当前状态、拟稿日期、发文标识和文号字段

进行搜索；点击 按钮后的 ，可展开显示更多搜索字段，见下图。

在各搜索字段设置搜索信息后，点击 按钮，可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可隐藏搜索字段。

删除选定：选择拟稿状态的记录，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删除被选中的发文

草稿件，如下图。（已发起流程的记录无法删除）

10.1.2、待办文件

待办文件模块页面用于显示和处理当前用户需要处理的发文记录。该列表页面展

示了待处理的发文的标题、拟稿人、拟稿日期、当前状态、发文标识、发文代字等信

息，如下图；点击标题字段，可打开处理页面进行该事项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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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在待办文件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

索的功能；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可展开更多搜索字段，可按标题、当前状态、收

到时间、发文标识和文号字段进行搜索，设置搜索条件后点击 按钮，则列

表中会显示所有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可将设置的搜索信息清空，重新设

置搜索条件进行搜索；点击 按钮，可将展开的搜索字段隐藏。

10.1.3、已办文件

已办文件模块页面用于显示当前用户处理过的发文记录，如果同一条记录多次处

理，则只会显示最新状态的一条记录。该列表页面展示了稿件的标题、拟稿人、拟稿

日期、当前状态、发文标识、发文代字等信息，如下图；点击标题字段，可打开该事

项的浏览页面进行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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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在已办文件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

索的功能；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可展开更多搜索字段，可按标题、当前状态、收

到时间、发文标识和文号字段进行搜索，设置搜索条件后点击 按钮，则列

表中会显示所有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可将设置的搜索信息清空，重新设

置搜索条件进行搜索；点击 按钮，可将展开的搜索字段隐藏。

10.1.4、已办结文件

已办结文件模块页面用于显示当前用户经办的已办结的发文记录。该列表页面展

示了稿件的标题、拟稿人、拟稿日期、当前状态、发文标识、发文代字等信息，如下

图；点击标题字段，可打开浏览页面进行查看。

查询：在已办结文件数据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

标题搜索的功能；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可展开更多搜索字段，可按标题、当前状

态、收到时间、发文标识和文号字段进行搜索，设置搜索条件后点击 按钮，

则列表中会显示所有相关记录。点击 按钮，可将设置的搜索信息清空，重

新设置搜索条件进行搜索；点击 按钮，可将展开的搜索字段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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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5、文件查询

文件查询模块页面显示属于该本独立子流转下所有的发文记录（独立子流转部门

的设置请参考部门管理）；该列表页面展示了发文的标题、当前状态、年度、拟稿人、

发文日期、发文标识、发文代字、归档类目和保存期限字段的信息；点击标题字段，

可打开查看页面。

查询：在文件查询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

索的功能；点击 按钮后的 ，展开显示更多搜索字段，可根据标题、发文

日期、年度、保存期限、归档类目和发文标识字段进行搜索；

10.1.6、文件监控

文件监控模块列表页面显示所有的发文记录，该模块主要用于给

10.2、办文管理

办文管理模块可以实现内外部收文的登记、拟办、审核、分送、处室办理的全流

程电子化管理

现有的收文来源有两种：一种是纸质文件；一种是系统收文，包括本局办/科室

人员或其他局办/科室人员的通过系统发送过来的件。办文管理模块主要用于收到的

纸质文件的办理过程。

10.2.1、收文登记

当收文为纸质文件时，需收文登记人员根据纸质文件的内容在系统的收文登记页

面进行收文登记，然后派发给相关领导进行处理。

收文登记列表页面中显示所有当前用户登记的收文记录，且点击收文标题字段，

可打开该收文记录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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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流程：

1.登录系统，点击公文管理-办文管理-收文登记，在收文登记页面，选择收文类

别

注：收文的类别即为收文标识，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收文配置下的收文

标识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参考收文配置

2.点击 按钮，打开收文登记页面，根据纸质文件填写来文信息和办文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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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信息：填写标题、来文文号、密级、份数、页数、备注信息；设置来文时

间；点击来文单位字段后的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来文单位；其中标题和来文单

位为必填项；

注：密级字段下拉框中的设置项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代码项配置中进行

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代码项配置和公文代码项；来文单位字段的设置项在后

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收文配置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收文配置中

的来文单位

办文信息：根据纸质文件，设置收文序列、办理类型、紧急程度、要求办结时

间等字段信息；登记时间字段自动获取当前的登记时间。

注：收文序列、办理类别和紧急程度字段的设置项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

代码项配置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代码项配置和公文代码项

正文、附件：上传正文和附件

注：正文字段和附件字段中的添加、删除、修改权限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

文配置-收文配置的收文标识的权限控制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收文

配置和通用配置

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

整个操作流程，及流程相关处理信息。

流程记录：点击流程记录，显示流程记录页面，列表中显示所有已处理步骤的

信息，如下图，可查看已处理的各步骤的流程处理人、处理时间、处理意见和提交人

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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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通过选择所有、本部门、与我相关或未阅办来分别查看所有已处理步骤的

处理信息、与当前用户同部门的处理人的相关处理信息、当前用户处理的信息及还未进

行处理的步骤信息，如下图。

3.收文登记完成后，根据业务可进行‘送拟办’操作，如下图

点击送拟办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在人员选择列表中，本部门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

部门及所在部门下的子部门中的用户；所有用户人员列表中，显示系统中的所有用户，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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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切换‘本部门’和‘所有用户’来切换列表人员，然后在人员列表中，直接选择人

员，或者通过搜索功能搜索到相关人员，选择人员后该已选会在人员列表中显示，如下

图

若人员选择错误，可点击人员后的删除按钮逐个删除人员，或点击人员列表上方的

按钮删除所有已选用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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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选定后点击 按钮即可。

搜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索的功能，如下图

点击 按钮后的 ，展开显示更多搜索字段，可根据标题、当前状态、

来文单位、收文序列、年度和登记日期字段进行搜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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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搜索字段设置搜索信息后，点击 按钮，可成功搜索到相关记录

在搜索字段设置搜索信息后点击 按钮，可清空所有的搜索信息，如下图

点击 按钮，即可隐藏搜索字段。

10.2.2、待办办文

待办办文模块页面用于显示和处理当前用户需要处理的收文记录。该列表页面展

示了待处理的收文的办文号、来文单位、标题、来文号、来文时间、收文序列、当前

状态等信息，如下图；点击标题字段，可打开处理页面进行该事项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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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在待办办文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

索的功能；点击 按钮后的 ，展开显示更多搜索字段，可根据标题、收到

时间、收文文号和文号字段进行搜索；

注：具体搜索操作与收文登记中的相同，可查看收文登记中的查询操作。

10.2.3、经办办文

经办办文模块页面用于显示当前用户处理过的收文记录，如果同一条记录多次处

理，则只会显示最新状态的一条记录。该列表页面展示了收文的办文号、来文单位、

标题、来文号、来文时间、收文年份、经办状态等信息，如下图；点击标题字段，可

打开查看页面。

查询：在经办办文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

索的功能；点击 按钮后的 ，展开显示更多搜索字段，可根据标题、办文

号、来文号、来文单位、收文序列、年度和登记日期字段进行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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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具体搜索操作与收文登记中的相同，可查看收文登记中的查询操作。

10.2.4、办文查询

办文查询模块页面显示属于该本独立子流转下所有的办文记录（独立子流转部门

的设置请参考部门管理）；该列表页面展示了收文的标题、当前状态、来文单位、来

文号、收文序列、收文年份、收文文号和登记时间字段的信息，如下图；点击标题字

段，可打开查看页面。

查询：在办文查询列表页面，在右上角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可实现按标题搜

索的功能；点击 按钮后的 ，展开显示更多搜索字段，可根据收文日期、

来文单位、标题、收文标识、文件状态、年度和收文序列字段进行搜索；

注：具体搜索操作与收文登记中的相同，可查看收文登记中的查询操作。

10.2.5、办文监控

办文监控模块页面显示所有的办文记录，该模块主要用于单位主任对所有的办文

记录进行监控，并可对办文单的流程进行调整，如，可删除记录、将流程强制回到登

记步骤、暂停/激活流程；

该列表页面展示了收文的标题、年度、收文日期、当前状态、来文单位和收文序

列字段的信息，如下图；点击标题字段，可打开查看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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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中：勾选需要删除的记录，点击 按钮

回第一步：勾选列表中的收文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条流转中的收

文记录退回到‘登记’步骤，当前状态显示为‘登记’，如下图；且在进行‘回第一步操作’

前的待办件在处理人的待办事宜和办文管理-待办办文列表中消失。

终止流程实例：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 按钮，提示终止成功，

如下图；则该条收文记录的流程被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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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档案管理

10.3.1、档案借阅

10.3.1.1、我的借阅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借阅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看、归还选定、删除选定、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我的借阅模块是用来查看用户个人申请的档案借阅记录的

状态

查看：若申请的档案已审核通过，则可点击该条记录的‘档案标题’

字段，打开该档案详情页面进行查看，如下图；

点击‘已经收回’状态的档案申请记录，可查看已归还档案对话框，可

查看详细的借阅信息，如，档案标题、借阅人、借阅时间、实际归还时间等，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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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选定：勾选需归还的‘正在借阅’的档案记录，然后点击【归还选

定】按钮即可，如下图；

搜索：可以按借阅时间、档案标题和公文文号进行搜索；在搜索框中

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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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发文借阅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借阅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申请借阅、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发文借阅是用来借阅已归档的发文，发文借阅页面中显示

所有已归档状态的发文记录；

申请借阅：选择需借阅的发文，点击【申请借阅】按钮，提示‘确定

要借阅么’，如图一；然后点击确定按钮，打开申请登记页面，如图二，

填写借阅理由和最迟归还时间，然后点击【提交申请】按钮，选择审批人

员，然后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即可；则档案管理审批人员可收到【管理

员审批】的待办件，若同意借阅则可成功借阅；

图一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265 页

图二

搜索：可根据标题、文号和发文年份进行搜索。在各搜索项的搜索框

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如下图；

10.3.1.3、收文借阅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借阅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申请借阅、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收文借阅是用来借阅已归档的收文，收文借阅页面中显示

所有已归档状态的收文记录；

申请借阅：选择需借阅的收文，点击【申请借阅】按钮，提示‘确定

要借阅么’，点击确定按钮，打开申请登记页面，填写借阅理由和最迟归

还时间，然后点击【提交申请】按钮，选择审批人员，然后点击【确定提

交】按钮即可；则档案管理审批人员可收到【管理员审批】的待办件，若

同意借阅则可成功借阅；

搜索：可根据标题、文号和收文年份进行搜索。在各搜索项的搜索框

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按钮即可；

10.3.1.4、档案借阅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借阅权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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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点：申请借阅、搜索

模块功能简介：档案借阅是用来借阅所有已归档的文件，收文、发文及账

外文件

申请借阅：选择需借阅的收文，点击【申请借阅】按钮，提示‘确定要

借阅么’，点击确定按钮，打开申请登记页面，填写借阅理由和最迟归还时

间，然后点击【提交申请】按钮，选择审批人员，然后点击【确定提交】按

钮即可；则档案管理审批人员可收到【管理员审批】的待办件，若同意借阅

则可成功借阅；

搜索：可按归档类目，保存期限、密级、标题、文号和年份进行搜索；

点击【搜索】按钮后的展开按钮，可显示所有的搜索项，如下图；

10.3.1.5、借阅管理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借阅审核、归还档案、搜索、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借阅管理是用来管理档案的借阅申请

借阅审核：档案管理人员在待办事宜中打开【管理员审批】档案借阅

待办件，在借阅审核页面，可查看借阅信息，如，借阅的文件名称、借阅

人、借阅时间、借阅理由及最迟归还时间等，在审核时管理员可修改最迟

归还时间；若同意借阅则点击【同意借阅】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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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人员列表中默认显示借阅人员，点击【确认提交】按钮即可，申请人会

收到【通知申请人】的待办件，如下图；

若不同意借阅，则点击【退回】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填写退回意

见，然后点击【确定提交】按钮即可，如下图；则申请人会收到退回的待办

件，申请人可重新提交申请；

查看：点击列表中的档案标题字段，打开借阅查看页面，可查看档案

借阅的详细信息，如，档案标题、借阅人、审核人、借阅时间、确认时间

和最迟归还时间等，如下图。若该条记录还未进行借阅审核，则确认时间

字段显示为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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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还档案：勾选状态为‘正在借阅’的档案，点击【收回档案】按钮，

可收回借阅中的档案，见下图。

搜索：可按借阅时间、公文文号和档案标题进行搜索，输入关键字后

点击【搜索】按钮即可。

10.3.2、档案目录 【待更新】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调整件号、打印目录、批量归类、立卷、修改记录、搜索、

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档案目录可以查询所有立卷的公文，包括已归档的发文、

已归档的收文和已归档的账外文件，档案目录页面如下图；

注：此处的已归档不是流程的状态，而是归档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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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件号：将鼠标一直件号字段，则该字段处于可编辑状态，修改件号

值，然后点击【调整件号】按钮，即可，如下图；

打印目录：点击【打印目录】按钮，打开打印目录对话框，如下图；

选择年份、归档类目和保管期限，然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打印

归档文件目录，列表中显示年份，归档类目及保管期限都与选择的类别相

同的档案，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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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归类：勾选列表中需要批量归类的档案记录，然后点击【批量归

