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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平台信息

平台网址：https://www.fupin832.com

服务热线：400 1188 832

客服工作时间：周一至周日 9:00-18:00

二、采购人入驻方式介绍

采购人可通过两种方式获得账号：

方式一：预算单位登录扶贫 832 采购人管理系统

（网址：https://cg.fupin832.com），统一为下属采

购人开通账号。

方式二：非预算单位采购人登录“扶贫 832”平

台 https://www.fupin832.com 自行注册。

https://cg.fupin83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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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为便于统计消费扶贫数据，预算单位下属采

购人请在完善信息时，务必填写【所属预算单位】全

称。一级预算单位无需填写【所属预算单位】。

三、预算单位统一开通账号流程

（一）、开通采购人“管理账号”流程

1.批量导入开通“管理账号”

1.1 下载《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

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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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网址 https://cg.fupin832.com，通过首页

指引“直接下载（点此下载）”，下载《预算单位采

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况表》，或点击【预算

单位管理】->【预算单位导入】，在导入页面中点击“《预

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况表.xls》

下载”按钮，下载《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预留份额情况表》。

1.2 按照要求，填写《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

预留份额情况表》

https://cg.fupin83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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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报说明：

①“*”标记字段为必填项。

②请准确填写各级“预算单位名称”、“上级预算

单位名称”、“预算单位统一信用代码”，注明联系人和

联系人的手机号码，平台将以短信式形式将登录信息

发放至联系人手机。

③“上级预算单位”是指该单位的直属上级单位，

如财政部北京监管局的上级单位是财政部。

④表格中“预算单位名称”及“上级预算单位名

称”须填写全称，否则无法匹配，如“财政部”的全

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⑤中央主管预算单位，省级、市级、县级财政部

门管理账号已由平台预设。

⑥请中央主管预算单位收集所属预算单位相关信

息，完成表格填写后通过“预算单位导入”功能上传

表格并将所属预算单位信息导入系统，然后通过“预

算单位管理账号生成”功能生成相应管理账号。

⑦请省级、市级、县级财政部门收集本级预算单

位信息，完成表格填写后通过“预算单位导入”功能

上传表格并将所属预算单位信息导入系统，然后通过

“预算单位管理账号生成”功能生成相应管理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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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预算级次”为必填项，否则相关信息无法导

入。

⑨请从平台下载表格进行导入，请勿调整表头与

单元格的格式，不可自建表格，以保障导入过程顺畅。

如有问题，请联系 400 1188 832。

1.3 导入《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

况表》

点击“导入《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

留份额情况表.xls》”，点击“选择文件”，上传《预算

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况表》，点击

“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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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检查

上传《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

情况表》文件后，页面会显示上传的信息及状态，对

于“状态”显示“错误”的信息，系统会进行提示。

如有错误请修改后回到上级菜单“导入《预算单位采

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情况表.xls》”，→“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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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文件”→“导入”，重新上传文件，直至“状态”栏

不再提示错误。

1.5 生成“管理账号”

确认上传《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

份额情况表》信息无误后，点击页面“生成预算单位

管理账号”，系统会给已上传的预算单位生成管理账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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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查看账号

相应的预算单位管理账号生成后，可以在【预算

单位管理】->【预算单位列表】菜单中看到新增的预

算单位管理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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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手动操作新增“管理账号”

2.1 新增账号

除批量导入开通预算单位管理账号外，系统还支

持手动新增账号，通过点击【预算单位管理】->【预

算单位管理】子菜单，在页面中点击“新增”。按要求

填写完成后，点击“确定”。



10

2.2 查看账号

预算单位信息生成后，可以在【预算单位管理】

->【预算单位列表】菜单中看到新增的预算单位管理

账号。

2.3 完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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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账户开通后，账户及密码信息将以手机短信

方式通知《预算单位采购贫困地区农副产品预留份额

情况表》中预算单位联系人，并须由联系人登录并激

活该管理账户。预算单位首次登录时，系统会提示修

改初始密码及完善相关信息，完善后即可正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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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行政级次”及“预算级次”信息可联系上级

预算单位确认

（二）、开通采购人“交易账号”流程

1.“交易账号”开通流程

1.1 下载“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

打开网址 https://cg.fupin832.com，点击首页

指引内容“直接下载（点此下载）”，下载“采购人

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或者通过点击【采购人账号管

理】->【采购人导入】，在导入页面中点击“《采购人

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xls》下载”按钮， 下载“采购

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

https://cg.fupin83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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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按照要求，填写“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

1.3 导入“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

点击“导入《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xls》”，

在“选择文件”按钮处上传“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

报表”，点击“导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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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数据检查

