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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使用说明书为《珠海市不动产抵押合同网上签约系统》的使用说明书，明

确的阐述软件操作方法，适合于软件使用人员熟悉此系统。 

1.1 系统要求 

要求安装 Windows 操作系统并且能够上网，浏览器使用标准 Internet 

Explorer 11.0 或以上版本，可以在菜单“帮助——关于”中查看。另外在 IE

浏览器菜单“工具——Internet 选项”中，“高级”页应设置为默认值。 

1.2 鼠标操作 

作为“珠海市不动产抵押合同网上签约系统”的操作人员，您今后大部分的

工作都是通过鼠标完成的，它会给您的办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如果您以前不熟

悉或是没有使用过鼠标。那么，希望这一节的内容能给您带来帮助。 

1.2.1 鼠标和指针简介 

 
鼠标与指针的形状如上图所示。 

您在微机屏幕中央看到一个指向西北的箭头，该箭头就是指针。鼠标在办公

桌面上移动，屏幕中的指针便相应地在屏幕当中移动，使得您可以打开图符、拉

出菜单、选择文本并执行其它窗口操作。 

指针可以有许多形状，不一定是上图所示的箭头，但不管形状如何都可以由

鼠标移动。 

1.2.2 鼠标按钮 

鼠标一般有两种，三键鼠标和两键鼠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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鼠标左键：主要用来选择文本，打开图符，拉开菜单，在面板或窗口中按下

按钮。 

鼠标右键：主要用来拉出菜单并从菜单中选择。 

对鼠标一般有单击、双击和拖动三种操作。 

单击是指按下鼠标左键后马上放开的一次动作。 

双击是指快速地在规定的时间间隔内连续两次按下鼠标左键。 

拖动是指按下鼠标左键不放，在屏幕上移动指针。 

2. 系统启动 

步骤一：接通电源、开机，正确进入 Windows 

请接通电源，按以下顺序打开设备开关：先打开外部设备开关，如显示器、

打印机等，再打开主机开关，这样可避免外部设备对主机的电流冲击；关机顺序

则相反。开机正常情况下，计算机进入设备自检过程。 

开机后，如果设备出现异常造成 Windows 不能正常启动，请立即关机，确认

电源及各信号电缆连接正常后，再次按顺序打开设备开关，如果设备仍不能正常

进入自检过程，请关机后通知相关维修人员。 

自检结束之后，请按指令要求登录，屏幕出现 Windows 的背景及许多图标，

表明此时操作系统完成正常登录。 

 

步骤二：启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 

在 Windows 环境下，有两种方法可以启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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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从屏幕上双击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的图标。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图标 

方法二：在 Windows 窗口的底端用鼠标单击“开始”按钮，在出现的菜单中

单击“程序”，从出现的下一级菜单中选择“Internet Explorer”，即可进入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中。 

 

3. 登录系统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后，在地址栏中输入访问地址（访问地址：

https://www.zhbdc.org.cn/zhgagecontract/Login/GDLoginIndex）按“回车”

键，即可进入“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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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手机微信，点击首页中的“ ”号下的“扫一扫”，扫描“广东省统一

身份认证平台”页面的二维码，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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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成功后登录到“广东政府服务网”用户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点击“立即登录”按钮，进入人脸识别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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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成功后，进入“珠海市不动产抵押合同网上签约系统”主页面，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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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面分为三个部分，分别为：标题栏、内容栏和底部栏，如下图所示： 

 

以上三个栏目的功能及使用方法，将在下文进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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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介绍 

4.1 标题栏 

标题栏分为三部分：分别为：问候栏、标题栏和导航栏，如下图所示： 

 

（一）问候栏：显示当前登录用户的名称和“退出”按钮。点击“退出”按

钮 ，即可退出当前登录； 

（二）标题栏：显示本系统的名称； 

（三）导航栏：显示本系统的所有菜单。由上图可以看出，本系统有三个菜

单，分别为：我的合同、操作手册和个人中心。此三个菜单的功能将在下文进行

说明。 

4.2 内容栏 

内容栏根据菜单的内容来显示相应的内容。登录成功后，内容栏默认为产权

校验页，如下图所示： 

 

在此页面，可以输入需要签订合同的权利人名称和权证号码进行校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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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底部栏 

底部栏显示了本系统的主办单位、承办单位和联系电话等信息，如下图所示： 

 

5. 合同备案 

5.1 合同签订 

5.1.1 产权校验 

在签订抵押合同之前，首先需要对即将进行抵押的不动产进行产权校验。操

作员在“产权校验”页面输入“权利人名称”和“权证号码”，点击“校验”按

钮，即可进行校验，如下图所示： 

 
如果校验通过，系统提示“校验通过”，同时跳转到“温馨提示”页面，如

下图所示： 



珠海市不动产抵押合同网上签约系统                                                              操作手册 

