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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用户手册 

 

重要提示： 

本手册主要用于指导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申报用户和管理用户如何访问并登

录进入河南省科技计划管理系统，进行科技计划项目及预算申报和管理。各类用

户在使用本系统之前，请务必认真阅读本操作手册。 

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如遇任何问题，请按如下方式联系咨询： 

1、用户注册、用户帐户问题咨询 

河南政务服务网：0371-96500 

2、系统技术咨询 

技术支持：0371-65831885 

3、申报业务咨询 

农业领域：0371-65952818 

工业领域：0371-65908396 

社会发展领域：0371-86230277 

软科学研究领域：0371-65907334 

 

省科技厅：资配处  0371-86561692 

省财政厅：科文处  0371-65808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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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项目申请人操作手册 

1、进入系统 

1.1、系统访问入口 

本系统提供两种用户访问入口：（浏览器建议使用 IE10及以上版本） 

1、访问网址：http://xm.hnkjt.gov.cn/ 

2、访问河南科技网（http://www.hnkjt.gov.cn/），点击“网上办公”栏目

下的“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 

上述两种访问方式均进入系统主页面，如下图： 

 

如果项目申请人尚未在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注册个人账户，需先注册个人账户

后，才能登录系统。 

1.2、注册个人账户 

在上图中点击“个人注册”，进入河南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个人账

户注册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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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上图中步骤要求完成注册（必须实名认证）。 

1.3、登录进入系统 

重新访问进入系统主页面（如下图），点击“个人（负责人）填报”。 



6 

 

 

进入“个人登录”页面（如下图）。 

 

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系统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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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填写项目书、预算书 

2.1、新建项目书 

在上图中，点击左侧操作菜单中的“项目申报”，进入项目申报列表页面，

如下图。 

 

在上图中，点击“新项目申请”，在下拉菜单中选择用户想要申报的项目类

别，进入相应的“新增项目”填报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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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如上图所示的“新增项目”页面中，按要求填写完成所有内容后，点击“保

存”按钮，系统将创建该项目申请书，并进入项目书填报页面。如下图。 

 

2.2、填写项目书 

申请人需按要求，填写完项目书中所有附签中的内容后，点击“保存”按钮

并经系统校验通过后，完成项目书填报。（如上图） 

在填报项目书的过程中，申请人可随时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填写过的内

容后，点击“返回”按钮退出项目书填报。此后可随时在项目申报列表中点击“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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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书”按钮，修改完善该项目书内容。 

注意：在填写“项目书-基本信息”附签中内容时，“申请省财政拨款”字段

值为选择项时，如果选择“0”（以科技攻关项目申报为例，如下图所示），则意

味着该项目不申请省财政拨款，申请人不需要填写预算书（在项目申报列表页面

的操作列中将不显示“预算书”按钮）。 

 

 

2.3、项目列表操作功能说明 

在项目书填报页面中点击“返回”按钮后，返回项目申报列表页面（如下图）。

此时，在项目列表中显示申请人刚才填报的一条项目申请信息。申请人可在该项

目“操作”列中点击任何一个操作按钮，进行相关操作。各按钮功能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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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项目书”按钮，可以查看、修改项目书内容。 

2、点击“预算书”按钮，可以创建、查看、修改预算书内容。 

3、点击“删除”按钮，可以删除该条项目书、预算书（删除后不能恢复）。 

4、点击“申请书 PDF”按钮，可以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 PDF格式的项目书。 

5、点击“日志查询”按钮，可以查看项目书、预算书操作日志。（注意：如

果申请人提交的项目被上级单位（部门）退回，申请人可在日志查询中查看被退

回的具体原因）。 

2.4、新建预算书 

申请人在项目申报列表中，首次点击某个项目操作列中的“预算书”按钮，

则进入该项目的预算书创建页面。如下图。 

 

该页面内容由系统自动从项目书中带入，申请人点击“保存”按钮，则系统

提示新建项目预算书成功，并自动进入预算书填报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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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填写预算书 

申请人需按要求，填写完预算书中所有附签中的内容后，点击“保存”按钮

并经系统校验通过后，完成预算书填报。（如上图） 

在预算书填报过程中，申请人可随时点击“保存”按钮，保存填写过的内容

后，点击“关闭”按钮退出预算书填报。此后，可在项目申报列表中随时点击“预

算书”按钮，修改完善该项目的预算书内容。 

在填报预算申请书的过程中，申请人可随时点击“保存”按钮，系统在保存

预算书已填写内容的同时，自动对预算书中有关字段进行校验。 

如果提示“保存成功，数据校验未通过，请完善！”（如下图），说明预算书

尚未填写完或已填写完的内容有误，此时，申请人不能向单位管理员提交项目书

和预算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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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提示“保存成功，校验通过！”（如下图），说明预算书已填写完成并通