类】按钮，选择需要归档到的归档类目，即可，如下图；

立卷：勾选列表中的记录，点击【立卷】按钮，然后选择年份后，则

选中的记录会按入档时间的先后顺序重新生成件号；同归档类目年限和年

度的按入档时间重新由小到大生成；

删除选定：勾选需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选中】按钮，选中的档案

记录被删除。

搜索：档案管理员可根据年度、保管期限、文号、题名、归档和责任

人类目责任者进行模糊查询，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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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账外文件登记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新增记录、修改、删除选定

模块功能简介：账外文件中用于登记未经发文登记和打印、编号的文件；

新增记录：点击页面中的【新增记录】按钮，打开新增记录页面，填写

各字段信息，点击【选择文件】按钮，添加公文相关附件，然后点击【归档】

按钮即可，见下图；

修改：点击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记录页面（格式与新增页面相

同），修改各字段信息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钮即可；

删除选定：在列表中，勾选需要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选定】按钮，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272 页

即可成功删除选择的记录；

10.3.4、已办结发文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简介：已办结发文中显示所有已归档、暂归档及不归档的发文记

录

10.3.4.1、已归档发文

模块功能点：查看、移到暂归档

模块功能简介：已归档发文模块，用于管理已归档的发文，在已归档发文页面可

查看已归档发文的详细信息，见下图；

移到暂归档：选中需移至暂归档的发文记录，点击【移到暂归档】按

钮，即可把归档的发文转到暂归档列表页面中。

查看：点击列表中归档发文后的【查看】按钮，打开该发文单详情页

面，可查看详细的发文信息；

搜索：在已归档发文页面，可以按标题、归档类目、发文日期和发文

标识字段进行查询；在搜索字段的输入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搜索】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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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4.2、暂归档发文

模块功能点：查看、移到归档

模块功能简介：暂归档发文模块，用于管理暂归档的发文，对于暂归档中的发文，

可被选中后进行正式归档操作；

注：暂归档页面中的【移到归档】、【查看】和【搜索】功能可参考已归档发文，
此处不再详述；

10.3.4.3、不归档发文

模块功能点：查看、移到归档

模块功能简介：不归档发文模块，用于管理不归档的发文，对于不归档的发文，

可被选中后进行正式归档操作；

注：不归档页面中的【移到归档】、【查看】和【搜索】功能可参考已归档发文，
此处不再详述；

10.3.5、已办结收文

模块使用对象：具有档案管理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简介：已办结收文中显示所有已归档、暂归档及不归档的收文记

录；

10.3.5.1、已归档收文

模块功能点：查看、移到暂归档

模块功能简介：已归档收文模块，用于管理已归档的收文。在已归档收文页

面可查看已归档收文的详细信息，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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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到暂归档：选中需移至暂归档的收文记录，点击【移到暂归档】按

钮，即可把归档的收文转到暂归档列表页面中。

查看：点击列表中归档收文后的【查看】按钮，打开该收文单详情页

面，可查看详细的收文信息，如下图；

搜索：在已归档收文页面，可以按来文单位、标题、年度、收文序列

和登记日期字段进行查询；在搜索字段的输入框中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

击【搜索】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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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5.2、暂归档收文

模块功能点：查看、移到归档

模块功能简介：暂归档收文模块，用于管理暂归档的收文，对于暂归档中的收文，

可被选中后进行正式归档操作；

注：暂归档页面中的【移到归档】、【查看】和【搜索】功能可参考已归档收文，
此处不再详述；

10.3.5.3、不归档收文

模块功能点：查看、移到归档

模块功能简介：不归档收文模块，用于管理不归档的收文，对于不归档的收文，

可被选中后进行正式归档操作；

注：不归档页面中的【移到归档】、【查看】和【搜索】功能可参考已归档收文，
此处不再详述；

10.4、公文分发【老版待更新】

10.4.1、待收公文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公文收发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询、签收

模块功能简介：待收公文页面显示发给本单位接收的公文

独立管理的部门之间可以通过公文分发模块来传送公文，发给本单位

接收的公文都会显示在待收公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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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询：可以用标题和文号对待接收的公文进行检索，见图 10-6-1.

图 10-6-1

公文签收：点击需要签收公文的标题，系统会打开一个详细的签收页

面。在这个页面中能看到详细的公文信息，点击【签收公文】按钮，签收

此公文，见图 10-6-2。

图 10-6-2

10.4.2、公文发送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公文收发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公文发送、设为不发送、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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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独立管理部门的公文收发员可以把已归档的公文发给其他

独立管理部门的公文收发员。从而实现独立管理的部门之间的公文交换

查询：可以根据标题、归档类目、保存期限、发文号等基本信息进行

模糊查询。

设为不发送：选择记录，点击【设为不发送】按钮，将被选中的公文

设置为不需要分发。

公文发送：点公文的标题，进入公文分发页面，见图 10-6-3. 若确认

发文没有问题，点【公文分发】按钮发送公文。点【取消发送】按钮取消

发送。

图 10-6-3

注意：公文发送过程中，最多只能有一个正文，如果在上面表格中选

中了一个“正式发文稿”，这里的添加正文自动变成附件。

10.4.3、收文转发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公文收发权限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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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点：公文发送、设为不发送、查询

模块功能简介：收文转发用来转发本单位收到的公文

查询：可根据标题、归档类目、保存期限、发文号等基本信息进行模

糊查询。

设为不发送：选择记录，点击【设为不发送】按钮，将被选中的公文

设置为不需要分发。

公文发送：点公文的标题，进入公文分发页面，见图 10-6-4：进入收

文分发页面，选择接收单位，若确认发文没有问题，点【公文分发】按钮

发送公文。点【取消发送】按钮取消发送。

图 10-6-4

10.4.4、已发公文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公文收发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查询、公文签收情况查看

模块功能简介：已发送公文是用来查看从本单位发出的所有公文记录，见

图 1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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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5

公文查询：可以按公文文号和标题对公文进行查询。

公文签收情况查看：点击 按钮，进入签收情况查看页面，见图

10-6-6；可对未签收的收回操作，勾选记录，点击【确认收回】按钮即可。

图 10-6-6

10.4.5、组内部门设置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公文收发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分组管理、添加部门、删除选中、查找

模块功能简介：组内部门设置模块用于对公文分发时的组内接收单位进行

分类管理，见图 1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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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7

分组管理：设置收文组类别，点击分组管理按钮，打开收文组管理页

面，添加收文组组名，点击【确定添加】按钮，可成功添加收文组组名，

见图 10-6-8.

图 10-6-8

添加部门：选择组别后点击【确定添加】按钮，添加部门后，选择部

门后点击【确定】按钮，可成功添加部门。

删除选中：选择要删除的部门，点击【删除选中】按钮，可成功删除

选择的部门。

查找：可按部门名称进行搜索，选择组别后，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

点击搜索，可查找到相应的部门。

10.4.6、撰写公文

模块使用对象：所有具有撰写公文权限人员

模块功能点：公文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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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功能简介：撰写公文用于撰写公文并进行公文分发，见图 10-6-9

图 10-6-9

公文分发：填写公文相关信息，选择接收单位、添加正文等信息后点

击【公文分发】按钮发送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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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拟稿标准流程

各单位具有各自的办公 OA，因此各单位可以实现内部发文的功能，从

拟稿开始到归档结束都可以实现电子化。

11.1、拟稿的一般流程

拟稿的流程可在“后台管理”——“OA 功能配置”——“公文配置”——“发文

配置”——“发文标识”中根据业务需求选择对应的拟稿流程，如下图。

拟稿的一般流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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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流程图为一般流程，仅为说明而列，各单位的流程设置视具体情况而定。各

单位的部门管理员有设置发文流程的功能。

 发文流程中领导具有签发文件的功能

11.2、拟新文件

1.在拟新文件页面，选择发文类别即发文标识（发文标识的配置请参考发文配置

中的发文标识配置）

2. 点击 按钮，进入发文拟稿页面，填写各字段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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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密级、紧急程度、保存年限及归档类目字段的信息通过点击字段

后的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相关信息即可

编号：点击编号后的下拉按钮，选择编号

印发日期：在日期控件中选择印发日期；

标题：填写标题信息，该字段为必填字段；

签发日期：签发日期字段在此页面无需填写，在流程的签发步骤送下一步后

该字段会自动获取当前的签发时间。

拟稿、核稿、会签、签发：拟稿、核稿、会签、签发字段用于显示对应步骤

的领导签署意见。

正文：正文的添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点击 按钮打开空白文

档页面，直接在空白文档中进行文稿的编辑，编辑完成后点击 按钮，然

后点击 按钮即可；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点击 按钮将已经编辑好

的文稿文件导入即可（必须是.doc 或.docx 文件）。正文字段，未进行正文编辑或

未导入文件时，正文字段后的图标显示为 ，导入文件或进行正文编辑后，图标

变为 。

附件：附件字段用于上传除正文以外的其他附件，点击 按钮，打

开‘选择要加载的文件’对话框，可上传本机中的附件；或点击添加附件后的下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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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 ，显示 ，点击后，打开‘选择网络硬盘附

件’，可选择系统中的网络硬盘模块中的个人区中的附件进行上传。

流程记录：点击流程记录，显示流程记录页面，可查看流程相关信息，如下

图，可查看已处理过的各步骤的流程处理人、处理时间、处理意见和提交人员信息。

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

整个操作流程，及流程相关处理信息。

办文关联：点击 按钮，进入办文关联页面，可关联办文单中显示

所有当前用户经办的办文，借阅办文中显示所有借阅的办文，在经办办文或借阅办

文中勾选需关联的办文，则

3. 在右侧的签署意见框中签署意见；签署意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直接在文

本框中签署意见，另一种：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相关意见，勾选的意见会在签署

意见框中显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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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进行配置，详细配置方法

参考功能配置中的我的意见

4. 拟稿完成后，可根据业务进行‘送审核’或‘归档’操作，如下图

送审核：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页面中，本部门的人员列

表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部门及所在部门下的所有子部门中的用户，所有用户人员列

表中，显示系统中的所有用户。在人员列表中，勾选下一步骤的处理人，则选择的

人员会在已选人员列表中显示，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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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档：若拟稿的文件无需经过审核、核稿、签发等步骤，则可点击 按

钮，直接送归档人员进行归档。（若系统配置了默认的归档人员，则点击归档按钮

后不会显示流程处理页面，拟稿页面自动关闭，流程流转至默认处理人处）

11.3、拟稿审核

拟稿审核功能一般是拟稿审核人员来处理；可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

查看到该条核稿记录，见下图一；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

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行处理，见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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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正文审改：正文审改功能用于拟稿流程中审核、核稿、会签及签发步骤的处理

人对正文稿件进行审核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正文审改稿编辑页面，可对稿件内容进行核稿编辑，

修改稿件内容后，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但正文编辑页

面不会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且正文编辑页面

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被修改过的内容会以不同颜色的字体显示，方便用

户查看修改的部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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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则修改的内容与未修改部分的内容显示的颜色字体及格

式相同；

点击 按钮，弹出是否保存修改的内容，点击保存，则修改的内容被

保存，且正文编辑页面被关闭。

发文原稿：用于查看正文原稿，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可修改，如

下图；

发文审改稿：用于查看稿件的修改后的内容，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审改稿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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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如下图

在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该条发文记录的流程信息，绿色表示已经完成的步骤，蓝

色表示当前待处理的步骤。

将鼠标移至各步骤的图标可查看该步骤的处理信息，如，处理人，处理时间，处

理意见等，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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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办理过程，显示办理过程页面，页面中以列表形式展示各处理步骤的相关处

理信息，如下图；

核稿：拟稿审核通过，则在签署意见框中签署意见，如下图；在签署意见框中输

入意见后，勾选‘添加到我的意见模板’，则输入的意见会显示在我的意见模板中；（注：

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也可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进行配置）

或直接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已有的意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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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页面上方的 按钮，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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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通过切换‘本部门’和‘所有用户’来切换列表人员，然后在人员列表中，直接选择人

员，或者通过搜索功能搜索到相关人员，选择人员后该已选会在人员列表中显示，如下

图

若人员选择错误，可点击人员后的删除按钮逐个删除人员，或点击人员列表上方的

按钮删除所有已选用户，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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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选定后点击 按钮即可。

11.4、办公室核稿

核稿功能一般由办公室主任来担当；可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查看到

该条核稿记录，见下图一；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

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行处理，见下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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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正文审改：正文审改功能用于拟稿流程中审核、核稿、会签及签发步骤的处理

人对正文稿件进行审核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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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打开正文审改稿编辑页面，可对稿件内容进行核稿编辑，

修改稿件内容后，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但正文编辑页

面不会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且正文编辑页面

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被修改过的内容会以不同颜色的字体显示，不同用

户修改的内容也会以不同的颜色区别，方便用户查看修改的部分，如下图；

点击 按钮，则修改的内容与未修改部分的内容显示的颜色字体及格

式相同；

点击 按钮，弹出是否保存修改的内容，点击保存，则修改的内容被

保存，且正文编辑页面被关闭。

发文原稿：用于查看正文原稿，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可修改，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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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审改稿：用于查看稿件的修改后的内容，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审改稿查看页面，如下图；