 
 

第 10 页

 
如果校验不通过，系统提示“权证号码不存在！”，如下图所示： 

 

5.1.2 草签合同 

产权校验成功后，仔细阅读“珠海市抵押网签风险提示”，阅读完后，勾选

“我已认真阅读并完全理解《珠海市抵押网签风险提示》”，点击“确认”按钮，

进入“合同签订”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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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合同分为两大部分：基本信息和合同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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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1 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包含：抵押物、【抵押权人（债权人）】（甲方）、【抵押人】（乙

方）、【债务人（借款人）】（丙方），如下图所示： 

 
（一）抵押物 

（1）提取抵押物 



珠海市不动产抵押合同网上签约系统                                                              操作手册 

 
 

第 13 页

签订抵押合同时，可以有一个抵押物，也可以有多有抵押物。当需要多个抵

押物时，点击抵押物列表上方的“提取抵押物”按钮，系统弹出“提取抵押物”

的弹窗，如下图所示： 

 

在“提取抵押物”窗口，输入权利人名称和权证号码，点击“确认”按钮，

系统将对不动产进行产权校验。校验通过，系统提示“已提取”，新的抵押物成

功提取到抵押物列中，如下图所示： 

 
（2）批量提取抵押物 

如果存在 3 个以上的抵押物，就可以采用“批量提取抵押物”的方式批量的

提取抵押物。 

点击抵押物列表上方的“批量提取抵押物”按钮，系统弹出“导入数据”的

弹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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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导入数据”窗口，点击“下载模板”，下载“抵押物导入模板”，下载

成功后，在文档中按照模板的格式填写抵押物信息，如下图所示： 

 
抵押物信息填写后，在“导入数据”窗口，点击“点击上传”按钮，弹出添

加文件的窗口，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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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存项目放备案数据包的路径，找到需要上传材料，点击“打开（O）”

按钮，如下图所示： 

 
点击“批量导入”按钮 ，系统弹出“确定要导入当前选中的文件吗？”的

提示，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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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按钮，确定导入。系统提示“导入成功”，Excel 文档中的抵

押物成功提取到抵押物列表中，如下图所示： 

 
注意：批量提取抵押物时，系统会逐个对提取的抵押物进行校验，只有通过

校验的抵押物才能成功提取到抵押物列表中 ，未通过校验的抵押物，不能提取

到抵押物列表中。 

（3）删除抵押物 

如果抵押物列表中有多余的抵押物时，就需要将这些多余的抵押物进行删

除。选中抵押物列表中需要删除的抵押物，点击抵押物列表上方的“删除”按钮，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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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删除”按钮后，系统弹出“确定要删除当前选中的抵押物和关联的抵

押人吗？” 

 

点击“确定”按钮，确认删除，系统提示“删除成功”，表示刚刚选中的抵

押物和关联的抵押人信息被删除成功。 

（二）抵押权人 

抵押权人是指对债务人享有债权，并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得就抵押物优先

受偿的人。抵押权人按照类型可以分为自然人和单位，操作员根据实际填写抵押

权人的信息，如下图所示： 

 

读卡：确保信息的准确性，添加读卡功能可借助高拍仪提取证件数据，点击右上

角的“读卡”，自动读取身份证信息，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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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类型为自然人才能使用读卡功能，读卡只支持 IE 浏览器或者浏览器

兼容模式。 

（三）抵押人 

抵押人是指向债权人提供一定的财产作为抵押物，用以担保债务履行的债务

人或第三人。抵押人的信息是通过抵押权物提取出来的，因此除了是否有代理人

和是否有监护人两个字段外，其他信息均不可以进行编辑，如下图所示： 

 

（四）债务人 

债务人是指根据法律或合同、契约的规定，在借债关系中对债权人负有偿还

义务的人。点击债务人标题有端的“添加”按钮，系统弹出债务人的信息，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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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抵押人和债务人是同一个人，填写完抵押人信息后，就不需要填写债务

人信息，此时合同就叫做“主债权及不动产担保合同（双方）”合同；如果抵押

人和债务人是不同的人，填写完抵押人的信息后，还需要填写债务人信息，此时

合同就叫做“主债权及不动产担保合同（三方）”。 

5.1.2.2 合同信息 

合同的基本信息填写完毕后，就可以填写合同信息了，如下图所示： 

 

