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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登录网上办事大厅？ 

1．网上办事大厅访问网址： 

http://e.gdut.edu.cn 

同时，也可以通过广东工业大学首页进入网上办事大厅： 

 

 

 

 

 

 

2．网上办事大厅登录权限 

用户名 密码 备注 

工号 统一身份认证密码 
默认密码为身份证后 6 位 

（如最后一位为字母，请大写） 

学号 统一身份认证密码 
默认密码为身份证后 6 位 

（如最后一位为字母，请大写） 

温馨提示： 

1）网上办事大厅基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建设，登录网上办事大厅均使

用统一身份认证账号和密码。教职工为工号，学生为学号，初始密码为身

份证后 6 位，切勿转借使用。如统一身份认证平台初始密码无效或需要

对账号申诉，请本人联系网络信息与现代教育技术中心温老师（电话：

020- 39322541-812）咨询办理。 

2） 访问网上办事大厅支持以下浏览器 Chrome、 Microsoft IE8+、 Edge、 

Firefox、 Safari、 360，优先推荐使用 Chrome 内核的浏览器或采用极速

模式访问。 

http://e.gdut.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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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办事大厅界面上有哪些常用功能？ 

首页介绍（如下图） 

访问网址直接会进入到网上办事大厅首页，未登录状态教职工及学生可看到

网上办事大厅所有流程，若点击流程或点击登录按钮，页面都将跳转到统一身份

认证界面。如果未登录状态发起流程，页面将跳转至统一身份认证登录界面，登

录后发起没有权限的流程，平台会提示没有权限发起流程，请关闭浏览器页签；

登录后网上办事大厅会根据登录账号的身份自动进行权限划分，教职工及学生只

能看到自己权限下可以办理的流程。 

 

首页默认显示推荐服务、热门服务、常用信息、我的收藏等模块： 

 推荐服务：学校会根据服务的特性，动态的推荐常用或主要的业务在该模块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下； 

 热门服务：网上办事大厅会根据平台流程运行状态，动态的推荐一些服务； 

 常用信息：校内常用链接（鼠标可放在相关模块上，系统会自动展示一些超

链接，点击跳转到相关页面或系统）； 

 我的收藏：针对一些常用事项，用户可点亮心形图标，将流程添加至我的收

藏内，方便用户快速的查询到流程； 

 使用帮助：网上办事大厅使用说明文档，详细了介绍网上办事大厅的用法及

相关功能的讲解； 

 常见问题：师生再日常中经常遇到的问题并解答。 

服务中心（见下图） 

 服务中心的未登录状态及登录状态显示区分： 

 未登录状态：可查看网上办事大厅所有流程事项，点击流程跳转至统一

身份认证界面，登录后平台会根据账号身份自动判断是否有权限办理该

流程。 

 登录状态：可显示登录账号权限内可发起的流程，点击相关流程可发起

流程。 

 服务中心页面介绍： 

服务中心用户可根据流程的多维度标签进行检索，快速定位流程，可通过服

务对象、服务场景、服务类型、服务部门，流程首字母及在搜索框输入关键字快

速定位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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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中心（见下图） 

 个人中心页面介绍 

个人中心主要提供了与当前登录用户相关事项的审核、查询及收藏功能： 

 待办事项：针对有审核权限的用户，主要为需要您审核的事项提醒； 

 我的申请：主要为您发起的申请事项，或存草稿事项（进入可继续填写）； 

 进行中：主要是指您个人发起或您已经审核的未办结事项，您可以在此

查询“进行中”事项的办理进度明细； 

 已完成：主要是指您个人发起或您已经审核的已办结事项，您可以在此

查询“已完成”事项的办理结果及明细，还可以对事项进行评价； 

 我的收藏：您可对常用及关注的事项进行收藏，方便您登录后快速的找

到您关心的事项； 

 搜索功能：可通过关键字查询及流水号查询。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如何认证绑定网办大厅移动端？ 