上传“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文件后，页

面会显示上传的信息及状态，对于“状态”显示“错

误”的信息，系统会进行提示。如有错误请修改后，

回到上级菜单“导入《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

表.xls》”，→“选择文件”→“导入”重新上传文件，

直至“状态”栏不再提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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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交易账号生成短信通知采购人

确认上传“采购人交易账号开通填报表”信息无

误后，点击页面“生成采购人交易账号”，系统会为已

上传信息的采购人生成交易账号，并通过短信方式将

“扶贫 832”平台的交易账号及密码通知“采购人交

易账号开通填报表”中所留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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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查看采购人信息

上传的采购人信息生成后，可以在【采购人管理】->【采

购人列表】菜单中看到新增的采购人信息。

2.“交易账户”激活流程

采购人收到账号、密码信息后，可登录“扶贫 832”

平台，网址：https://www.fupin832.com，进行“交

易账户”激活。

https://www.fupin83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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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首次登录时，系统会提示完善必要信息，

通过平台认证后，即可正常使用平台进行农副产品采

购。

四、采购人自行注册账号流程

（一）、账号注册

登录“扶贫 832”平台（网址为：

https://www.fupin832.com），在首页上方点击“免费

注册”；

https://www.fupin832.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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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免费注册”后进入注册页面，填写账号、

设置密码，选择“我是采购人”，阅读《注册协议》并

勾选该选项后点击“立即注册”。

注：一个手机号码仅能注册一次，※为必填项。

（二）、完善资料

注册成功后，将自动跳转至“完善资料”界面，

采购人根据提示，填写并提交对应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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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资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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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完善信息后，平台审核人员将按照采购人单

位性质进行相应信息核验，T+3 个工作日完成审核（非

工作日顺延）；如需补充或替换资料，平台方将告知采

购人补全相关详细信息，直至审核通过。

（三）、忘记密码处理方法

采购人进入扶贫 832 平台登录页面，点击【找回密码】。

（1）填写用户名，录入验证码，点击【下一步】。

（2）验证身份设置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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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手机号，输入图片验证码、短信验证码、新密码、

确认新密码，点击【提交】，完成找回密码。

五、查找商品

（一）、商品搜索

采购人可通过键入关键词在搜索框内查找相应商

品、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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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首页精选

首页商品为质优价廉的精选扶贫商品，采购人可

根据需求自行采购。

（三）、类目导航

平台内商品已按照类目、使用场景等标准进行了归类，

将鼠标移至商品分类区域，可查看所有商品细分品类，快速

找到所需采购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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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地图导航

平台首页设置全国地图导航区，将鼠标在地图相

应省份位置移动，点击后即可查询该省份和县区的扶

贫商品。

六、平台交易流程

（一）、采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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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人可使用直购及竞购两种方式采购商品。

“直购”是指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在平台上直接选择

商品和供应商的采购行为。

“竞购”是指采购人根据采购需求在线发布商品竞购

单，提出采购需求条件，符合条件的供应商在线响应，采供

双方协商确定商品规格、成交价格、采购数量、交付方式、

交付时间、付款条件等要素的交易行为。

注：交易过程中，平台不收取佣金。订单支付过程中发

生的通道费等第三方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平台代为收

取，并从供应商交易货款中直接扣除。

（二）、“直购”交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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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购”分为“先款后货”及“先货后款”两种交易方式。

微软用户
图片中的生成交收单环节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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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货后款交易流程

1.1 选购下单

采购人查找商品进行采购，商品购买方式分为一口价购

买（不议价，下单即生成订单）和在线议价（采购人发起议

价，需供应商同意后才生成订单），以下交易流程以一口价

购买为例。

采购人填写商品购买信息（采购量、发票信息、

收货地址等），如供应商已启用电子合同签章服务且订

单总金额超过 1000 元，采购人还可选择是否签署电子

合同，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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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签订合同

采购人需根据订单信息的约定支付完成相应订

金，登录采购人中心——交易管理——已买到的商品，

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支付】，订金支付可选择网银

支付/线下支付（线下支付时需上传相应的打款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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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金支付完成后，订单状态处于“待供应商签署

合同”。

供应商登录供应商中心-交易管理-全部订单，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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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登录供应商中心，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签

署合同】，浏览核实交易合同信息，点击【签署】，系

统调用电子签章（订单金额>1000 元），完成供应商签

署合同，订单状态为“待采购人签署合同”，采购人登

录采购人中心，找到相应的订单进行签署合同。

注：供应商签署合同前，可根据采供双方的协商

结果，修改运费，点击【签署】后，无法修改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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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供应商发货