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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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该条发文记录的流程信息，绿色表示已经完成的步骤，蓝

色表示当前待处理的步骤。

将鼠标移至各步骤的图标可查看该步骤的处理信息，如，处理人，处理时间，处

理意见等，见下图

点击办理过程，显示办理过程页面，页面中以列表形式展示各处理步骤的相关处

理信息，如下图；

签署意见：用户可在页面右侧的签署意见框中手动输入核稿意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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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签署意见框中输入意见后，勾选‘添加到我的意见模板’，则输入的意见会显示

在我的意见模板中；（注：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也可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

进行配置）

或直接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已有的意见，如下图

签署意见后可根据实际业务进行送‘签发’或‘会签’操作；

点击页面上方的 或 按钮，打开事项处理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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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相应处理人后，点击 即可；

11.5、领导会签

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可查看到该条核稿记录，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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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

行处理，见下图；

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正文审改：正文审改功能用于拟稿流程中审核、核稿、会签及签发步骤的处理

人对正文稿件进行审核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正文审改稿编辑页面，可对稿件内容进行核稿编辑，

修改稿件内容后，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但正文编辑页

面不会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且正文编辑页面

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被修改过的内容会以不同颜色的字体显示，不同用

户修改的内容也会以不同的颜色区别，方便用户查看修改的部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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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则修改的内容与未修改部分的内容显示的颜色字体及格

式相同；

点击 按钮，弹出是否保存修改的内容，点击保存，则修改的内容被

保存，且正文编辑页面被关闭。

发文原稿：用于查看正文原稿，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可修改，如

下图；

发文审改稿：用于查看稿件的修改后的内容，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审改稿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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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如下图

在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该条发文记录的流程信息，绿色表示已经完成的步骤，蓝

色表示当前待处理的步骤。

将鼠标移至各步骤的图标可查看该步骤的处理信息，如，处理人，处理时间，处

理意见等，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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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办理过程，显示办理过程页面，页面中以列表形式展示各处理步骤的相关处

理信息，如下图；

签署意见：用户可在页面右侧的签署意见框中手动输入核稿意见，在签署意见框

中输入意见后，勾选‘添加到我的意见模板’，则输入的意见会显示在我的意见模板中；

（注：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也可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进行配置）；或直接

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已有的意见，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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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点击 按钮，打开事项处理页面，选择相应处理人后，点击

即可；

11.6、领导签发

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可查看到该条核稿记录，见图；

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

行处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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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正文审改：正文审改功能用于拟稿流程中审核、核稿、会签及签发步骤的处理

人对正文稿件进行审核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正文审改稿编辑页面，可对稿件内容进行核稿编辑，

修改稿件内容后，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但正文编辑页

面不会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可成功保存修改的信息，且正文编辑页面

被关闭；点击 按钮，则被修改过的内容会以不同颜色的字体显示，不同用

户修改的内容也会以不同的颜色区别，方便用户查看修改的部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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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则修改的内容与未修改部分的内容显示的颜色字体及格

式相同；

点击 按钮，弹出是否保存修改的内容，点击保存，则修改的内容被

保存，且正文编辑页面被关闭。

发文原稿：用于查看正文原稿，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可修改，如

下图；

发文审改稿：用于查看稿件的修改后的内容，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审改稿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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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如下图

在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该条发文记录的流程信息，绿色表示已经完成的步骤，蓝

色表示当前待处理的步骤。

将鼠标移至各步骤的图标可查看该步骤的处理信息，如，处理人，处理时间，处

理意见等，见下图

点击办理过程，显示办理过程页面，页面中以列表形式展示各处理步骤的相关处

理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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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意见：用户可在页面右侧的签署意见框中手动输入核稿意见，在签署意见框

中输入意见后，勾选‘添加到我的意见模板’，则输入的意见会显示在我的意见模板中；

（注：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也可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进行配置）；或直接

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已有的意见，如下图

然后点击 按钮，打开事项处理页面，选择相应处理人后，点击

即可；

11.7、编号人员进行发文的编号

在文件签发完成后，首先进行对文件的编号，编号人员在个人办公的 ‘待

办事宜-待办’的列表页面可查看到该条待办件；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

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行处理，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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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标题字段，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点击 按钮，可自动按顺序生成发文序号；也可手动输入序号，如下图

发文原稿：用于查看正文原稿，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可修改，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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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审改稿：用于查看稿件的修改后的内容，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审改稿查看页面，如下图；

清稿打印：签署意见后点击 按钮，弹出事项处理页面，选择清

稿打印人员，然后点击 即可；

11.8、清稿打印

在发文编号完成后，清稿打印人员可对正文中的审改稿进行清稿操作。

清稿打印人员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的列表页面或在‘公

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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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原稿：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

可修改，如下图；

发文审改稿：用于查看稿件的修改后的内容，不可修改

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审改稿查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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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稿编辑：可在系统内部的清稿编辑中对稿件进行清稿

点击正文中的 按钮，打开清稿编辑页面，如下图

对稿件进行清稿点击 按钮，然后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模板

选择页面，选择制定模板，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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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清稿完成。

清稿上传：可在系统外部对稿件进行清稿，然后将清稿后的文件上传至系统即可

点击 按钮，打开文件选择页面，在本机中选择已经清稿的文件，点击

确定即可成功将稿件上传至系统中。

清稿完成后，在意见签署框中签署相关意见，点击 ，打开人员选择页

面，选择清稿人员，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11.9、加盖印章

在清稿打印完成后，加盖印章人员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的列表页面

可查看到该条待办件；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

该条待办审核件进行处理，见下图；

点击标题字段，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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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原稿：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

可修改，如下图；

发文正式稿件：点击正文中的 按钮，打开发文正式稿页面，页面中

显示清稿后的稿件内容，如下图。

签署意见后，点击 按钮，打开人员选择页面，选择归档人员，点击

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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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发文归档

档案人员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的列表页面可查看到该条待办件；或

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行处理，

见下图；

点击公文标题，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发文原稿：点击 按钮，打开发文原稿页面，可查看发文原稿内容，不

可修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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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正式稿件：点击正文中的 按钮，打开发文正式稿页面，页面中

显示清稿后的稿件内容，如下图。

在签署意见框中签署归档意见后，点击 或 按钮，完成归档操作，

流程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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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办文标准流程

12.1、收文流程图

12.2、公文收发员进行收文登记

公文收发员收到纸质文件后，根据纸质文件的内容进行收文登记。

操作流程：

1.登录系统，点击公文管理-办文管理-收文登记，在收文登记页面，选择收文类别

注：收文的类别即为收文标识，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收文配置下的收文

标识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参考收文配置

2.点击 按钮，打开收文登记页面，根据纸质文件填写来文信息和办文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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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文信息：填写标题、来文文号、密级、份数、页数、备注信息；设置来文时

间；点击来文单位字段后的下拉框，在下拉列表中选择来文单位； 其中，标题和来

文单位为必填项；

注：密级字段下拉框中的设置项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代码项配置中进行

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代码项配置和公文代码项；来文单位字段的设置项在后

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收文配置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收文配置中

的来文单位

办文信息：根据纸质文件，设置收文序列、办理类型、紧急程度、要求办结时

间等字段信息；登记时间字段自动获取当前的登记时间。

注：收文序列、办理类别和紧急程度字段的设置项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文配置-

代码项配置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代码项配置和公文代码项

正文、附件：将纸质收文相关文件扫描后作为附件上传，若上传的文件

为.doc、.docx、.xls 或.xlsx格式，则可对上传的文件进行编辑，点击编辑，打开文件

编辑页面，如下图，

注：正文字段和附件字段中的添加、删除、修改权限在后台管理-OA 配置-公

文配置-收文配置的收文标识的权限控制中进行配置,具体配置方法请参考收文

配置和通用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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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文件信息后，点击 按钮，然后点击 按钮，关闭编辑

页面。

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

整个操作流程，及流程相关处理信息。

流程记录：点击流程记录，显示流程记录页面，列表中显示所有已处理步骤的

信息，如下图，可查看已处理的各步骤的流程处理人、处理时间、处理意见和提交人

员信息

在此页面，可通过选择所有、本部门、与我相关或未阅办来分别查看所有已处理步骤的

处理信息、与当前用户同部门的处理人的相关处理信息、当前用户处理的信息及还未进

行处理的步骤信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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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签署意见：签署意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直接在文本框中签署意见，另一种：

在‘我的意见模板’中勾选相关意见，勾选的意见会在签署意见框中显示，见下图；

注：我的意见模板中的意见在首页-功能配置-我的意见中进行配置，详细配置方法

参考功能配置中的我的意见

4.收文登记完成后，登记完成后点击‘送拟办’，将此收文送处室领导审核，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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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送拟办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在人员选择列表中，本部门中显示当前用户所在

部门及所在部门下的子部门中的用户；所有用户人员列表中，显示系统中的所有用户，

如下图，

可通过切换‘本部门’和‘所有用户’来切换列表人员，然后在人员列表中，直接选择人

员，或者通过搜索功能搜索到相关人员，选择人员后该已选会在人员列表中显示，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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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人员选择错误，可点击人员后的删除按钮逐个删除人员，或点击人员列表上方的

按钮删除所有已选用户，如下图

人员选定后点击 按钮即可。

12.3、收文拟办

收文拟办一般由办公室主任来担当，收文拟办人员承担着收文内部转

发的中心环节，起着关键的作用。

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列表中可查看到该条收文待办件，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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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待办文件’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打开该条待办审核件进

行处理，见下图

点击公文标题后，打开事项处理页面，如下图

点击正文和附件中的下载按钮，可下载附件和正文进行查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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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追踪：点击页面右上角的 按钮，打开流程追踪页面，如下图

在流程追踪页面可查看该条发文记录的流程信息，绿色表示已经完成的步骤，蓝

色表示当前待处理的步骤。

将鼠标移至各步骤的图标可查看该步骤的处理信息，如，处理人，处理时间，处

理意见等，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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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办理过程，显示办理过程页面，页面中以列表形式展示各处理步骤的相关处

理信息，如下图；

流程记录：点击流程记录，显示流程记录页面，列表中显示所有已处理步骤的

信息，如下图，可查看已处理的各步骤的流程处理人、处理时间、处理意见和提交人

员信息

打印：点击 按钮，打开收文打印单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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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签署意见框中输入拟办意见，点击 按钮，选择审核人员后，点击

即可。

12.4、收文审核

审核人员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列表或公文管理-办文管理

-待办办文中打开收文待办件，如下图

在右侧的签署意见框中签署审核意见，若审核不通过，则点击 按钮，

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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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 按钮，则流程退回至上一步骤的拟办人员。

若审核通过，则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如下图，选择分送人

员，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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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收文分发

收文分送人员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列表或公文管理-办文管

理-待办办文中打开收文待办件，如下图

在签署意见框中输入相关意见，然后根据实际业务进行‘分送’或‘办结’操作

分送：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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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分送步骤，可以同时送领导批示和处室办理，在步骤选择列表中，勾选需要派

送的步骤，然后在右侧对应步骤的人员选择列表中选择处理人，点击确认提交即可，

如下图。

办结：点击 按钮，弹出是否办结的确认提示框，如下图，若点击确定，则

表示流程结束，在经办办文中可以查看到该办文的状态显示为‘已办结’

12.6、领导批示

单位领导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列表或公文管理-办文管理-待

办办文中打开收文待办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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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查看收文表单及附件信息后，在签署意见框中输入领导批示意见，然后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理页面，如下图

页面中显示了默认的处理人（即分发步骤的处理人员），点击 即可。

12.7、处室办理

处室办理人员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办列表或公文管理-办文管

理-待办办文中打开收文待办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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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室办理人员查看收文表单及附件信息后，针对收文内容，在签署意见框中签署

相关意见，然后根据实际业务进行‘转办’、‘办理完成’或‘送阅读’操作。

转办： 若需将此办文转给其他人员进行办理，则可点击 按钮，打开流程处

理页面，选择办理人员，然后点击 即可；

办理完成： 若针对此办文中的任务，已办理完成，则可点击 按钮，

打开流程处理页面，页面中默认获取分送步骤的处理人员，如下图，点击

后，流程回到分送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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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阅读：办理人员也可将此办文单发送给其他人员进行阅读；点击 按钮，

选择可阅读的人员，然后点击 即可；送阅读后，该待办件仍然存在，办理

人员仍可继续进行‘转办’、‘办理完成’或‘送阅读’操作。

12.8、收文阅读

用户登录系统，在个人办公的 待办事宜-待阅列表或公文管理-办文管理-待办办

文中打开收文待阅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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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后，可在签署意见框中签署相关意见，然后点击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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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后台管理

系统管理员登陆系统后，会看到后台管理的菜单。所有针对办公系统

软件的设置都在这里完成：

后台管理对于整个办公系统的使用至关重要，系统管理员需要对其有

深刻的了解，做好全面的设置工作以后，才能保证信息安全，用户正常使

用系统功能。设置工作相对比较复杂，以下是一个详细的讲解过程。

13.1、组织架构

设置部门、用户、角色，及用户角色关系。

13.1.1、部门管理

对于整个系统，部门结构是首先要分清的，各层次、各级关系一定要

理清楚。系统默认有一个系统管理部，此部门下有一个用户“系统管理员”，

此用户与其它各部门都是独立的，主要用于系统的维护。

如上图，进入菜单“后台管理—组织架构—部门管理”，这里维护系

统的部门结构树。

新增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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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部门】按钮，如下图，