过了系统校验，此时，申请人可以向单位管理员提交项目书和预算书。 

 

注意：项目书、预算书必须都检验通过后，才能一起提交给单位管理员审核。 

如果申请人在创建项目预算书后，又决定只申报项目、不申报省财政预算时，

可将项目书中“申请省财政拨款”选项改为“0”，则系统自动删除已创建的预

算书。 

3、提交和取回项目书、预算书 

申请人在完成项目书、预算书填报后，可在项目列表页面中，提交或撤回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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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如下图。 

注意:项目成功提交的前提条件是： 

一是项目书、预算书经系统校验成功； 

二是单位管理员必须更新年度单位信息。 

1、提交项目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提交的项目后，点击“提交项目”按钮，系统自动

校验该项目书、预算书填报无误后，则提交至单位管理员进行审核。提交后，申

请人只能查看申请书内容，不能修改。如下图。 

 

项目提交之前，该项目状态显示为“申请人待提交”，该状态说明申报书处

在申报人处； 如下图。 

 

项目提交成功后，该项目状态显示为“申请单位待提交”，该状态说明申报

书处在申报单位处。如下图。 

 

注意：申报人成功提交项目后，即完成项目申报工作。 

2、取回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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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提交项目后，如果发现还需要修改申请书内容，在单位管理员尚未审

核且提交至上一级管理员处之前，申请人可主动取回已提交的项目。（即项目状

态显示为“申请单位待提交”时，申请人都可主动取回该项目）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取回的项目后，点击“取回项目”按钮，则该项目

撤回至项目申请人（如下图）。取回项目后，该项目状态重新显示为“申请人待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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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项目申请单位管理员操作手册 

1、进入系统 

1.1、系统访问入口 

本系统提供两种用户访问入口：（浏览器建议使用 IE10及以上版本） 

1、访问网址：http://xm.hnkjt.gov.cn/ 

2、访问河南科技网（http://www.hnkjt.gov.cn/），点击“网上办公”栏目

下的“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 

上述两种访问方式均进入系统主页面，如下图： 

 

如果项目申请单位管理员尚未在河南政务服务网上注册单位法人账户，需先

注册法人账户后，才能登录系统。 

1.2、注册法人账户 

在上图中点击“法人注册”，进入河南政务服务网统一身份认证平台法人账

户注册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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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按上图中步骤要求完成注册（必须实名认证）。 

1.3、登录进入系统 

重新访问进入系统主页面（如下图），点击“法人（申报单位）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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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法人登录”页面（如下图）。 

 

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系统主界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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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本单位信息 

当前申报年度，单位管理员首次进入系统时，必须更新年度单位信息，完成

更新后即适用于本年度所有计划类别项目申报。单位信息填报内容应以截止到去

年年底的数据为准。 

注意：如果单位管理员没有更新“单位信息”表，则该单位所有申请人填报

的项目均不能执行“提交“操作。 

当前申报年度，单位管理员首次登录系统时，系统会提示单位管理员更新单

位信息，单位管理员可按照提示要求，完整填报单位基本情况表并上传相关附件

后，完成单位信息更新。如下图。 

 

注意：本系统中存在两种单位基本信息表，一种是事业单位用，一种是企业

单位用，用户可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进行更改。如上图所示。 

完成单位信息更新后，如果单位管理员需要修改单位信息表有关内容，可随

时点击系统主页面操作菜单中的“单位信息”，修改单位信息表内容。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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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操作本单位申报项目 

申报单位管理员负责本单位所有申报项目的合规性审查工作，可以分别查看

每个项目的项目书、预算书（但不能修改）；可以对本单位所有申报项目执行提

交、退回、取回、保存序号、汇总表等不同的操作。见下图。 

注意：系统支持对项目执行批量操作，即可对项目批量进行提交、退回、取

回等操作。例如：提交项目时，可自由选择多个项目（或全部项目）一起提交，

也可使用搜索功能，检索出一类项目一起提交。 

 

1、提交项目 

单位管理员审查某项申报项目，如果审查通过，需要将该项目提交至科技主

管部门进行审核。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提交的项目后（如上图），点击“提交项目”按钮，

则将该项目的项目书和预算书同时提交至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进行审核。 

 

项目提交之前，该项目状态显示为“申请单位待提交”，该状态说明申报书

处在申请单位处；（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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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提交成功后，该项目状态显示为“科技主管部门待提交”，该状态说明

申报书处在科技主管部门处。（如下图） 

 

注意：单位管理员把本单位拟推荐的所有申报项目全部提交完毕后，才算完

成本单位项目审核推荐工作。 

2、退回项目 

单位管理员审查某项申报项目，如果审查不通过，需要将该项目退回至项目

申请人进行修改。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退回的项目后，点击“退回项目”按钮，在弹出的

