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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基础管理 

1.1 系统登录 

1.1.1 系统访问 

推荐谷歌浏览器，可百度搜索“谷歌浏览器”，下载并安装 Google chrome，官方下

载地址：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备选 360 浏览器、腾讯浏览器、

IE9.0 以上版本，如使用 360 浏览器请切换到极速模式。SRM 环境（系统分为测试系统和正

式系统），具体情况如下： 

系统环境 访问地址 说明 

测试环境 

http://mail.sinoboom.com.cn:8866/login

外网访问地址 

http://11.11.11.66:8800/内网访问地址  

   Tips：如用户名密码错误或忘记密码，请向管理员申请重置密码 

1.1.2 操作指引 

1、在电脑桌面上，双击打开谷歌 chrome 浏览器 

 

 

2、输入或拷贝网站地址 http://srmtest.yimidida.com，然后在登录区域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https://www.google.cn/intl/zh-CN/chrome/
http://mail.sinoboom.com.cn:8866/login
http://mail.sinoboom.com.cn:8866/login
http://11.11.11.66: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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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密码验证通过可进入到 SRM 系统，上方是功能模块，左侧是对应模块下的菜单，点击菜

单可进行相关功能的操作 

 

4、修改密码，依次点击右上角的登录用户的【∨】，选中【修改密码】 

 

5、在弹出的修改密码界面，两次输入新密码后点击【修改】按钮，操作成功后关闭此页（下

次登录时启用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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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重置密码后默认 123456，登录系统将强制进行密码修改 

6、修改个人档案，依次点击右上角的公司名称的【∨】，选中【个人档案】 

 

7、在弹出的个人档案界面，可修改相关个人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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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ps：请务必填写正确的 email，重要信息将通过系统自动发送到贵公司邮箱 

 

2 供应商注册 

2.1 发起注册邀请 

1、商务人员成功登录到 SRM 系统，点击【供应商管理】，选择“供应商注册管理”，在选

择供应商邀请注册，点击新增 

 

① 、邀请资料填写----按要求填写所有带*号的字段，邮箱必须填写正确，然后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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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选定需要邀请的供应商，点击生成链接，可以直接复制链接地址发送给供应商，也可以一键发

送直接发送地址到供应商的邮箱里； 

 

 

2.2 供应商资料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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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通过邮件单击链接或者复制浏览器输入地址都可以连接到注册页面。 

 

 

拉倒最下方，勾选我同意上述协议，再点下一步； 

 

按要求填写所需要填写的资料，前面有“*”的是必须要填写的，销售人员是填写供方的销售人员。 

结算方式可以多选。银行账户可以录入多个，对应不同的支付类型，点击添加新增银行账户。填写完

成后点击下一步。 

在此粘贴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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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上一页一样按要求填写资料。然后点击下一步。 

 

资质附件打“*”号的都需要填写，标题蓝色的字体可以下载模板，按要求填写模板资料后可以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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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附件里。有有效期限制的文件需要填写证件有效期。填好后点击下一步完成资料填写。 

 

 

 

2.3  供应商资料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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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供应商管理】，再选择【供应商状态管理】点击【注册供应商】，然后勾选需要审核

的供方资料后点击【审核】 

 

进入审核界面，点击公司关系里的【新增】，因为现在只有星邦智能一家公司用所以默认为

星邦智能，弹窗窗口有默认的资料点击【确认】，需要现在审核的供应商在是否需要现场认

证里选择是，不需要选否。然后填写审核意见，最后点击【通过】。如果不同意点击【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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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供应商现场认证-计划创建 

点击【供应商现场认证】，选择【新建计划】点击【新增计划】，在弹出窗口填写资料和参

与人员名单，最后点击【保存】

 

保存好以后选中刚才新建的计划，点击【提交审核】； 

 

进入弹窗后再选择【提交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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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长审批现场认证的计划，登录后选择【供应商管理】，选择【供应商现场认证】模块，

在选择【审核计划】。找到并勾选未发布的计划，然后点击【发布审核】。在弹窗内填写审

核意见后点击【同意】或者【拒绝】。同意后认证计划就会发布到供应商那里，拒绝则退回

到新建计划。 

 
 

 

 

2.5  供应商现场认证-自评 

供应商登录后选择【供应商管理】，选择【认证自评】模块，勾选待自评的计划，然后点击【自

评】，按要求填写自评内容后保存，再勾选这个自评计划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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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供应商现场认证-SDE 工程师审核 

在【供应商现场认证】模块，选择【认证自评审核】勾选【待审核】的认证计划，点击【评

分】进行操作，在弹窗内复核供应商自评，按实际情况填写供应商资料，点击【保存】，然

后点击【审核】。 

 

 

 

同意则通过供应商现场评审，驳回则退回给供应商自评。驳回需要填写驳回意见。 



 

文档名称:操作手册 项目: 星邦智能 SRM 项目 

标题:供应商注册 日期: 2020 年 10 月 14 日 

作者:王大安 版本:1.0 

 

 
 Page15of18  

2.6 供应商现场认证-OA 审批 

在【供应商现场认证】模块，选择【分数查询】勾选【已提交】的认证计划，点击【同步

OA】进行操作，在弹窗内点击【确认】 

 

 

 
审批通过后现场认证完成。 

 

2.7 供应商资料-OA 审批 

在【供应商状态管理】模块，选择【潜在供应商】勾选需要审核的供应商，点击【同步 OA】，

当 OA 审批状态变更为“审批中”后表示 OA 同步成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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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A 审批通过后，系统将自动将供应商转为临时供应商。 

 

 

在选择批量状态后，保存，则临时供应商转化为合格供应商类型。 

 

供应商开发流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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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供应商退出 

在【供应商状态管理】模块，选择【供应商主数据】勾选需要退出的供应商，点击【供应商

退出】，当 OA 审批状态变更为“审批中”后表示 OA 同步成功了。 

 

在弹出窗口选择退出类型和写明原因，然后点击【同步 OA】 

 

 

等到 OA 审批通过后就可以在退出供应商模块中看到已经冻结的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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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退出状态一共有 3 个， 

采购冻结：禁止新增订单。 

财务冻结：禁止付款 

全部冻结：供应商退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