1、点上级目录后的选择按钮，选择上级部门，默认显示的是‘根’目录，表示

顶级部门。

2、 ，在某区电子政务中，该设置体现在“个人办公—通讯录—内

部通讯录”中，用户在“内部通讯录”中，总是只能看到最近一级的勾选了

的部门内的其他用户。

另：勾选 表示该部门可以由部门管理员进行独立管理。

3、 ，勾选该选项，表示该部门可以配置独立的公文流转。

4、填写其他信息，点“保存并新建”或“保存并关闭”即可。

删除部门

点击需要删除的部门记录后的【删除】按钮，弹出提示‘删除该部门将

同时删除子部门及用户，确定删除吗？’，若点击确定，则该部门下的子部

门及用户都会被删除；

修改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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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部门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部门页面，可修改部门信

息，修改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如下图。

13.1.2、用户管理

用户管理页面，用于维护系统中所有人员的个人信息，用户管理页面如

下图；（后台管理中添加的用户信息，可在用户所属单位的‘部门管理-组织架

构-用户管理’中进行维护）；

新增用户：

1、点击【新增用户】按钮，打开新增用户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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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必填字段‘用户登录名’、‘用户姓名’和‘所在部门’

3、填写用户扩展信息；

4、用户角色分配中选择相应角色，如下图

5、用户个人信息填写完成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钮即可；

用户禁用：选中需要禁用的用户，点击【启用/禁用】按钮，完成用户禁用；

禁用后的用户无法登录系统（若当前处于登录状态，则退出后无法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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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启用：选中被禁用的用户，点击【启用/禁用】按钮，完成用户启用；

处于启用状态的用户可登录系统；

删除选中：选中用户，点击【删除选中】按钮，完成用户删除；删除后该用

户在通讯中不再显示，且该用户无法登录系统；

用户修改：点击用户姓名，进入用户信息修改页面，修改用户资料，修改后

点击【保存修改】即可；

更新排序：将鼠标移至列表记录中的排序字段，则该字段处于可编辑状态，

修改排序值后点击【更新排序】按钮，则列表中的人员记录会按设置的排序值大

小有序排列；

用户密码初始化：若用户忘记了密码，则可通过点击【初始化密码】按钮，

进行密码的初始化，用户可使用初始密码登录系统。

查看模块：点击用户记录后的【查看模块】按钮，可查看该用户有权限查看

和使用的模块；（用户模块授权请查看后台配置-UI 配置-模块菜单）；

转移选中：选中列表中的用户，点击【转移选中】按钮，在打开的转移用户

列表中选择要转移到的部门即可；

导入数据：点击搜索按钮后的 按钮，显示下载 excel导入模板，点击【下

载 excel导入模板】，可将需要导入的用户信息添加至模板，然后点击【导入数

据】按钮，选择模板，然后点击打开按钮，若导入的数据正常，则提示导入成功；

导入成功后用户记录会在对应的部门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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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出 excel：点击【打开导出面板】，显示面板设置项，在待选列中选择要

导出的字段，然后点击 按钮，则该字段被移至已选列中，点击 按钮，则待

选列中的字段全被被移至已选列中；已选列中的字段表示为需要导出的字段，然

后点击【导出】按钮即可，如下图；则列表中的用户记录被导出至 excel 表中；

13.1.3、角色管理

角色管理模块主要用于配置系统中的角色，并为用户授权相应的角色；

13.1.3.1、角色类别

角色类别是用来设置角色的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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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类别：在页面列表上方的‘角色类别名称’字段后的输入框中输入

角色类别名称，然后点击【确定添加】按钮即可；

13.1.3.2、角色列表

角色列表模块用于添加角色，角色列表页面如下图；左侧显示角色类别，

右侧显示添加的角色；

系统为了实现权限分配，采用角色（用户组）的概念。注：系统提供

了一些保留角色：adminGroup、OuAdminGroup。这些角色不能被删除，否

则系统不会正常工作。保留角色说明如下：

AdminGroup :系统管理员角色。

OuAdminGroup：在顶级 OA 模式下有效，部门管理员角色。

系统保留角色不能进行编辑。此外管理员还可以添加自定义的角色，

从而实现灵活的系统配置。

添加角色：在数据列表上方的‘角色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输入角

色名称（必填），然后选择类别（必选），然后点击【确定添加】按钮即

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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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角色关系设置：点击角色记录后的【设置】按钮，打开用户角色

关系设置页面，如下图；可以设置属于该角色的用户列表。（该设置项也

可在‘后台管理-组织机构-用户角色关系’模块中进行设置）

修改：将鼠标定位至需修改的字段，则该字段处于可编辑状态，修改

信息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如下图；目前可对角色的‘角色名

称’、‘排序号’和‘所属类别’字段进行修改；

13.1.3.3、角色授权

角色授权用于给各独立单位授权角色，授予指定角色后，单位管理员的

在部门管理-角色管理-角色列表中可看到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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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在角色类别下拉框中选择类别，然后角色列表中会显示该类别

下的所有角色，勾选需要授权的角色，则该角色会在数据列表中显示，勾

选部门数据列表中部门对应的角色，点击【保存设置】按钮，则授权成功；

授权成功后，使用该单位的管理员角色登录系统，在部门管理-组织架构-角色管理

-角色列表中可看到该角色；

13.1.4、用户角色关系

用户的角色，除了在添加用户时配置外，在这里可以统一配置用户的

角色，用户角色关系页面如下图；

用户角色授权：在角色类别下拉框中选择类别，然后角色列表中会显

示该类别下的所有角色，勾选需要授权的角色，则该角色会在数据列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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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勾选用户列表中用户对应的角色，点击【保存设置】按钮，则授权

成功，如下图；

13.1.5、职位管理

职务管理模块用于设置职位；职位对应到具体部门具体用户，职位管理

页面如下图；

新增职位：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职位页面，选择所属部门，

填写职位名称信息，选择所属人员，然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钮即可，如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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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职位信息后可在用户管理中为所属人员设置职位信息；如，在用户

管理中点击打开用户 王冬雪的修改用户页面，点击职务字段后的下拉框，

下拉列表中显示添加的职务信息，选择职务，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

如下图；

13.2、UI 配置

13.2.1、模块菜单

对系统各个模块进行定义，并设置对哪些角色和用户开放，从而实现

模块的访问控制，确保信息安全。用户只能访问他有权限的模块。

13.2.1.1、模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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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方便地控制用户使用系统各功能模块的权限，我们可以把系统中

所有的功能项添加到模块表中，同时，这些添加到表中的模块也会通过菜

单的形式显示在系统中。此功能主要只对系统管理员开放。注意，模块定

义请不要删除和修改（主要为了我们修改系统方便留的接口，最终用户一

般不需要配置这些模块属性，否则可能影响所有用户的操作）。以后系统

会不断增加新的功能模块，我们可以利用模块权限管理功能把新增的模块

轻松纳入一致的权限管理范畴。

举个例子，以后我们的系统中要添加一个图书管理模块，它下面有：

图书维护（仅对图书管理员开放）、图书借阅（对所有用户开放）、借阅

审核（仅对图书管理员开放）三个子功能。我们的开发人员会专门设计三

个页面：BookManage.aspx、BookBorrow.aspx、BookLendConfirm.aspx。

然后我们就可以利用模块权限管理功能来配置图书管理模块的使用权限和

菜单项了。步骤如下：

新增模块

点【新增模块】，如下图，

上级模块，如果我们要把图书管理放到顶层菜单项中，则上级模块选

择“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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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地址，就是点击该模块，转到哪个页面。有 2种情况：1、对于

底层的子模块，例如图书借阅，对应地址中当然是填写它的页面地址“相

对路径＋bookBorrow.aspx”；2、对于带有子模块的顶层模块，因为它只

是起到分类的作用，所以没有对应具体的页面，但是为了让用户点击这个

顶层菜单后，能够显示此模块的界面，我们可以设定它对应的模块首页面。

例如：公务邮件模块，我们设定了 MailList.aspx 作为模块首页面地址。

排序号：决定了此模块在菜单项中的位置。

是否禁用，勾选，表示禁用该模块。

弹出窗口：勾选，则点击该模块就在新窗口中打开该模块页面。

大（小）图片，是指子菜单项显示时的前置图片。大图片和小图片，

分别在不同的界面样式中显示。

13.2.1.2、模块授权

添加好的模块，必须配置相应的权限，才可以在系统菜单中显示出来。

每一个模块菜单项通过授权给特定的角色、或直接指定授权用户，来实现

权限控制。只要用户具有授权角色身份或者在直接指定授权用户中，他就

可以访问相应的模块菜单项。设置为公开，则所有用户都可访问该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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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子模块的权限，首先要保证其父模块有权限，并且该模块也要有

权限，这个模块菜单才会显示在系统中。例如：撰写邮件模块，它设置为

完全公开，但如果公务邮件模块没有开放，那么一般用户进入时，看不到

撰写邮件菜单。

点击【设置】按钮，如下图，可以把模块权限授予给角色、个人、部

门。

13.2.1.3、快捷按钮【待更新】

快捷按钮模块是用来设置系统的默认快捷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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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快捷按钮：点击【新增快捷按钮】，输入名称和地址，保存完成。

如下图：

13.2.1.4、模块管理授权

模块管理授权页面可对非公开的模块进行授权，可授权给指定的独立单

位，则有该模块权限的独立单位管理员在‘部门管理-模块权限-模块管理’

中查看到该模块：

注：在模块授权页面中设置模块未非公开状态（见图一），则该模块在

模块管理权限页面中才会显示【授权】按钮（见图二）；

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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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给部门：点击模块后的授权按钮，打开授权给部门管理对话框，可

将模块授权给部门，如下图；也可对多个模块批量进行授权，勾选可授权的

模块，然后点击顶部的【授权给部门管理】按钮，打开授权给部门管理页面，

可对模块进行批量授权；

13.2.2、首页元件

13.2.2.1、普通元件

普通元件中用来配置系统中所有用户的‘我的桌面’中的可显示的元件，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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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元件：点击【新增元件】按钮，打开新增元件页面，添加元件名称

和元件地址，然后点击【保存】按钮，如下图：

设置为启用状态的元件可在该页面中显示，设置为‘禁用’状态的元件

可通过点击新增元件旁的下拉按钮中的‘从禁用列表中添加’来查看禁用的

元件，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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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图二

新增元件后可对元件进行删除、禁用和权限设置操作，如下图；

权限管理：点击元件的权限管理按钮，打开权限管理页面，可将该元件

授权给角色、用户或部门；有次权限的用户在首页的‘个人中心-界面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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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元件配置’中才会显示该元件，若未对元件进行权限管理的配置，则表

示该元件为公开状态，所有人员的个人元件配置中都会显示该元件；

元件排序；点击页面中的元件拖动，可调整元件的位置，也可调整元件

的大小；详细的调整信息可点击页面右上角的说明按钮查看说明信息，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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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3、主题配置

主题样式用来管理系统界面风格样式的。可以对主题样式进行增加或删

除。

13.3、OA配置

该模块中，包含一些办公系统的功能配置。

13.3.1、分类信息

模块使用对象：系统管理员权限人员

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的栏目、发布权限、访问权限、审核权限、管理

权限全都可以灵活配置。

注：分类信息的栏目规划和栏目授权可在后台管理-OA 功能配置-分类

信息中进行配置，也可在部门管理-OA 功能配置-分类信息中进行配置，区

别在于，后台管理中新增的栏目为公共栏目，公共栏目可设置为所有单位

可用或指定给某些独立单位可用；部门管理中新增的栏目为自建栏目，仅

本单位可以使用该栏目；

13.3.1.1、栏目规划

栏目规划模块中主要用于新增栏目，设置栏目的审核方式及配置栏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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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用范围等；栏目规划页面如下图：

注：栏目记录前无勾选框的，表示该栏目为自建栏目，由单位管理员在部门管理-OA

配置-分类信息的栏目规划中添加的栏目

新增栏目：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栏目页面，如下图。（注：后

台管理中新增的栏目为公共栏目）

父栏目：为了体现栏目的层次关系，请选择正确的“父栏目”；若新增

的栏目为主栏目，则在栏目下拉列表中选择根栏目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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拷贝父栏目权限：当父栏目选择某一栏目后（非根栏目），然后勾选‘拷

贝父栏目权限’，则该栏目的阅读权限、发布权限、审核权限和管理权限与选

择的父栏目的权限相同；

栏目名称：设置栏目名称，用于在分类信息的左侧的栏目列表中显示；

信息审核：不勾选，表示该栏目无需审核，可直接发布，在信息发布时

选择信息栏目为该栏目后，点击【直接发布】按钮，则该条信息即可在该栏目

下显示；勾选，表示该栏目需要审核，在信息发布时选择信息栏目为该栏目，

则页面中会显示【送审核】按钮，点击此按钮，选择审核人员，待审核通过后，

该条信息才会在该栏目下显示；设置为‘需要审核’后，必须配置审核流程，

在选择流程中选择‘分类信息’即可，如下图

拷贝权限：选择某一栏目后，则该栏目的栏目权限与选择的栏目的权限

相同，包括阅读权限、发布权限、审核权限和管理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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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可用范围：用于设置该栏目是所有单位可用还是某个独立管理单位