“退回说明”框中输入退回原因，点击“提交”按钮（如下图），即可将该项目

的项目书、预算书同时退回给项目申请人。此时，该项目状态由“申请单位待提

交”，改变为“申请人待提交”，该状态值说明项目书、预算书已处在申请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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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回项目 

单位管理员提交项目后，如果需要把某个项目的项目书或预算书退回给申请

人重新修改，在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尚未审核且提交该项目至上一级管理员处之

前，单位管理员可主动取回已提交的项目。（即项目书、预算书状态均显示为“科

技主管部门待提交”时，单位管理员都可主动取回该项目）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取回的项目，点击“取回项目”按钮，则该项目状

态重新显示为“申请单位待提交”。此时，单位管理员可以继续执行“退回项目”

操作，将该项目退回至该项目申请人进行修改。 

 

4、保存序号 

单位管理员可针对某一类型申报项目，把本单位申请人已提交、且拟向科技

主管部门推荐的所有项目赋予序号并保存，系统将自动根据保存的序号重新排列

项目列表。 

 

按上述步骤执行后，得到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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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汇总表 

单位管理员可以根据项目推荐要求，导出某一类项目的推荐汇总表，打印盖

章后报送科技主管部门。 

单位管理员可先搜索出某一类型项目后，点击“汇总表”按钮，将搜索结果

导出到 EXECL表中供编辑打印。 

6、项目列表操作 

申请单位管理员可在项目列表页面的“操作”列中点击任何一个操作按钮，

进行相关操作。各按钮功能说明如下： 

 

1、点击“项目书”按钮，可以查看、修改项目书内容。 

2、点击“预算书”按钮，可以创建、查看、修改预算书内容。 

3、点击“申请书 PDF”按钮，可以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 PDF格式的项目书。 

4、点击“日志查询”按钮，可以查看项目书、预算书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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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操作手册 

1、进入系统 

1.1、系统访问入口 

本系统提供两种用户访问入口：（浏览器建议使用 IE10及以上版本） 

1、访问网址：http://xm.hnkjt.gov.cn/ 

2、访问河南科技网（http://www.hnkjt.gov.cn/），点击“网上办公”栏目

下的“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 

上述两种访问方式均进入系统主页面，如下图：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可使用已统一分配的帐户登录系统。 

1.2、登录进入系统 

在上图中，点击“主管部门审核”，进入主管部门登录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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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管理系统主界面（如下图）。 

 

2、操作本部门申报项目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负责本部门所属单位的所有申报项目的合规性审查工

作，可以分别查看每个项目的项目书、预算书（但不能修改）；可以对本部门所

属单位的所有申报项目执行预算转交财政、提交项目、退回项目、保存序号、汇

总表等不同的操作。见下图。 

注意：系统支持对多个项目执行批量操作，即可对多个项目批量进行预算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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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财政、提交、退回等操作。例如：提交项目时，可自由选择多个项目（或全部

项目）一起提交，也可使用搜索功能，检索出一类项目一起提交。 

 

1、预算转交财政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在审核申请项目时，须首先把该项目的预算书转交给对

应的财政主管部门对项目预算编制情况进行审核。只有在财政主管部门预算审核

通过的前提下，才允许科技主管部门把该项目提交至省科技厅。 

科技主管部门可以自由选定项目后，点击“预算转交财政”按钮，把所选项

目的预算书转交给对应的财政主管部门审核。如下图 

 

科技主管部门也可以搜索某一类项目，选定全部搜索结果（或从中选定部分

项目），点击“预算转交财政”按钮，把所选项目的预算书转交给对应的财政主

管部门审核。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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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转交财政之前，该项目的预算书状态显示为“科技主管部门待提交”，

说明该项目的预算书处在科技主管部门处；（如下图） 

 

预算转交财政之后，该项目的预算书状态显示为“财政主管部门待审核”，

说明该项目的预算书已处在财政主管部门处。（如下图） 

 

注意： 

项目提交至科技主管部门后，项目书状态均显示为 ，此

时，科技主管部门可根据该项目的预算书状态来决定执行步骤： 

如果预算书状态显示为 ，说明该项目预算书尚未转请财

政主管部门审核。此时，只能执行“预算转交财政”操作； 

如果预算书状态显示为 ，说明该项目预算书已转请财政

主管部门审核中，财政主管部门尚未出具审核意见。此时，该项目不能提交，也

不能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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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预算书状态显示为 ，说明该项目预算书已经财政

主管部门审核通过。此时，科技主管部门可以根据自己的审核意见来决定是向省

科技厅提交，还是退回申请人修改完善； 

如果预算书状态显示为 ，此时，科技主管部门只能把

该项目退回申请人，按照财政部门出具的意见修改完善。 

2、提交项目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审查某个申报项目，如果审查通过，且财政主管部门预