1. 网办大厅基于微信企业号建设，向师生提供移动应用服务，提供校园日常

办事、服务及在线查询等功能。使用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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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输入统一身份认证帐号和密码（账号：工号或学号，初始密码：身份证后

六位），验证校内用户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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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跳转到个人信息页面，检查本人手机号码是否正确，如不正确请及时修

改，然后点击确认。 

 

4. 跳转到企业号二维码页面，长按图片，识别二维码后，出现学校企业号页

面，点击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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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扫码后看到如下界面，点击“关注”按钮。 

 

6. 关注后，若能在企业号内看到“网上办事大厅”应用，则说明直接认证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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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请进入“企业小助手” 点击关注身份验证，输入第 2 步填写的手机号，然后

点击下一步，填写验证码后即可成功认证。温馨提醒：若输入验证码后，弹出

如下对话框，说明第 2 步和第 4 步输入的手机号不一致，请点击“取消”并重新

扫码打开认证网页重新认证，请确保两次填写的手机号一致。 

 

 

7. 如果关注企业号后，没有出现“网上办事大厅”的应用选项，说明登陆不成

功。若是本校在校师生，原因可能是微信绑定的手机号与学校统一身份认证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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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中绑定的手机号不一致。请点击“企业小助手”应用，输入统一认证系统中绑

定的手机号进行验证。 

    此外，也可通过修改微信手机号，或修改统一认证系统手机号，确保两边

手机号一致后，重新关注企业号登录。（修改统一认证系统手机号方法：从【学

校主页】->【办公查询】->【学校统一门户】登录,输入账号密码登录后，点击

主界面右上角头像，点击【个人中心】->【个人资料】，对【手机号】进行解

绑和重新绑定）。 

 

 

如何通过企业号进入网上办事大厅？ 

1. 关注成功后，点击“网上办事大厅”进入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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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入后页面如下：会话区域会显示“网上办事大厅”的相关通知；可在下方点

击“进入大厅”链接，即可进入网上办事大厅发起办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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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网上办事大厅主界面： 

 

4. 如无法接收通知，请检查企业号的设置（开启接收应用消息）及网上办事

大厅应用设置（消息免打扰）： 

（1）进入服务大厅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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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接收应用消息： 

 

（2）进入网上办事大厅应用，点击右上角 图标，进入应用设置页面，关

闭消息免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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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议不要将本企业号置顶，否则在接收到通知时手机桌面的微信图标和微

信里的企业号图标将不会出现角标红点数字提醒。 

如何在 PC 端网上办事大厅发起办理事项？ 

将以“教职工体检预约申请”服务为例，对发起该事项流程的操作步骤进行

详细说明。 

1. 申请人查找事项。首先在“服务中心”中找到“教职工体检预约申请”服务，

点击进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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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人查看办事指南。点击进入该服务流程，将进入该事项的“指南页”页

面。点击最下方蓝色按钮“开始办理”正式进入流程。 

 

3.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单。点击“开始办理”进入下一个页面，该页面为填写申

请页面。申请人填写业务信息，点击提交至审核节点。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功能区介绍（如下图）： 

 

图标/平台关键指数 说明 

 
菜单 

 

导出功能。灰色：无权限导出；黑色：点击可导出 Word

或 PDF。 

 

打印功能。灰色：无权限打印；黑色：点击可打印表

单。 

 

存草稿。可保存当前表单，在“我的申请”中找到继

续填写。 

 功能按钮。可点击对流程进行流转。 

 

流水号。平台唯一 ID，可通过流水号进行查看及运

维。 

 

 里程碑介绍（如下图）： 

申请表上方展示一个流程的简单步骤及业务走向； 

 

 表单区域介绍（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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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人填写区域，网上办事大厅会将部分表单字段信息自动填写到表单； 

 

 流转记录区域： 

可查看流程的流转记录，包括操作人、操作步骤、操作动作及操作时间。 

 