可用（可多选）。默认选项为‘所有单位’可用，也可设置为某些单位可用，

如下图；当勾选了强制信息隔离时，各单位只能发布、查看自己单位的信息。

如，设置了‘通知公告’栏目的可用范围为‘定义范围’，指定单位为‘系统

管理部’和‘测试部’，并勾选了‘强制信息隔离’，则系统管理部的人员在

‘通知公告’栏目下发布的信息只有系统管理部的人员可看到，测试部的人员

无法看到系统管理部的人员在该栏目下发布的信息；（部门管理-OA 配置-分类

信息-栏目规划的新增栏目页面无此字段）

注：设置栏目的可用范围为定位范围后，该栏目的授权仍在系统管理员在后台管理

-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中进行授权，且该栏目的权限只可授权给指定的单位中的

人员和部门

删除栏目：勾选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栏目在分类信息的栏目

列表中不再显示，该栏目下的信息也不显示；且该栏目在栏目规划的数据列

表中的状态显示为‘已删除’，如下图；此处为逻辑删除，保留原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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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用栏目：勾选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栏目下所有信息将只能

阅读无法进行评论和发布操作

启用栏目：勾选‘已停用’状态的栏目记录，点击 按钮，用户

将在重新登录后重新获得操作权限。

排序：点击 按钮，则列表中会显示排序号字段，修改记录的排序值

后点击 按钮，设置排序值后，列表中的栏目记录可按排序值大小有序

排列（注：系统管理员只可对公共栏目的排序值进行修改），如下图

修改：点击公共栏目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修改记录页面，可修改栏

目的各设置项；修改页面与新增页面相同，具体操作可参考新增栏目；

转移：点击公共栏目记录后的 按钮，可将该栏目转移至指定栏目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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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1.2、栏目授权

栏目授权模块主要用于配置栏目的阅读、发布、审核和管理权限；栏目

授权页面如下图；左侧的栏目列表中显示所有的栏目，包括公共栏目和自建

栏目；（注：每次授权成功后需要用户重新登录后，才可获得相应权限。）

角色列表中按角色类别展示角色，勾选中某个角色下面的列表增加一

列，方便给角色快捷授权，如下图；

阅读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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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授权：在阅读 tab 页，勾选栏目与角色对应的勾选框后，表示该

角色具有该栏目的阅读权限，如上图中，表示具有用车管理员角色的用户拥

有通知公告栏目的阅读权限，则用车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在分类信息的信息

阅读模块中查看通知公告栏目下的信息；

完全公开：勾选栏目与完全公开对应的勾选框后，则表示所有用户都

有该栏目的阅读权限；

高级设置：点击栏目后的【高级设置】按钮，打开高级设置页面，页

面中显示‘01 授权角色’、‘02 授权用户’、‘03 授权部门’；分别用户

设置将该栏目授权给某角色，某用户或某部门，设置后点击 按钮，

即可授权成功，如下图；

注：若设置了‘完全公开’，则再授权给指定角色或用户或部门，则该栏目的权限

仍为完全公开，所有用户都有阅读权限，栏目的授权为并集关系。

发布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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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的发布权限的授权方法与阅读权限授权方法相同，请参考阅读授

权，此处不再详述；

注：拥有栏目发布权限的用户一定拥有栏目的阅读权限，即若用户有某

栏目的发布权限，但未授权该用户栏目的阅读权限，则该用户仍有该栏目的

阅读权限。

审核权限：

栏目的审核权限用于需审核的栏目，直接发布的栏目无需配置栏目的审

核权限；设置栏目审核权限后，则在信息发布时点击【送审核】按钮，打开

的流程处理页面，已选人员列表中会默认显示具有审核权限的人员（若需审

核的栏目未配置审核权限，则已选人员列表中默认显示为空），如下图；

栏目的审核权限的授权方法与阅读权限授权方法相同，请参考阅读授

权，此处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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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权限：

有了某个栏目的管理权限，可以对该栏目中的信息进行置顶、修改、排

序、删除、停止、拷贝等操作；

栏目的管理权限的授权方法与阅读权限授权方法相同，请参考阅读授

权，此处不再详述；

注：拥有栏目管理权限的用户一定拥有栏目的阅读和发布权限，即若用

户有某栏目的审核权限，但未授权该用户栏目的阅读和发布权限，则该用户

仍有该栏目的阅读和发布权限。

13.3.2、行政管理

用于配置车辆管理和会议室管理中的配置项

13.3.2.1、车辆设置【待更新】

该模块主要用于配置单位车辆信息，车辆设置页面如下图；

注：系统管理员可在后台管理中配置所有单位的车辆信息，单位管理员可在部门管

理中配置本单位的车辆信息

新增车辆：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车辆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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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车辆名称’、‘车辆号码’和‘单位’字

段为必填项；需注意，必须先选择单位然后再选择驾驶员，因为驾驶员记

录是根据选择的单位显示的；单位列表中显示所有的独立单位，选择该车

辆所属独立单位；然后选择驾驶员，驾驶员列表中显示所选单位下的驾驶

员信息（驾驶员设置项请参考驾驶员设置），填写各字段信息后点击

按钮，即可。

注：在设置车辆信息时选择了驾驶员，则在车辆申请时，若选择了该车辆，则驾

驶员字段中会自动显示该车辆对应的驾驶员,如下图；

修改：可实现对列表中车辆的‘车辆名称’、‘车牌号码’、‘驾驶

员’和‘排序号’的信息进行修改的功能；将鼠标定位至需修改的字段，

则该字段中的信息变为可编辑状态，如下图，修改信息后点击上方的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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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定：在列表中勾选需删除的记录，然后点击 按钮，

即可成功删除车辆记录。

搜索：可实现按‘车辆名称’和‘单位’进行搜索的功能；在搜索项

‘车辆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 按钮，可实现按

车辆名称进行搜索的功能；在搜索项‘单位’字段的单位选择列表中选择

某独立单位，然后点击 按钮，可实现按单位进行搜索的功能；

13.3.2.2、驾驶员设置【待更新】

驾驶员管理，用来添加单位的驾驶员信息，在添加车辆记录时，可以

选择该车的默认驾驶员，驾驶员设置页面如下图；

注：系统管理员可在后台管理中配置所有单位的驾驶员信息，单位管理员可在部门

管理中配置本单位的驾驶员信息

新增驾驶员：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驾驶员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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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姓名’、‘准驾车型’、‘驾驶证编号’、

‘手机号码’和‘单位’字段为必填项；单位列表中显示所有的独立单位，

选择该车辆所属独立单位；填写各字段信息后点击 按钮，即可。

修改：点击驾驶员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驾驶员信息页面，

可修改驾驶员的各字段信息，修改后点击 按钮即可。

删除选定：在列表中勾选需删除的记录，然后点击 按钮，

即可成功删除驾驶员记录。

搜索：可实现按‘姓名’和‘单位’进行搜索的功能；在搜索项‘姓

名’字段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 按钮，可实现按姓名进行

搜索的功能；在搜索项‘单位’字段的单位选择列表中选择某独立单位，

然后点击 按钮，可实现按单位进行搜索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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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2.3、会议室配置

会议室配置主要用于配置‘行政管理-会议室管理’中需使用的会议室，

会议室配置页面如下图；

注：系统管理员可在后台管理中配置所有单位的会议室，单位管理员可在部门管理

中配置本单位的会议室

新增会议室：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会议室页面，如下图；

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会议室名称、单位选择和会议室容纳人数为比

填写；点击单位选择字段后的选择按钮，打开选择单位对话框，在所有单位

列表中，显示所有的独立单位（独立单位的配置请参考后台管理-组织架构-

部门管理），选择需配置会议室的单位，则该单位在‘单位选择’字段的显

示框中显示，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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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室修改：直接在会议室配置的数据列表中进行修改，目前可修改的信息：

会议室名称、容纳人数、排序号，将鼠标定位至需修改的字段，则该字段显示为

可编辑状态，直接修改信息后点击 即可，如下图。

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需删除的会议室记录前的勾选框，然后点击

按钮，则选择的记录被成功删除。

搜索：可根据会议室名称和单位进行搜索，在会议室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

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实现按会议室名称搜索的功能；点击

单位字段后的选择按钮，在单位列表中选择单位，然后点击 按钮，可实

现按单位搜索的功能；

13.3.2.4、会议服务项目

会议服务项目模块主要用于配置会议室管理中的对应会议室可提供的

服务及公共服务项目：如投影机、话筒、水果、矿泉水；会议服务项目配置

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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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统管理员可在后台管理中配置所有单位的会议室服务项目，单位管理员在部

门管理中只可配置本单位的会议室服务项目

新增服务项目：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服务项目页面，先

选择单位，然后选择所属会议室，并填写项目名称，点击 按钮即

可。在‘单位选择’字段选择单位后，点击所属会议室字段后的下拉按钮，

列表中显示所选单位的会议室列表，列表中会多一条‘公共’选择项，选择

‘公共’，则表示该服务项在所选单位的所有会议室中都有此服务项，如下

图；

上图中表示，OA条线测试部门的用户在进行会议室申请时，不管选择

哪个会议室，需提供服务项目中都会显示‘矿泉水’这个服务项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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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服务项目：直接在会议室服务项目的数据列表中进行修改，目前可

修改的信息：服务项目名称和排序号，将鼠标定位至需修改的字段，则该字

段显示为可编辑状态，直接修改信息后点击 即可。

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需删除的服务项目记录前的勾选框，然后点击

按钮，则选择的记录被成功删除。

搜索：可根据服务项目名称和单位进行搜索，在服务项目名称字段后的文本

框中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实现按服务项目名称搜索的功能；

点击单位字段后的选择按钮，在单位列表中选择单位，然后点击 按钮，

可实现按单位搜索的功能；

13.3.3、公文配置

整个公文系统的正确运行都依赖于各公文设置项的正确配置。此模块

主要用于对公文流转中各设置项的配置，如公文代码项、发文标识、收文

标识、发文模板等。

注：公文的业务逻辑是依托于独立子流转单位来开发的，因此，公文

流程的配置第一步就是正确的配置独立子流转单位。配置方法参见部门管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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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1、代码项配置

代码项配置模块主要用于对公文表单中的部分字段进行代码的配置，

用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对各代码进行配置，如：发文表单页面中的密级、

紧急程度、保存年限、归档类目；收文表单中的紧急程度、办理类别等。

13.3.3.1.1、新增代码

新增代码：点击 按钮， 在弹出来的新增代码页面上，填

写相关内容，如下图

代码分类：描述了一个代码项的作用范围，分类后方便统一管

理。如，可将发文表单中涉及的代码项都归类在发文分类中，将收

文表单中涉及到的代码项都归类在收文分类中。

是否全局配置：指此代码项的设定是否所有子流转单位通用，

若是各独立单位都是独立的，则选择否，则该代码项在配置时需各

独立单位分别配置；若是通用的，则选择是，表示所有独立单位都

是统一的，可通用，无需单独配置，管理员进行统一配置即可。例

如：文种，是全局配置，原因是国家有统一标准；收文序列，每个

子流转单位都有自己的一套，也许有某些单位有重复项，但总体来

说是不同的，所以全局配置设置为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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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修改：将鼠标定位至列表中某个代码纪录的名称、代码分类、全

局配置和排序字段，可分别修改代码的名称，代码分类、全局配置及排序

值信息，修改后点击 按钮，可成功修改代码信息，如下图

删除：点击代码纪录后的 按钮，可将该条代码纪录删除成功。

搜索：系统管理员可根据代码的名称进行搜索，可快速的查找到相关

的代码，如：在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则列

表中显示相关的搜索代码；在全局配置字段，分别选择，‘所有’、‘是’、

‘否’，数据列表中会对应显示所有的代码，全局配置为‘是’的所有代码纪

录、全局配置为‘否’的所有代码项纪录，默认情况下显示的是所有状态的代

码纪录。

13.3.3.1.2、新增全局代码项

新增代码项：点击全局配置为‘是’的代码纪录后的 按钮，进入代码项

管理页面，在该页面可进行代码项的配置。在文本框中依次输入：代码项文

本、代码项值、排序号，然后点击 按钮，则在代码项列表中会显

示添加的代码项，添加后，该代码项的状态默认为启用状态。若新增时排序

号字段未设置值，则添加后默认显示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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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设置为‘启用’状态的代码项，在公文表单中，对应的字

段的下拉框中显示该代码项，设置为‘不启用’状态，则在公文表单中，

对应的字段下拉框中则不会显示该代码项。

修改代码项：将鼠标定位至列表中某条纪录的各字段，可分别修改代

码的名称，代码分类、全局配置及排序值信息，修改后点击 按

钮，可成功修改代码信息，如下图

13.3.3.1.3、新增非全局代码项

非全局代码项的新增方法类似全局代码项。唯一的区别在于代码项管理

页面左侧多了一个独立子流转部门树，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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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代码项：点击全局配置为‘是’的代码纪录后的 按钮，进入代