在此页面中，可以对合同的条款进行详细的填写和签订，在合同条款的选择

栏中，已经输入了基本信息和默认条款，在合同中有的款项为用户提供多种选择

方式，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条款中的信息选项，并可根据需要填写双方商

定修改条款。合同中的信息用户需认真填写并注意其真实性和准确性。 

在完成合同的填写后，点击右上方的“合同保存”按钮可以对填写的信息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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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保存。点击“合同保存”之后，右上角出现“合同保存”、“合同提交”、“预

览打印”和“合同作废”的按钮，如下图所示： 

 
合同如果只填写了部分，可以通过“合同保存”按钮将所填信息保存。保存

成功后，点击“我的合同”按钮，进入“我的合同”页面，可以在合同列表中查

看刚刚签订的合同，如下图所示： 

 

5.2 合同备案 

合同填写完毕且确认合同信息无误后，就可以点击合同上方的“合同提交”

按钮，进行“合同备案”。系统弹出一个提示框,如下图所示：



珠海市不动产抵押合同网上签约系统                                                              操作手册 

 
 

第 21 页

 

勾选是否需要电子签名后，点确定按钮，弹出设置密码框，备案合同需要设

置密码，如下图所示： 

 

合同备案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生成一个以 DY 开头的 14位的合同号，如：

DY202004220001，且合同上方的操作按钮变为“预览打印”、“合同撤销”、“电

子签名”、“查看签名文档”、“网上申办”和“重置密码”，如下图所示： 

 
此时可以对合同进行“预览打印”、“合同撤销”、“电子签名”、“查看

签名文档”、“网上申办”和“重置密码”的操作。 

5.3 预览打印 

合同保存成功或提交成功后，都可对合同进行打印。在合同页面，点击合同

右上角的“预览打印”按钮，页面跳转到“预览打印”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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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以对此合同进行下载和打印等操作。 

注意：合同在不同状态打印时，合同页面的水印是不同的。 

5.4 合同作废 

“合同作废”是指合同状态为“签订中”时，签订合同的双方（或三方）由

于某种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执行下去，废除已签订的合同的操作。 

在合同列表中选择需要作废的合同，点击操作栏的“修改”按钮 ，进入合

同详情页面，点击“合同作废”按钮，系统弹出“合同作废”的弹窗，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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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作废”弹窗下输入作废的原因，点击“确认”按钮，确认作废。系

统提示“合同作废成功！”。作废的合同，可以在合同列表中的“作废”栏下进

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5.5 合同撤销 

“合同撤销”是指合同状态为“已提交”时，签订合同的双方（或三方）由

于某种原因导致合同不能继续执行下去，撤销已签订的合同的操作。 

在合同列表中选择需要撤销的合同，点击操作栏的“查看”按钮，进入合同

详情页面，点击“合同撤销”按钮，系统弹出“合同撤销”的弹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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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合同撤销”弹窗输入备案合同密码和撤销的原因，点击“确认”按钮，

确认撤销。系统提示“合同撤销成功！”。已撤销的合同，可以在合同列表中的

“已撤销”栏下进行查看，如下图所示： 

 

5.6 电子签名 

电子签名是基于云服务的第三方电子签约平台，通过实名认证和人脸识别的

方式验证权利人的身份、证明权利人对文件内容的认可的一种签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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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1 签名任务 

“抵押合同”备案成功后，在页面上方出现“电子签名”和“查看签名文档”

的按钮，如下图所示： 

 
点击“电子签名”按钮，系统弹出“电子签名”的弹窗，于此同时，自动生

成“电子签名”签署任务，如下图所示： 

 

5.6.2 关注公众号 

用户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关注“珠海不动产”微信公众号，一种是打开手机

的搜索框，在搜索框中输入“珠海不动产”进行搜索，在搜索结果中点击“珠海

不动产”，进入“珠海不动产”微信公众号，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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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珠海不动产”页面，点击“关注”按钮，进行关注。 

另一种方式是通过扫描“珠海不动产”公众号的二维码，来进行关注。打开

手机微信，点击首页中的“ ”号下的“扫一扫”，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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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下图中的二维码，如下图所示： 

 

扫描成功后，进入“珠海不动产”公众号页面，点击“关注”按钮，进行关

注。 

5.6.3 身份绑定 

公众号关注成功后，在“珠海不动产”公众号首页，点击“个人中心”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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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身份绑定”按钮，如下图所示： 

 

点击“身份绑定”按钮之后，进入“身份绑定”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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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人脸识别身份绑定”按钮，弹出“即将打开‘粤信签’小程序”的弹

窗，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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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允许”按钮，进入“人脸识别”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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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脸识别页面，点击“人脸识别登录”按钮，进入“人脸识别认证”页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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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选择当前认证人的证件类型后，输入姓名和证件号码，勾选“我