算审核也通过，即可把该项目提交至省科技厅。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提交的项目后（如下图），点击“提交项目”按钮，

则将该项目的项目书和预算书同时提交至省科技厅。 

 

项目提交之前，该项目状态应显示为下图所示： 

 

项目提交成功后，该项目状态显示为下图所示： 

 

注意：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把本部门所属单位拟推荐的所有申报项目全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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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完毕后，才算完成本部门项目审核推荐工作。 

2、退回项目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审查某项申报项目，如果审查不通过（或自己审核通过

了，但是财政主管部门审核不通过），可以把该项目退回至项目申请人进行修改。 

在项目列表中，选定需要退回的项目后，点击“退回项目”按钮，在弹出的

“退回说明”框中选择退回原因，点击“提交”按钮（如下图），即可将该项目

的项目书、预算书同时退回给项目申请人（注意：如果选择“科技主管部门审核

不通过”，需要在退回说明中注明具体的退回原因，以便指导项目申请人修改完

善）。此时，该项目状态由“科技主管部门待提交”，改变为“申请人待提交”，

该状态值说明项目书、预算书已退回至申请人处。 

 

3、保存序号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可针对某一类型申报项目，把本部门所属单位的申请人

已提交、且拟向省科技厅推荐的所有项目赋予序号并保存，系统将自动根据保存

的序号重新排列项目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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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上述步骤执行后，得到结果如下： 

 

4、汇总表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可以根据项目推荐要求，导出某一类项目的推荐汇总表，

打印盖章后报送科技主管部门。 

单位管理员可先搜索出某一类型项目后，点击“汇总表”按钮，将搜索结果

导出到 EXECL表中供编辑打印。 

5、项目列表操作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可在项目列表页面的“操作”列中点击任何一个操作按

钮，进行相关操作。各按钮功能说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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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点击“项目书”按钮，可以查看、修改项目书内容。 

2、点击“预算书”按钮，可以创建、查看、修改预算书内容。 

3、点击“申请书 PDF”按钮，可以下载系统自动生成的 PDF格式的项目书。 

4、点击“日志查询”按钮，可以查看项目书、预算书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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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员操作手册 

1、进入系统 

1.1、系统访问入口 

本系统提供两种用户访问入口：（浏览器建议使用 IE10及以上版本） 

1、访问网址：http://xm.hnkjt.gov.cn/ 

2、访问河南科技网（http://www.hnkjt.gov.cn/），点击“网上办公”栏目

下的“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系统”。 

上述两种访问方式均进入系统主页面，如下图： 

 

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员可使用已统一分配的帐户登录系统。 

1.2、登录进入系统 

在上图中，点击“主管部门审核”，进入主管部门登录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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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用户名”、“密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进入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

预算管理系统主界面（如下图）。 

 

2、操作本部门申报项目 

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员负责本部门所属预算管理单位的所有申报项目的预算

书的合规性审查工作，可以分别查看每个项目的预算书（但不能修改），并执行

预算书“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操作，见下图。 

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将根据财政部门的审核意见，决定该项目是提交至省科

技厅，还是退回申请人修改完善。 

注意：系统支持对多个预算书批量执行“审核通过”或“审核不通过”操作。

例如：可自由选择多个项目（或全部项目），点击“审核通过”，也可使用搜索功

能，检索出一类项目，点击“审核通过”。（若多个项目审核不通过，其不通过原

因相同时，才可批量执行“审核不通过”，否者，需逐项点击“审核不通过”，并

分别注明不通过得具体原因，以便指导申请人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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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审核通过 

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员审核项目预算书后，若审核通过，则选定该项目，然后

点击“审核通过”按钮即可。如下图 

 

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员也可以搜索某一类项目，选定全部搜索结果（或从中选

定部分项目），点击“审核通过”按钮即可。如下图 

 

预算审核之前，该项目的提交状态显示为“财政主管部门待审核”（如下图） 

 

预算审核通过之后，该项目的提交状态显示为“财政主管部门审核通过” （如

下图）。此时，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可结合自己的审核情况，决定是否提交至省

科技厅（或退回给申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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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审核不通过 

财政主管部门管理员审核项目预算书后，若审核不通过，则选定该项目，然

后点击“审核不通过”按钮，在弹出的“不通过原因”框中输入具体原因，点击

“保存”按钮即可。如下图 

 

预算审核之前，该项目的提交状态显示为“财政主管部门待审核”（如下图） 

 

预算审核不通过之后，该项目的提交状态显示为“财政主管部门审核不通过” 

（如下图）。此时，科技主管部门管理员只能把该项目退回给申请人，根据财政

部门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