码项管理页面，在该页面可进行代码项的配置。在新增代码项之前，需

要先在左侧部门树中选择一个独立子流转部门然后再在右侧文本框中

依次输入：代码项文本、代码项值、排序号，然后点击 按钮，

则在代码项列表中会显示添加的代码项。

13.3.3.2、发文配置

发文配置模块用于配置发文标识、发文代字及发文模板。

13.3.3.2.1、发文代字配置

发文代字是发文字号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发文机关的简称，它表

明了某份公文的发文主体是谁。一般情况下，每个子流转单位的发文代字

都是需要单独配置的，而且根据公文发送范围的不同，会分成多个发文代

字。

发文代字主要用于拟稿流程中的编号。比如国务院的发文文号：国发

[2017]1号。这里的“国发”就是一个发文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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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代字可以由系统管理员统一配置，也可开放给单位的公文管理员

配置。

新增发文代字：点击页面中的 按钮，进入新增发文代

字页面，填写相关内容，然后进行保存，则添加成功。添加发文代字时无

需在左侧的树列表中选择独立子流转部门，新增发文代字后，在发文标识

页面进行发文代字的设置，一个发文标识可引用多个不同的发文代字，一

个发文代字允许存在于多个发文标识。

分组：主要作用是让同组的发文代字可以按照同一个流水号进

行编号。例如，两个发文代字 A 和 B。一般情况下，A 和 B 的编号

是分开的，即出现文号： A[2017]1 号和 B[2017]1号的情况，但当 A

和 B 设置为相同分组后，如果已经存在 A[2017]1 号，那么此时 B 编

号时，结果是 B[2017]2 号。分组是在公文代码项中配置的，代码项

名称为：发文代字分类,配置方法参见： 代码项配置。

是否公开：限制该发文代字是否可以供本独立子流转单位中所

有部门使用，如果不公开，那么，除了授权的部门，其他部门无法

使用此发文代字。

发文代字修改：在发文代字列表页面，将鼠标定位至列表中的各字段，

可对各字段的信息进行修改，如名称，分组、是否启用、是否公开和是否

跨年等，修改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修改成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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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点击分组字段后，显示下拉框按钮，点击下拉框按钮，

下拉列表中显示所有的类别，选择某一类别后，点击列表上方的保

存修改按钮即可，若需取消分组，则在下拉列表中选择取消分组即

可。

是否启用：用于设置该代字是否可用，如果某个代字不再使用，

无需删除，设置为不启用即可。列表中，勾选表示启用，则该发文

代字可以供本独立子流转单位中所有部门使用，不勾选表示不启用，

则除了授权的部门，其他部门无法使用此发文代字；根据需求修改

该字段的勾选状态然后点击保存修改按钮即可修改成功；

是否跨年：主要用于拟新稿件的编号时，流水号是否根据年份

重置。一般情况下，是否跨年设置为不勾选状态，则文号会在第二

年将流水号重置为 1，则会出现： XX[2017]1 号，XX[2018]1 号。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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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跨年后，文号中将不包含年份，文号也不会自动按照年份重置，

会一直叠加，如：XX 第 102号。

注：同一个发文代字不允许同时跨年和分组，因为这是两种不

同的编号方式，所以设置为跨年的代字必须取消分组。跨年编号的

典型案例主要有命令（令）等文种如：国务院令、省政府令。

是否重复，一般情况下设置为不勾选状态，两次发文一般是不

允许文号重复的，如果手动编号出现重复，系统会进行提示。若特

殊情况可重复，则可设置成勾选状态。典型案例：省政府的政办通

报，每次政府换届后重新从头开始编号，这种情况需要设置允许重

复编号。

授权部门：当发文代字的公开方式设置为公开时，授权部门无

效，表示包含该发文代字的发文标识对应的单位下所有部门可以使

用该代字，设置为不公开时，可授权给指定部门（处室），设置授

权后只有授权部门（处室）的用户才能使用该代字。（公开方式设

置为‘否’授权部门字段才会显示设置按钮）；点击授权部门字段

中的 按钮，打开授权部门页面，该页面的部门列表中显示的是本

独立子流转单位下的非独立子流转部门，选择部门，点击

按钮即可授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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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点击发文代字记录后的删除按钮，可成功删除该条记录（注：

不使用的发文代字尽量不要使用删除功能，可设置为不启用状态即可）

搜索：可按发文代字名称和分组进行搜索，在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

选择分组，然后点击搜索即可搜索到相关记录。支持字段单独搜索也支持

字段组合搜索。

13.3.3.2.2、发文模板配置

发文模板主要用于发文拟稿中，其主要作用是帮助用户快速的生成一份

格式正确的发文正式稿。公文正文往往对字体格式、段落样式存在要求，使

用发文模板可以大大减轻用户拟制公文的工作量。用户在拟稿时可使用空白

模板编写公文，或通过导入方式导入文稿，然后在清稿步骤套上指定的套红

模板（即发文模板）即可。

新增模板：点击 按钮，进入新增发文模板页面，填写名称并

上传模板文件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添加成功。

其中上传的模板文件，必须添加名称为 zhengwen 的标签，一键套红时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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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板中的书签需要按照规范设置，否则可能无法同步表单字段，书签名

称参照：发文模板书签定义规范

模板示例文件：

苏政发.doc

修改模板：在发文模板列表中，点击名称字段可以进入编辑状态，

修改模板名称后点击 按钮，即可成功修改模板名称。

下载模板：再发文模板列表页面中，点击模板记录后的下载模板按

钮，则可成功下载此模板。

在线查看：在发文模板列表页面中，点击模板记录后的在线查看按

钮，则可打开正文编辑页面，可对模板中的内容进行修改，修改后点击

按钮，即可成功修改模板内容，然后点击 按钮，可

关闭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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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在发文模板列表页面中，点击模板记录后的 按钮，即可

成功删除该模板。

13.3.3.2.3、发文标识配置

发文标识是一系列发文配置的集合，它决定了某个独立子流转单位在行

文过程中的各种要素，包括： 发文代字、模板、流程等。一个发文标识对

应一个发文流程，当用户有多种不同的流程时，则需配置多个发文标识。或

用户有多种不同的发文单表头时，则也需针对不同的发文单表头分别设置一

个发文标识。

13.3.3.2.3.1、新增发文标识

新增发文标识：点击 ，打开发文标识新增页面，填写各

字段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新增后的发文标识的启用状态默认为‘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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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表单文头：对应的是拟稿管理中的发文拟稿页面中的公文

表头（如下图）；支持 html 代码，如果用户对表单文头有特殊的格

式要求，需要开发人员提供对应的 html 代码。普通红头代码：<font

color="red">XXX</font>。将其中的 XXX替换成相应的表单文头即可。

公文打印单文头：对应的是拟稿管理中的发文拟稿页面中的打

印单表头（如下图）；支持 html 代码，如果客户对表单文头有特殊

的格式要求，需要开发人员提供对应的 html 代码。普通红头代码：

<font color="red">XXX</font>。将其中的 XXX 替换成相应的打印单文

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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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文单打印 URL 地址：标准公文发文打印单地

址：../wd24/wd24print

对应流程：选择需要关联的发文流程。如果用户没有特殊需求，

可以直接选择标准发文流程。否则可以新建一个公文流程并相关联。

可调用子流转单位列表：若其他独立子流转单位需调用本独立

子流转单位的发文标识时，则可将此发文标识授权给这些单位使用；

点击该字段后的下拉按钮，下拉列表中显示所有独立子流转单位，

直接选择要调用该发文标识的独立子流转单位即可，则添加的独立

子流转单位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中进行拟新稿件时可选择到此发文

标识。

修改发文标识：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发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

打开发文标识修改页面，可修改各字段信息，修改后点击 按钮即

可成功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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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活动：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发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可查

看关联的发文流程的版本信息,发文流程的配置请参考流程配置

权限控制：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发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

公文按钮配置页面，为发文流程中的各步骤配置相应的操作按钮权限，勾选

表示启用，设置后点击 按钮，即可配置成功，具体的配置方法请

参考通用配置中的权限配置。

状态配置：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发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

公文状态配置页面，为发文流程中的各步骤配置相应的状态名称，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配置成功，具体的配置方法请参考通用配置中的状态

配置。

是否启用：修改页面可修改该发文标识的启用状态，勾选表示启用。若

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中进行拟稿时可选择到此发文标识，是必须设置此发文

标识为启用状态。

删除选定：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勾选需要删除的发文标识，点击

按钮，即可成功删除勾选的发文标识记录。

搜索：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可根据发文标识名称和是否启用状态进行

搜索；在标识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

到相关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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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2.3.2、发文代字设置

发文标识添加完成后需为此发文标识关联相关的发文代字。若发文标识

未关联相关的发文代字，则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中进行拟稿时选择类别的下

拉列表中不会显示此发文标识。一个发文标识可引用多个不同的发文代字，

一个发文代字允许存在于多个发文标识。

发文代字设置：在发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发文标识记录的发文代字字

段的 按钮，进入发文代字管理页面，在此页面点击 按钮，打

开新增发文代字页面，点击发文代字后的下拉框按钮，下拉列表中显示了发

文代字列表页面中所有状态为‘启用’状态的发文代字（如下图），选择发文

代字，然后选择发文模板字段后的下拉按钮，下拉列表中显示了发文模板页

面中添加的所有发文模板记录，选择相应的发文模板（可多选），点击保存

即可。

修改模板：在发文代字管理列表页面，点击发文模板字段，可进入编辑

状态，可修改模板，修改后，点击 按钮即可。

13.3.3.3、收文配置

收文配置模块用于配置收文标识来来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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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3.3.1、来文单位

来文单位是接收方视角中的一个概念，其实指的就是公文的发文单位。

如某区级单位，需要经常接收市级和省级机关的公文，此时，我们可将这

些单位配置在来文单位中，根据上下级关系，还可以设置来文单位的分类：

省级来文、市级来文、下级来文等。

新增来文单位：先在左侧的树列表中选择相应的独立子流转部门，然

后点击 按钮，进入添加来文单位页面，填写相关内容，然后进

行保存，则添加成功。添加后的来文单位的状态默认为‘启用’状态。其中所

属分类是一个公文代码项，主要用于对来文单位进行分类管理，非必填项，

可在代码配置模块中进行配置，对应的代码名称为来文单位分类，配置方

法参见：公文代码项

修改来文单位：在来文单位列表页面，点击名称、所属分类和状态字

段，可进行编辑状态，可修改来文单位名称、所属分类和状态，修改后点

击 按钮，即可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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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定：在来文单位列表页面，勾选需要删除的记录，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删除相关记录。

搜索：可根据来文单位名称，所属分类和状态进行搜索；在名称字段

的搜索框中输入关键字，如‘单位’，然后点击搜索，则来文单位名称中

含有‘单位’的来文单位记录都会在列表中显示；在所属分类下拉列表中选择

某一类别，然后点击搜索，则属于该类别的所有来文单位记录会在列表中

显示；在状态字段的下拉框中选择某一状态，如，启用，然后点击搜索，

则所有状态为启用的来文单位记录都会在列表中进行显示；同时也支持组

合搜索。

13.3.3.3.2、收文标识

收文标识是收文配置的集合，它决定了某个独立子流转单位在行文过

程中的各种要素，包括：流程，来文单位等。

新增收文标识：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 按钮，进入

新增收文标识页面，填写各字段信息后，点击保存按钮即可。新增后的收文

标识的启用状态默认为‘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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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文表单文头：对应的是办文管理中收文登记页面中的公文表

头（如下图）；支持 html 代码，如果用户对表单文头有特殊的格式

要求，需要开发人员提供对应的 html 代码。普通红头代码：<font

color="red">XXX</font>。将其中的 XXX替换成相应的表单文头即可。

公文打印单文头：对应的是办文管理中的收文页面中的打印单

表头（如下图）；支持 html 代码，如果用户对表单文头有特殊的格

式要求，需要开发人员提供对应的 html 代码。普通红头代码：<font

color="red">XXX</font>。将其中的 XXX 替换成相应的打印单文头即

可。

办文单打印 URL 地址：标准公文收文打印单地

址：../wd25/wd25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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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流程：选择需要关联的收文流程。如果用户没有特殊需求，

可以直接选择标准收文流程。否则可以新建一个公文流程并相关联。

可调用子流转单位列表：若其他独立子流转单位需调用本独立

子流转单位的收文标识时，则可将此收文标识授权给这些单位使用；

点击该字段后的下拉按钮，下拉列表中显示所有独立子流转单位，

直接选择要调用该收文标识的独立子流转单位即可，则添加的独立

子流转单位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中进行收文登记时可选择到此收文

标识。

修改收文标识：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收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

打开收文标识修改页面，可修改各字段信息，修改后点击 按钮即

可成功修改。

流程活动：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收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可查

看关联的收文流程的版本信息,收文流程的配置请参考流程配置

权限控制：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收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

公文按钮配置页面，为收文流程中的各步骤配置相应的操作按钮权限，勾选

表示启用，设置后点击 按钮，即可配置成功，具体的配置方法请

参考通用配置中的权限配置。

状态配置：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收文标识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

公文状态配置页面，为收文流程中的各步骤配置相应的状态名称，然后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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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即可配置成功，具体的配置方法请参考通用配置中的状态