同意广东省统一身份认证平台使用我所提交的信息用于快捷登录。查看《用户服

务协议》和《隐私政策》”，点击“开始人脸识别验证”按钮，进行“人脸识别”。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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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脸识别”成功后，返回公众号首页，点击“个人中心”菜单下的“电子

签名”按钮，进入“电子签名”页面，查看有无“电子签名”任务，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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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选“我已阅知上述提示内容”后，点击“下一步”按钮，进入“电子签名”

页面，显示待签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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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4 电子签名 

在“电子签名”页面，长按签署任务中的二维码，识别成功后，如下图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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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DGD 电子签章”按钮，进入“签署文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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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签署任务需要个人签名图片，电子签名方式有两种，分别为“一键生成

电子签名”和“手写签名”，用户可以选择任意一种签名方式进行签名，下面将

分别对两种签名方式进行说明； 

（一）一键生成电子签名 

一键生成电子签名是指由系统自动生成签名印章。如果用户选择“一键生成

电子签名”，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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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手写签名 

手写签名是指由用户手写生成签名印章，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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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签名生成之后，系统进入“签署文件”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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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以查看此次电子签名的发起人、发起时间、截止时间、待签署

文件以及签署成员列表等信息。 

点击签署文件后的“请查阅”，查看签署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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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签署成员列表后的“XX人未签”，查看签署签署成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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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签署文件无误后，勾选“我接收《广东省统一电子印章及签名平台用户

协议》”后，点击“确认签署”按钮，系统弹出“确定签署”的弹窗，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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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签署”按钮，再次确认。签署成功后，系统提示“您已确认签署”，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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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 查看签名 

5.6.5.1 查看签署详情 

文件签署成功后，在“签署成功”页面，点击“查看签署详情”按钮，进入

“签署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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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以查看文件的签署情况及状态。 

点击已签署文件后的“请查阅”，查看签署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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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2 查看签名记录 

文件签署成功后，在“签署成功”页面，点击“进入电子签章小程序”进入

程序，点击查看“签名记录”，显示该用户所签署过的文件，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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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查看签名文档 

电子签名签署成功后，不仅可以在移动端查看签署详情，也可以在 PC 端查

看签名文档。在合同详情页，点击“查看签名文档”按钮，查看文档详情，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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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重置密码 

“重置密码”是指合同备案后，忘记合同密码可通过重置密码获取新密码。

在合同列表中选择需要重置密码的合同，点击操作栏的“查看”按钮，进入合同

详情页面，点击“重置密码”按钮，系统弹出“合同密码重置”的弹窗，如下图

所示： 

 
在“合同密码重置”弹窗输入新密码，点击“确认”按钮，系统提示“合同

撤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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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导航菜单 

 本系统有三个菜单，分别为：我的合同、操作手册和个人中心，下面将分

别描述这三个菜单的功能。 

6.1 我的合同 

点击系统首页导航栏的“我的合同”按钮，系统将进入“我的合同”页面，

如下图所示： 

 

由上图可以看出，本系统中的合同根据合同状态分为五类，分别为：签订中、

作废、已提交、已撤销和已受理。合同列表中的合同，在当前页面，除了“签订

中”的合同可以进行“修改”的操作，其他状态的合同只能进行“查看”操作。 

6.1.1 查看合同 

在合同列表中选择一条“已备案”的合同，点击操作栏中的“查看”按钮，

系统跳转到合同详情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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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以查看当前合同的详细信息，可以对合同进行“合同打印”、“合

同撤销”和“网上申办”的操作。这三个功能将在第 6章进行说明，在此不做说

明。 

6.1.2 修改合同 

在合同列表中选择合同状态为“签订中”，且需要修改的合同，点击操作栏

中的“修改”按钮，系统跳转到合同详情页，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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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不仅可以查看、修改当前合同的详细信息，还可以对合同进行“合

同保存”、“合同提交”、“合同打印”和“合同作废”等操作。 

6.1.3 签订合同 

在“我的合同”页面，点击“签订合同”按钮，跳转到“产权校验”页面，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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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需要对签订合同的不动产进行产权校验。如果校验通过，系统自

动跳转到“签订合同”页面，如果校验不通过，则不能签订合同。  

6.2 操作手册 

点击系统首页导航栏的“操作手册”按钮，系统将打开一个新的“操作手册”

页面，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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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页面可以查看本系统的操作手册，还可以对操作手册进行下载、打印等

操作。 

6.3 个人中心 

点击系统首页导航栏的“个人中心”按钮，系统将进入“广东政务服务网-

个人中心”页面，如下图所示： 

 
在此页面可以查看和修改当前登录用户的基本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