4. 审核人审批。审核人根据申请人所填写的申请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在审核意见栏里填写审核意见，然后根据审核结果选择操作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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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人员一般具备 3 种权限； 

 

 “通过审核”：该申请符合标准，通过； 

 “退回修改”：该申请符合标准，但是表单存在填写错误等因素，点击“退

回修改”返回给申请人修改，申请人可重新提交； 

 “否决申请”：该申请不符合标准，申请被拒绝。 

5. 申请人、审核人查看办理进度。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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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请人查看结果，并可以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网上办事大厅期待您的评价，

为我们优化服务提出宝贵意见。 

 

 

如何在移动端网上办事大厅发起办理事项？ 

将以“派遣医务人员申请”服务为例，对发起该事项流程的操作步骤进行详

细说明。 

1. 申请人查找事项。首先在“服务中心”中找到“派遣医务人员申请”服务，

点击进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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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申请人查看办事指南。点击进入该服务流程，将进入该事项的“指南页”页

面。点击最下方蓝色按钮“开始办理”正式进入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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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单。点击“开始办理”进入下一个页面，该页面为填写申

请页面。申请人填写业务信息，点击提交至审核节点。 

 

 

 里程碑介绍（如下图）： 

申请表上方展示一个流程的简单步骤及业务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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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转记录区域： 

可查看流程的流转记录，包括操作人、操作步骤、操作动作及操作时间。 

 

4. 审核人审批。审核人根据申请人所填写的申请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在审核意见栏里填写审核意见，然后根据审核结果选择操作按钮。 

 

审核人员一般具备 3 种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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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审核”：该申请符合标准，通过； 

 “退回修改”：该申请符合标准，但是表单存在填写错误等因素，点击“退

回修改”返回给申请人修改，申请人可重新提交； 

 “否决申请”：该申请不符合标准，申请被拒绝。 

5. 申请人、审核人查看办理进度。 

申请人可以在进行中和已完成点击 每条流程的“明细”，查看具体的流程办理

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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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请人查看结果，并可以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网上办事大厅期待您的评价，

为我们优化服务提出宝贵意见。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如何使用自助打印机事项？ 

将以“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为例，对发起该事项流程的操作步骤进行

详细说明。 

1. 申请人查找事项。首先在“服务中心”中找到“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服务，

点击进入流程。 

 

2. 申请人查看办事指南。点击进入该服务流程，将进入该事项的“指南页”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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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点击最下方蓝色按钮“开始办理”正式进入流程。 

 

3. 申请人填写申请表单。点击“开始办理”进入下一个页面，该页面为填写申

请页面。申请人填写业务信息，点击提交至审核节点。 

 

 流转记录区域： 

可查看流程的流转记录，包括操作人、操作步骤、操作动作及操作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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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审核人审批。审核人根据申请人所填写的申请表，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审核，

在审核意见栏里填写审核意见，然后根据审核结果选择操作按钮。 

 

 

5. 申请人获取打印验证码。待审批结束后，申请人需要在网上办事大厅已完

成事项里查看，在表单中获取打印验证码，凭借此打印码去自助打印机获

取相关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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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申请人获取相应的打印验证码后到指定的自助打印机打印相关文件。在自

助打印机上输入打印验证码，每条验证码默认只能打印一次，一次只能打

印一份证明。打印验证码输入并点击确认后，若该验证码尚未使用过，便

会进入到确认打印界面，需要点击右下方的“确认打印”触屏按钮。稍等几秒

钟，自助打印机便会打印出相关证明文件。点击“使用说明”会显示关于自助

打印的使用说明，可以进行查看。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7. 申请人、审核人查看办理进度。 

 

8. 申请人查看结果，并可以对本次服务进行评价。网上办事大厅期待您的评价，

为我们优化服务提出宝贵意见。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一站式  全天候  零距离 

 

 

版权说明 

本流程服务平台《使用说明文档》仅供广东工业大学师生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