配置。

是否启用：修改页面可修改该收文标识的启用状态，勾选表示启用。若

在公文管理-拟稿管理中进行拟稿时可选择到此收文标识，是必须设置此收文

标识为启用状态。

删除选定：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勾选需要删除的收文标识，点击

按钮，即可成功删除勾选的收文标识记录。

搜索：在收文标识列表页面，可根据收文标识名称和是否启用状态进行

搜索；在标识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输入关键字，点击搜索按钮，即可搜索

到相关记录。

13.3.3.4、通用配置

13.3.3.4.1、权限控制

权限管理模块用于配置在收发文流程中控制每个步骤的按钮操作权

限，比如，手写签批功能就只能在部分领导签批步骤开启，附件的新增、

删除、修改等功能多半只会在流程第一步开启等。在项目中可根据项目需

求，对操作按钮的显示权限做相应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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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限清单如下表（即需在收发文表单中显示的一些操作按钮），其中●

表示可用：

权限名 功能说明 发文 收文

正文编辑 打开在线编辑器，在线编辑正文 word文件 

清稿编辑 将正文审改稿内的修改痕迹清除，生成正文正

式稿



导入文件 提供入口，让客户可以直接上传正式稿 

发文原稿 提供原稿下载 

发文正式稿 提供正式稿下载 

产生文号 根据选择的发文代字、年份以及后台的设置生

成一个新的发文号



文号查看 打开一个列表，显示选择的发文代字已有的文

号



手写签批 是否可以进行手写签批  

附件删除 是否可以删除附件  

附件添加 是否可以添加附件  

附件修改 是否可以编辑附件  

一键套红 是否启用一键套红功能 

版式文件 是否显示版式文件下载按钮 

审改稿查看 是否显示审改稿查看按钮 

标准版发文流程按钮权限设置参考如下表：

导

入

文

件

正

文

编

辑

产

生

文

号

文

号

查

看

清

稿

编

辑

一

键

套

红

发

文

原

稿

发

文

正

式

稿

附

件

添

加

附

件

修

改

附

件

删

除

拟

稿
● ● ● ● ●

审

核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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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稿

、

签

发

编

号
● ●

清

稿
● ● ●

盖

章
● ●

追

踪
● ●

权限控制配置：在收、发文标识列表页面中，点击“权限控制”列中的

按钮，进入配置页面，如下图，

页面中，每一行标识关联的公文流程中的某一个活动步骤；每一列标识

表单中需用到的操作按钮名称及权限名，由行列组合来配置每一个活动步骤

的各操作按钮的权限，勾选表示启用，不勾选表示不启用；如，上图中，拟

稿这一行的正确编辑列被勾选上了，表示，拟稿步骤启用正文编辑功能，可

以显示正文编辑按钮。

通过，点击 或 来修改每个活动的操作按钮权限，最后点击

，保存修改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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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项目中需要个性化增加其他权限，点击 ，进入按钮编辑

页面，如下图；

可在该页面中增加和删除权限，也可在代码项配置中的的‘收发文按钮’

代码中进行代码项的配置，代码项的配置（即此页面中的按钮的新增和删除）

可参考代码项配置，此处不再详述。

注：收发文使用的是同一个公文代码项，因此如果发文的权限控制中增加了某个权限，

收文中也会同样出现。

13.3.3.4.2、状态配置

状态配置模块主要用于配置公文流程流转时，不同步骤公文状态变换对应

的状态名称。状态设置原则：可以每个步骤对应一个状态，如果步骤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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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多个同类型的步骤使用同一个状态，如拟稿流程中审核和核稿步骤可以

都配置为审核状态。

状态配置：在收、发文标识列表页面，点击“状态配置”列中的 按钮，

进入配置页面，如下图；

页面中，第一列显示的是流程活动；第二列流程进入此活动后，公文

会变成的状态；在状态列中，点击状态名称，进入编辑状态，在下拉框中

选择符合当前活动的状态，点击 按钮，即可设置成功。

注：1. 收文状态与发文状态都是系统代码项，不在代码项配置中进行配置，这

点与其他代码项都有区别；2. 不要删除收文状态与发文状态这两种代码项。

13.3.4、邮箱容量配置

公务邮箱容量模块是用来设置各个用户可以使用公务邮箱的容量大小。

若用户在写邮件时，添加的附件容量超出了限制的容量大小，则会有提示，

且限制无法成功上传；

注：容量配置中若‘是否限制’为进行勾选，则表示邮箱不限制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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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容量：在容量统一设置中填写容量大小，然后点击【保存设置】

按钮，则可为单位中的所有用户统一设置容量大小，设置成功后，用户记

录后的‘是否限制’字段的状态为勾选状态，如下图；

也可单独为用户设置容量，点击用户对应的容量大小字段，填写容量大

小，然后点击【保存设置】按钮，则设置成功，则该用户的‘是否限制’字

段为勾选状态，如下图；

13.3.5、督查类型

督查全局类型设置模块用于系统管理员设置全局督办类型；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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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类别：点击【新增类别】按钮，打开新增记录页面，如下图；

字段说明：

督查类别名称：该字段用于在督查督办-任务登记中登记事项时选择相

关的督查类别，如下图；

督查类别简称：在任务派发后，用于任务的编号，规则为，新增同一

类别的督查事项后，任务编号累计，如添加督查类别简称 SXHY，则当添加

该类别的事项时，任务编号依次为 SXHY01,SXHY02,SXHY03........

提前预警：设置预警天数后，到达了预警日期系统会发送消息提醒给

相应的任务负责人和事项登记人员，如设置预警天数为 1天，则当前日期

在子任务的限办日期的前 1天，即会发送预警提醒。子任务和主任务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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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警提醒，子任务按限办日期进行提醒，主任务按结束时间进行提醒；

修改：点击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记录页面；可修改‘督查类

别名称’和‘提前预警天数’，如下图；

删除选定：点击列表中的记录，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可成功删除

选定的记录。

13.4、系统配置【待更新】

13.4.1、工作日设置【待更新】

工作日设置是用来设置工作日、休息天、考勤服务等基本信息

注意：在使用前必须初始化该月的数据。否则该月就没有日期数据，也

就不能进行该月的工作日设置了。

设置工作日：勾选的日期为工作日，未勾选的为非工作日。点“保存修

改”完成设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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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部门管理

当系统为顶级 OA 系统时，可以设置独立管理的部门。这些独立管理的

部门互不影响。

部门管理功能模块主要提供开放给部门管理员使用，部门管理员指：

系统管理员可以指定一个单位或部门的一个用户作为其单位或部门的管理

员，让其管理本单位或本部门的子部门、用于用户的添加维护、用户角色

管理以及管理与公文有关的一些公文代码和具体的权限设置，本部门分类

信息设置等相关操作！

14.1、组织架构

设置部门、用户、角色，及用户角色关系。

14.1.1、部门管理

部门管理中的部门管理模块主要用于给部门管理员配置本独立单位的

用户信息；系统管理员在后台管理的部门管理中添加部门后，部门管理员

可在部门管理的部门管理中对本独立单位的部门信息进行修改、删除等操

作；部门管理中的部门管理页面如下图；

部门管理中添加的部门也会在后台管理的部门管理中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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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管理页面可对本单位中的部门进行新增、修改、删除等操作，操作

方法同‘后台管理-组织架构-部门管理’，此处不再详述；

14.1.2、用户管理

部门管理的用户管理页面，用于维护本单位中所有人员的个人信息，用户管

理页面如下图；（后台管理中添加的用户信息可在部门管理的用户管理中进行维

护）

注：该页面中的所有功能点的操作说明请参考‘后台管理-组织架构-用户管

理’，此处不再详述；

14.1.3、角色管理

部门管理中的角色管理模块主要用于配置本独立单位中的角色，并为用户授

权相应的角色；

14.1.3.1、角色类别管理

部门管理中的角色管理用来设置本独立单位的角色类别信息。

注：后台管理中添加的角色类别在部门管理的角色类别模块不会显示，

且部门管理中添加的角色类别在后台管理中也不会显示

操作步骤请参考后台管理中的角色类别管理，此处不再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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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3.2、角色列表

角色列表中，可添加本独立单位的角色；且在后台管理-组织架构-角

色管理-角色授权中授权给本独立单位的角色也会在角色列表中显示，该角

色属于类别‘管理员授权’，如下图：

部门管理员不可修改该角色信息，只可对该角色进行用户角色关系的

设置；

注：类别‘管理员授权’为固定类别，该类别在角色类别中不会显示，

后台管理中授权给该独立部门的类别都自动归于该类别下；且部门管理中添

加的角色在后台管理的角色列表中不会显示；

14.1.3.3、角色授权

部门管理中的角色授权用于给该独立单位下的独立单位授权角色，授予

指定角色后，单位管理员的在部门管理-角色管理-角色列表中可看到该角

色；

操作步骤请参考后台管理中的角色授权，此处不再详述；

14.1.4、用户角色关系

用户的角色，除了在添加用户时配置外，在这里可以统一配置用户的

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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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步骤请参考后台管理中的用户角色关系，此处不再详述；

14.1.5、模块权限

对本独立单位中的各个模块进行定义，并设置对哪些角色和用户开放，

从而实现模块的访问控制，确保信息安全。用户只能访问他有权限的模块。

14.1.5.1、模块管理

部门管理的模块管理页面可新增模块，设置本独立单位独有的模块，

新增的模块在后台管理的模块管理中不会显示；单位管理员新增的模块可

进行修改和删除操作，如下图；

注：该模块页面中还会显示‘后台管理-UI 配置-模块菜单-模块管理授权’

中授权来的模块，则单位管理员不可对该模块进行删除和修改操作，只可进

行‘禁用’和‘弹出’的设置；

14.1.5.2、权限管理

可对部门管理中新增的模块和后台管理中授权的模块进行再授权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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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3、模块管理授权

可对部门管理中新增的模块设置为不公开的模块和后台管理中授权的

在部门管理中设置为不公开的模块进行部门授权操作；

14.2、OA配置

该模块中，包含一些办公系统的功能配置。

14.2.1、分类信息

模块使用对象：单位管理员权限人员

信息管理系统，信息的栏目、发布权限、访问权限、审核权限、管理

权限全都可以灵活配置。

14.2.1.1、栏目规划

独立单位可以添加本单位使用的分类信息栏目，单位管理员添加的栏

目为自建栏目，其他单位人员是不可查看和使用的，栏目规划页面与后台

管理中的栏目规划页面相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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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记录列表中，栏目记录前有勾选框的表示是该单位管理员添加的栏

目，无勾选框的表示是系统管理员添加的公共栏目

点 按钮，打开新增栏目页面，如下图。

注：该栏目页面比后台管理中的新增栏目页面少了‘栏目可用范围’字段

新增栏目页面中各字段的说明请查看后台管理-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规划中的描

述；

删除栏目：勾选列表中的自建栏目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栏目

在分类信息的栏目列表中不再显示，该栏目下的信息也不显示；且该栏目在

栏目规划的数据列表中的状态显示为‘已删除’；此处为逻辑删除，保留原

始数据。

停用栏目：勾选记录，点击 按钮，则该栏目下所有信息将只能

阅读无法进行评论和发布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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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用栏目：勾选‘已停用’状态的栏目记录，点击 按钮，用户

将在重新登录后重新获得操作权限。

排序：点击 按钮，则列表中会显示排序号字段，修改记录的排序值

后点击 按钮，设置排序值后，列表中的栏目记录可按排序值大小有序

排列（注：单位管理员只可对该单位的自建栏目的排序值进行修改）；

修改：点击自建栏目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修改记录页面，可修改栏

目的各设置项；修改页面与新增页面相同，具体操作可参考新增栏目；

转移：点击自建栏目记录后的 按钮，打开选择栏目对话框，栏目列

表中仅显示本单位增加的栏目，可将该栏目转移至指定的栏目下；

14.2.1.2、栏目授权

栏目授权模块主要用于配置栏目的阅读、发布、审核和管理权限；单位

管理员只可给本单位添加的栏目进行授权，且只可将栏目的权限授权给本单

位的角色、用户和部门；

栏目授权页面如下图；左侧的栏目列表中仅显示本独立单位管理员添加

的栏目；（注：每次授权成功后需要用户重新登录后，才可获得相应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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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色列表中显示后台管理中授权给本单位的角色和单位管理员自己添加的角色，后

台管理中授权的角色操作请参考后台管理-组织架构-角色授权；

栏目授权的设置方法与后台管理-OA 配置-分类信息-栏目授权中的类似，此处不再

详述；

14.2.2、行政管理

14.2.2.1、会议室配置（系统中有问题暂时无法编写）

会议室配置主要用于配置‘行政管理-会议室管理’中需使用的会议室，

会议室配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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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系统管理员可在后台管理中配置所有单位的会议室，单位管理员也可在部门管

理中配置本单位的会议室

新增会议室：点击 按钮，打开新增会议室页面，如下图；

填写各字段信息，其中，会议室名称、单位选择和会议室容纳人数为比

填写；点击单位选择字段后的选择按钮，打开选择单位对话框，在所有单位

列表中，显示所有的独立单位（独立单位的配置请参考后台管理-组织架构-

部门管理），选择需配置会议室的单位，则该单位在‘单位选择’字段的显

示框中显示，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

会议室修改：直接在会议室配置的数据列表中进行修改，目前可修改的信息：

会议室名称、容纳人数、排序号，将鼠标定位至需修改的字段，则该字段显示为

可编辑状态，直接修改信息后点击 即可，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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删除选定：勾选列表中需删除的会议室记录前的勾选框，然后点击

