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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操作手册

一、登陆系统

1.1 浏览器要求

建议使用 360 极速浏览器/谷歌浏览器。（若使用谷歌浏览器跳

转至住建填写申请表的登陆信息带不出来，可以更换成 360 极速浏览

器）

1.2 系统网址

http://gcjs.zszwfw.cn/platform/html/sgxk/index.html#/

1.3 账号登陆

点击网页右上方的“登录”，可以通过扫码或者账号密码等方式

登陆系统。企业用户选择法人登录；个人用户选择个人登录。

http://gcjs.zszwfw.cn/platform/html/sgxk/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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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业务申办

点击左上方的“立即办理”按钮开始申办。企业用户选择“工程

报建”；个人用户选择“单个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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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工程报建

企业用户点击立即办理，选择工程报建。

输入项目编码（项目编码是在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

备案后的项目代码），点击查询，会显示出项目的基本信息和已补充

项目信息。 （第一次查询后，下次办理时，点击“导入项目”按钮，

直接选择对应项目，可以导入项目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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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项目编码，点击“没有项目编码”，系统会自动跳转到

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申办人可以在这个平台申请项目

编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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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相关信息后，选择相应的业务类型，业务类型分为：项目

审批业务和工程审批业务。（整个项目申办就选择项目审批业务，分

多期工程的选择工程审批业务，如选择工程审批业务，可以选择新建

新工程或原有工程继续办理）并选择对应的投资类型：政府投资和社

会投资。

点击下一步后，选择要办理的申办事项，下图中的四个阶段的事

项都是可以选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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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办理的申办事项后，勾选相应的选择情形。

选择完情形后，点击下一步会自动缓存到草稿箱中（可以在草稿

箱中查看），然后填写表单等相关信息。

点击填写申请表，跳转到住建系统填写里面的表单，需要填写完

所有的表单，一一保存，每张表单均显示已完成后，方可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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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需要填写住建表单的事项，住建表单填写完后要返回

工建系统进行下一步。点击下面图中右上方的 X 回到工建系统继续填

写(注意 X 不是浏览器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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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取件方式和持证人信息，如果对自己填写的内容或者一些信

息不确定的，可以点击“暂存”按钮，保存为草稿。

已暂存的业务，可以在草稿箱中查询，可以点击 “继续办理”

继续申办，或者点击“删除”删除草稿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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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继续申办的业务，点击“继续办理”，继续填写或者编辑，

填写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上传附件。所有带星号的附件都需要

上传，上传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登记。建议记录下生成的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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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单项申办

个人用户点击立即办理，选择单项申办。（如果没有项目代码请

参考 2.1，到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先进行项目赋码）。

选择对应部门的事项，点击“立即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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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相应的选择情形，填写项目信息、取件方式和持证人信息等

（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

填写好后，点击“下一步”填写表单。需要填写住建表单的事项，

点击填写申请表，跳转到住建系统填写里面的表单，需要填写完所有

的表单，一一保存，每张表单均显示已完成后，方可提交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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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需要填写住建表单的事项，住建表单填写完后要返回

工建系统进行下一步。然后点击下面图中右上方的 X 回到工建系统继

续填写(注意 X 不是浏览器的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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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完表单后回到工建系统点击下一步，上传附件材料，上传完

所有的附件材料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登记。建议记录下生成的流

水号。

如果对自己填写的内容或者一些信息不确定的，可以点击“暂存”

按钮，保存为草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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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暂存的业务，可以在草稿箱中查询，可以点击 “继续办理”

继续申办，或者点击“删除”删除草稿业务。

需要继续申办的业务，点击“继续办理”，继续填写或者编辑，

填写好信息后，点击“下一步”上传附件。所有带星号的附件都需要

上传，上传后点击“提交”即可完成登记。建议记录下生成的流水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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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注意事项

3.1 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在工建系统申办的。

可以直接登录工建系统，点击“立即办理”，到施工许可阶段的

辅线事项里，直接勾选《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变更》事项，按系统操

作进行申办。

3.2 若《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是在住建系统申办的。

可以登录工建系统，点击右上方“我的工作台”，下拉选择“施

工许可和验收历史业务查询”，跳转到住建系统，选择对应的业务进

行变更申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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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办问题 Q&A