合同签订完成后，供应商登录供应商中心——交

易管理——全部订单，查找相应的订单，点击【填写

发货信息】进行发货，并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货物送

至采购人处。

注：如无物流单号，可选择底部的“□我已经发

货，但无法提交以上信息”【确认发货】。

1.4 采购人收货

采购人收到货物后，登录采购人中心——交易管理—

—已买到的商品，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开始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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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针对无发票的订单，【确认验货】请收货并

验货后再线上进行此操作；

（2）针对有发票的订单，【确认验货验票】请确

认收到的货和发票无问题下，再进行确认验货验票操

作；

（3）如果货物/发票存在问题，想申请退款请点

击提出异议进行操作（供应商同意采购人异议的，网

银支付的货款直接原来退回到采购人支付账户，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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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款的货款需采供双方通过线下转账方式完成退款）。

1.5 支付货款

采购人确认收货后，采购人登录采购人中心-交易管理-

已买到的商品，找到相应订单，点击【支付货款】，选择支

付方式（网银支付/线下支付，线下支付时需上传相应的打

款凭证），完成货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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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个订单待付款，系统支持订单合并支付，但合并

支付仅支持网银支付。采购人对多个待付款订单，勾选【加

入合并支付】复选框，底部可查看订单数和订单总额，点击

【去合并支付】完成多个订单货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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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评价和追加评价

采购人在确认货物和发票无误后，可对此次订单

交易进行商品评价和店铺评价。交易完成后 15 个自然

日内未做评价的，系统将默认好评，同时支持采购人

对交易订单追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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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先款后货交易流程

2.1 选购下单

采购人查找商品进行采购，商品购买方式分为一口价购

买（不议价，下单即生成订单）和在线议价（采购人发起议

价，需供应商同意后才生成订单），以下交易流程以一口价

购买为例。

采购人填写商品购买信息（采购量、发票信息、

收货地址等），如供应商已启用电子合同签章服务且订

单总金额超过 1000 元，采购人还可选择是否签署电子

合同，提交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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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签订合同

采购人需根据订单信息的约定支付完成相应订

金，订单状态处于“待供应商签署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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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商登录供应商中心-交易管理-全部订单，找

到相应的订单，点击【签署合同】，浏览核实交易合同

信息，点击【签署】，系统调用电子签章（订单金额>1000

元），完成合同签订。

注：供应商签署合同前，可根据采供双方的协商

结果，修改运费，点击【签署】后，无法修改运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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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支付货款

合同签订完成后，采购人登录采购人中心-交易管理-已

买到的商品，找到相应订单，点击【支付货款】，选择支付

方式（网银支付/线下支付，线下支付时需上传相应的打款

凭证），完成货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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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多个订单待付款，系统支持订单合并支付，但合并

支付仅支持网银支付。采购人对多个待付款订单，勾选【加

入合并支付】复选框，底部可查看订单数和订单总额，点击

【去合并支付】完成多个订单货款支付。

2.4 供应商发货

采购人货款支付完成后，供应商登录供应商中心

——交易管理——全部订单，查找相应的订单，点击

【填写发货信息】进行发货，并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将

货物送至采购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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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如无物流单号，可选择底部的“□我已经发

货，但无法提交以上信息”【确认发货】。

2.5 采购人收货

采购人收到货物后，登录采购人中心——交易管理—

—已买到的商品，找到相应的订单，点击【开始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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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针对无发票的订单，【确认验货】请收货并

验货后再线上进行此操作；

（2）针对有发票的订单，【确认验货验票】请确

认收到的货和发票无问题下，再进行确认验货验票操

作；

（3）如果货物/发票存在问题，想申请退款请点

击提出异议进行操作（供应商同意采购人异议的，网

银支付的货款直接原来退回到采购人支付账户，线下

付款的货款需采供双方通过线下转账方式完成退款）。

2.6 评价和追加评价

采购人在确认货物和发票无误后，可对此次订单

交易进行商品评价和店铺评价。交易完成后 15 个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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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未做评价的，系统将默认好评，同时支持采购人

对交易订单追加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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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竞购”交易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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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交易发票管理

供应商应根据采购人需求开具采购金额对应的发

票。供应商开具的发票须符合税法的相关规定。

采购人提交订单时应选择发票类型、填写发票信

息，供应商根据采购人的发票类型、发票信息开具发

票，供应商可选择将发票和货物同时寄出或单独寄给

采购人。

采购人在收到发票后，如因供应商原因所致票据

抬头、内容、金额等信息错误，采购人自收到发票之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可办理退换发票事宜。

如有其它发票相关问题，请拨打客服热线咨询：

400 1188 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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