按钮，则选择的记录被成功删除。

搜索：可根据会议室名称和单位进行搜索，在会议室名称字段后的文本框中

输入关键字，然后点击 按钮，即可实现按会议室名称搜索的功能；点击

单位字段后的选择按钮，在单位列表中选择单位，然后点击 按钮，可实

现按单位搜索的功能；

添加“行政管理——会议管理”中用到的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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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2.2、会议服务项目

添加“行政管理——会议管理”中用到的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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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3、人事管理

14.2.3.1、请假类型设置

请假类型配置页面如下图；

新增类型：点击【新增类型】按钮，打开新增请假类型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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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面中各字段说明：

计算方式：若设置该请假类型的计算方式为‘工作日’，则请假天数只统计

工作日的天数，若请假时间段中包含周六和周日，则周六周日不会被计算

入请假天数中，如，在请假申请页面，设置开始时间为 2017-11-1 上午（星

期三）上午至 2017-11-6 上午（星期一），则统计的请假天数为 2.5 天；

若设置该请假类型的计算方式为‘日历日’，则请假天数中若包含周六和

周日，则周六周日也会被计算入请假天数中，如，在请假申请页面，设置

开始时间为 2017-11-1 上午（星期三）上午至 2017-11-6 上午（星期一），

则统计的请假天数为 4.5天；

重置周期：若设置为‘不重置’，则该请假类型的请假天数会一直累计；若

设置为‘按月’，则该请假类型的请假天数每个月都会清零，重新累计，

如，例假，每个月都会重新累计；若设置为‘按年’，则该请假类型的请

假天数每年都会清零，重新累计，如，年假；

是否超额：若勾选，则表示请假天数允许超过设置的额度；若不勾选，则表

示请假天数不允许超过设置的额度；

默认额度：默认额度为 0 时，该请假类型无效，如果设置了默认额度，则该

单位所有的人员都具有相同的额度。

新增额度：点击新增额度按钮，可打开新增额度页面，可为制定人员设置指

定的额度，如下图；当默认额度和新增额度都设置额度时，以新增额度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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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点击请假类型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请假类型页面，

与新增页面相同，可修改各字段信息，然后点击【保存并关闭】按钮即可；

删除选定：在列表中勾选需删除的请假类型记录，然后点击【删除选定】

按钮即可，删除的请假类型在请假管理模块中仍显示该请假类型，所有该请

假类型的请假记录仍可查看。

14.2.4、个人办公

14.2.4.1、计划总结

14.2.4.1.1、审核权限

审核权限配置模块是用来设置日志、计划、总计的审核人员

新增设置：进入审核权限页面，点击【新增设置】按钮，进入添加审

核权限页面，设置审核人和被审核人，保存完成，见下图；则审核人员登

录系统，在‘个人办公-计划总计-计划总结审核’模块页面的数据列表中

显示被审核人提交的计划总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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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点击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页面，可修改可审核的人员，

修改后点击【保存修改】，可成功保存。

删除选中：选中需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即可成功删

除选中的记录。

14.2.4.1.2、查看权限

查看权限配置模块是用来设置日志、计划、总计的查看人员

新增设置：进入审核权限页面，点击【新增设置】按钮，进入添加查

看权限页面，设置查看人和被查看人，保存完成，见下图；则查看人员登

录系统，在‘个人办公-计划总计-领导查看’模块页面的数据列表中显示

可查看人提交的计划总结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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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点击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页面，可修改可查看的人员，

修改后点击【保存修改】，可成功保存。

删除选中：选中需删除的记录，点击【删除选中】按钮，即可成功删

除选中的记录。

14.2.4.2、网络硬盘

该模块用于为‘个人办公-文档云’模块中的组织共享创建共享区并为共

享区设置操作权限和访问权限，如下图；

创建共享区：点击【创建共享区】按钮，则列表中产生一条共享区记录，输入共享

区名称，点击【保存】按钮即可；若不设置共享区名称，则显示默认的名称‘公共共享

区 1’；

操作权限设置：点击共享区记录后的【操作权限】按钮，打开设置操作

权限对话框，选择人员后，点击【确定选择】按钮，则选择的人员具有该共

享区的操作权限；

访问权限设置：点击共享区记录后的【操作权限】按钮，打开设置访问

权限对话框，选择部门后，点击【确定选择】按钮，则选择的部门具有该共

享区的访问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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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公文配置【待更新】

主要包括公文流转中用到的设置，如发文标识、收文标识、发文模板、

印章等。

14.2.5.1、发文标识

添加发文标识：点击 ，进入标识添加页面，输入名称、文

头等字段信息后，保存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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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文标识流程配置：添加完发文标识后，就要设置发文的流程。点击

按钮，选公文的流程。不同的公文可以配置不同的流程。

发文标识修改：在页面中对发文标识直接进行修改，修改后点

按钮进行保存。

14.2.5.2、收文标识

添加收文标识：点击 ，进入标识添加页面，输入名称、文

头等字段信息后，保存完成。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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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文标识流程配置：添加完收文标识后，就要设置发文的流程。点击

按钮，选公文的流程。不同的公文可以配置不同的流程。

收文标识修改：在页面中对收文标识直接进行修改，修改后点

按钮进行保存。

14.2.5.3、发文模版

发文模版用来可以预先设置好起草公文时用到的 Word 公文模版，用户

在正文编辑的时候，可以直接调用相应的 Word 公文模版，方便公文的写作

和规范化。

添加模板：进入发文模版页面，选中发文标识，输入模版名称，上传

模版文件。点 完成。

14.2.5.4、印章管理

系统提供印章管理功能，所有库中的印章可以在公文正式分发前加盖到

Word 文件中。系统管理员可以添加、删除数据库中的单位印章。并可以对

印章的使用权限进行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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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添加：输入印章名称，上传印章文件，点 按钮，完成

添加。

印章授权：点击印章的“设置权限”，进入印章权限配置页面。选择

人员后确认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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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5.5、独立流转配置

点 ，同步设置为“独立流转”的部门。

证书配置，主要在与公文交换平台交换公文时需要设置，一般不需设置。

14.2.5.6、公文代码管理

公文代码管理模块用来设置公文表单中各个字段的参数值。例如：发文

代字、密级、紧急程度、保管期限、主题词等等。

代码添加：在代码列表中，选择代码类别，输入字段内容，点击

完成。

14.2.6、督查类别设置

督查类型设置模块用于单位管理员设置本单位的督办类型，督查类型

设置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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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类别：点击【新增类别】按钮，打开新增记录页面，如下图；

字段说明：

督查类别名称：该字段用于在督查督办-任务登记中登记事项时选择相

关的督查类别，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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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类别简称：在任务派发后，用于任务的编号，规则为，新增同一

类别的督查事项后，任务编号累计，如添加督查类别简称 SXHY，则当添加

该类别的事项时，任务编号依次为 SXHY01,SXHY02,SXHY03........

提前预警：设置预警天数后，到达了预警日期系统会发送消息提醒给

相应的任务负责人和事项登记人员，如设置预警天数为 1天，则当前日期

在子任务的限办日期的前 1天，即会发送预警提醒。子任务和主任务都有

预警提醒，子任务按限办日期进行提醒，主任务按结束时间进行提醒；

修改：点击记录后的修改按钮，打开修改记录页面；可修改‘督查类

别名称’和‘提前预警天数’，如下图；

删除选定：点击列表中的记录，点击【删除选定】按钮，可成功删除

选定的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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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附表

15.1、术语

术语 说明

单位 约定：针对政府机关，单位通常为独立行使职权的政府机

关（部委办局），一般单位都是独立管理的。如常见的市级单

位：政府办、住建局、教育局，省厅级单位：办公厅、住建厅、

教育厅等。

部门 约定：部门特指单位下的科室或处室。

注意：需求、设计等业务文档中需要明确区分单位和部门，

在系统界面和功能上暂是没有体现，如后台管理-部门管理中还

是统称部门，独立管理单位的管理员角色目前还是“部门管理

员”。

独立管理

单

位

一般而言单位都是独立管理的，独立管理单位有 2 个特点：

1、由单位内具有“部门管理员”角色的用户可以管理本单位组

织架构权限和相关配置，“单位管理员”由系统管理员指定。

2、单位和单位之间的业务数据相互隔离。

本系统中在‘后台管理-组织架构-部门管理’中设置为‘独立单位’

的部门称之为独立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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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子流

转

单

位

公文管理专用，仅指可独立向外发文或收文的单位或部门，

一般独立管理单位都是独立子流转单位，但独立管理单位下的

特定部门也可能是独立子流转单位。

15.2、系统代码项

系统代码项是 OA 系统在程序开发过程中由开发人员预先定义，用于功能灵活实现的一

些设置。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对系统代码项进行修改，某些个性化项目需要修改这些设置时，

请在开发人员的指导下进行，原则上需要有修改记录。

代码项名

称

模块 用途

值班日 值班 用于值班类型设置有效的值班日

代班类型 值班 是代班还是调班

计划类型 计划总

结

用于分辨不同类型的计划

审核结果 计划总

结

审核后的评价等级

性别 车辆管

理

驾驶员性别



新点政务协同大平台操作手册 第 422 页

发文状态 公文 用于标识发文流程每个步骤的状态，以及是

否可以删除发文数据。

收文状态 公文 用于标识收文流程每个步骤的状态，以及是

否可以删除发文数据

公文代码分

类

公文 用于对公文代码进行分类

额度重置方

式

请假 用于标识一个请假类型按照哪种方式进行

时间重置

是否可以超

额

请假 用于标识一个请假类型在有额度的前提下，

用户是否可以超额请假

对象类型 请假 用于标识一个请假额度的条件对象类型

计算方式 请假 计算请假时间的方式

工作流过程

类别

工作流 流程类别代码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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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公文代码项

主要是公文业务中使用的一系列设置。根据实际情况，各项目都可能

对其中的一个或多个进行个性化调整，具体设置方法参见：公文代码项

代码项名称 备注

保管期限 公文需要保存的年限

全宗号 档案使用的第一层分类号

密级 公文的秘密等级，

归档类目 公文归档时，存放的分类

收发文按钮 收发文流程中，可以配置的按钮清单，收文

与发文的按钮现在是统合在一个代码

项里面的，实际上使用时，需要根据收

文或发文业务配置对应的按钮权限。

文种 公文的种类，如：请示、通知、通告等

紧急程度 公文处理时限

责任者 档案中表明签发文件的组织或个人

发文代字分类 对发文代字进行分组归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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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属性 标识 公文是否公开

办理类别 收文办理的处理分类

收文序列 收文归入类别的序列号

来文单位分类 对来文单位进行归类

15.4、发文模板书签定义规范

系统使用国标指定的公文域标识进行书签替换，书签带 n的暂时去掉，

默认一个。

黑体的为目前常用的书签。

公文要素名

称

公文域标识 公文域名称 说明

版头-份号 fenhao 份号

版头 -密级

和 保

密 期

限-密
级

miji 密级

版头 -密级

和 保

密 期

限-保
密 期

限

baomiqixian 保密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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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头 -紧急

程度

jinjichengdu 紧急程度

版头 -发文

机 关

标志-
发 文

机 关

名称

fawenjiguanmingchen
g_n

发文机关名

称_n
n：发文机关

名 称

序号

版头 -发文

机 关

标志-
标志

biaozhi 标志

版头 -发文

字号-
发 文

机 关

代字

fawenjiguandaizi 发 文 机 关

代字

版头 -发文

字号-
年份

nianfen 年份

版头 -发文

字号-
发 文

顺 序

号

fawenshunxuhao 发 文 顺 序

号

版头 -签发

人

qianfaren_n 签发人_n n：签发人序

号

主体-标题 biaoti 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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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 -主送

机关

zhusong_n 主 送 机 关

_n
n：主送机关

序号

主体-正文 zhengwen 正文

主体 -附件

说明

fujianshuoming 附件说明

主体 -发文

机 关

和 签

发 人

署名-
发 文

机 关

署名

fawenjiguanshumng_n 发 文 机 关

署 名

_n

n：发文机关

署 名

序号

主体 -发文

机 关

和 签

发 人

署名-
签 发

人 职

务

qianfarenzhiwu_n 签发人职务

_n
n：签发人职

务 序

号

主体 -成文

日期

chengwenriqi 成文日期

主体-附注 fuzhu 附注

主体-附件-
标题

fujian_biaoti_n 标题_n n：标题序号

主体-附件- fujian_zhengwen_n 正文_n n：正文序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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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版记 -主送

机关

banji_zhusongjiguan_n 主 送 机 关

_n
n：主送机关

序号

版记 -抄送

机关

chaosongjiguan_n 抄 送 机 关

_n
n：抄送机关

序号

版记 -印发

机 关

和 印

发 日

期-印
发 机

关

yinfajiguan 印发机关

版记 -印发

机 关

和 印

发 日

期-印
发 日

期

yinfariqi 印发日期

版记-条码 tiaoma 条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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