4.1 中山工建现在不能从旧并联跳转至住建系统了，怎么办？

答：经与相关部门核实，旧并联审批系统已停止使用，后续若

需办理工程建设相关业务，可在工程建设系统进行申报。（涉及旧事

项申报问题，分两种情形：1、个人业务进行登记，只要账号绑定的

【身份证号码】一致则可查询；2、法人业务进行登记，只要账号绑

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一致则可查询），具体操作步骤可参考群

文件中《工建系统申报事项操作手册》，通知如上，请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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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为什么点击右下角的【立即办理】不能进入申办页面？

答：办理业务，请点击页面上方【立即办理】按钮，根据提示

进行申办。

4.3 中山办理施工许可证核发跳转至住建系统填写表单后，再

跳转回来就报错如图?（点击提交提示 token验证失败）

答：这是由于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登录超时导致的，不是系统问

题。（建议用户可以不要关闭当前页面，在旁边开一个新的登录页面，

重新登录一下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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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政务服务网申办业务时，报错【验证项目不属于当前用

户】？

答：出现此问题，是因为当初在投资在线平台申请该项目的时候，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的账号和现在登录的账号不一致导致；可以找回

当初的账号或者把现在登录的账号认证为 L2级别。(就是当时申请项

目编码的法人账号不是现在这个账号

如果忘记了账号，可以去找发改平台的客服协助，用 QQ联系咨

询广东省投资项目平台技术支持（800182567），跟他说，你好，我忘

记了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的法人账号和密码，请问你可以帮忙提

供一些我的相关账户信息吗？项目编码为___________，单位名称为

_______。看看这个项目编码绑定的是哪一个账号，提供一下经办人

的姓名，平台走不通可以打 12345 转 9申请人工服务。)

4.5 没有项目编码，可以办理工建业务吗？

答：不可以的，请先在广东省投资在线审批平台申请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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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210.76.75.144/tybm/index!index6.action?param.loginJumpUrl=/t

ybm/merge-apply!input.action

4.6 系统可以暂存吗？

答：企业业务暂存功能已经可以使用，个人业务暂时只有到最后

一步才可以暂存。

4.7 （中山）住建施工证变更业务，继续在住建系统办理吗？

答：施工许可证变更业务已在工建上线，申请人可正常进行事项

申办，有什么问题请在群内及时反馈！

注：施工许可证在旧系统申报的进入施工许可和验收历史业务查

询进行施工许可证变更事项办理，施工许可证在工建系统办理的正常

在工建系统办理施工许可证变更事项即可（施工许可证是在变更上线

之前办理的就要提供办理施工许可证流水号给项目组在数据库录入

一下数据）

4.8 赋码相关问题咨询哪里？

答：可以联系广东省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客服处理，在

网页下方有技术支持 qq 的按钮



21 / 22

4.9 政务服务网账号问题咨询哪里？

答：账号问题请咨询 12345.

4.10 一般房屋建筑工程等级如何划分？

答：一般房屋建筑工程等级划分：

1、工业、民用与公共建筑工程： 大型：建筑物层数≥25层；建

筑物高度≥100M；单跨跨度≥30M；单体建筑面积≥30000 ㎡ 中型：建

筑物层数 5~25层；建筑物高度 15~100m；单跨跨度 15~30m；单体

建筑面积 3000~30000 ㎡ 小型：建筑物层数 5 以下层；建筑物高度

15m以下；单跨跨度 15M 以下；单体建筑面积 3000 ㎡以下。

2、住宅小区或建筑群体工程： 大型：建筑群建筑面积≥100000

㎡； 中型：建筑群建筑面积 3000~100000 ㎡ 小型：建筑群建筑面积

3000㎡以下。

3、其他一般房屋建筑工程： 大型：单项工程合同额≥3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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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型：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3000 万元； 小型：单项工程合同额 300

万元以下。

五、联系方式

序号 名称 联系电话

1 发改局 0760-89982801

2 自然资源局 0760-88323671

3 住建局 0760-88333693

5 中山分厅技术支持 400-777-2188

6 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技术支持 12345

7 工建系统技术支持 4008251811 按 1 再按 1、2、3

8 省备案系统技术支持 0760-8861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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