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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五”以来，甘肃省中小企业数量及规模快速增长，在扩大就

业、改善民生、促进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0年，受疫情

影响，全国企业进入困难期，尤其是小微企业，经营生产活动受到严

重影响，甘肃省中小微企业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

       为了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多

项惠企政策，帮助企业渡过难过。这些政策措施涉及的对象多、范围

大，就参与的主体而言，有省直部门、市州县区、金融机构、各类企

业、个体工商户等方方面面，如何将这些政策精准滴灌到相应企业

的身上，让企业第一时间看得见、够的着、办得了，是最关键的突破

口。为了落实好各项政策措施，使企业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帮助企业

克服当下疫情带来的困难，尽最大可能降低疫情影响。我们通过平

台化、信息化的手段，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中小企业

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实现惠企政策向中小微企业主动“精准”推送，

扶持政策“不来即享”。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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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知政策
查看全量惠企政策，了解最新惠企动态

不论企业是否登录，一键均可知晓国家部委、甘肃省内惠企政策

我要享政策
让政策直接“找到”企业，让企业办理业务“不来即享”

企业通过统一认证登录，即可享受“专属”于自己的政策

在线业务申报，实时查看办理状态，带来更加便捷的申报体验， 有效解
决企业反映政策“走得慢”、“跑多次”等问题

根据不同条件可进行政策查询

点击首页“我要知政策”，即可跳转至“惠企政策” 页面

政策详情可在线阅读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04 05

我要找资金
整合金融服务信息，助力企业渡过难关

平台整合金融服务信息，提供金融机构放款排名及企业融资项目排名，
为企业申请资金提供了具有价值性的参考

平台与金融机构连通，企业可通过平台在线申请资金，帮企业及时解决
“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的问题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我要提问题
不懂即问，智能回复+人工回复为企业答疑解惑

系统实现60%问题自动回复，40%问题通过留言形式进行答复，解决
企业政策拿上“不会用”、反映事项“没回音”的问题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通过点击首页“我要提问题”，对相关政策提出问题

通过留言人工回复通过匹配关键字智能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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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答问卷
通过问卷调查，及时了解政策落实情况

定时/不定时进行在线调查问卷，了解企业诉求，将惠企政策落到实处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网站、微信小程序、订阅号，统一入口
把惠民服务放在百姓的手心、耳边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网站：http://www.gs96871.com

热线：96871 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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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广“不来即享”“项目管家”等服务模式，

尽全力在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给予支持，着力打通民营经济发展

的堵点,用动能动力的软件长板来补物质技术的硬件短板。

精准推送  不来即享

甘肃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操作手册

中国·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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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统简介
        “十二五”以来，甘肃省中小企业数量及规模快速增长，在扩大就业、改善民生、促进

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020年，受疫情影响，全国企业进入困难期，尤其是小

微企业，经营生产活动受到严重影响，甘肃省中小微企业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

机。

      为了帮助企业走出困境，党中央、国务院、地方政府纷纷出台多项惠企政策，帮助企

业渡过难过。这些政策措施涉及的对象多、范围大，就参与的主体而言，有省直部门、市

州县区、金融机构、各类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方方面面，如何将这些政策精准滴灌到相应

企业的身上，让企业第一时间看得见、够的着、办得了，是最关键的突破口。为了落实好

各项政策措施，使企业及时了解相关政策，帮助企业克服当下疫情带来的困难，尽最大

可能降低疫情影响。我们通过平台化、信息化的手段，结合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对中小企业平台进行升级优化，实现惠企政策向中小微企业主动“精准”推送，扶持政策

“不来即享”。

       本系统以涉企政策精准推送、业务办理“不来即享”为中心，纵向建立“省--市--区县”

三级工作体系，横向打通财政、人社和税务等政府业务系统。通过业务、资源和数据的整

合，为全省的中小企业提供以下几个业务能力： 

（一）分类精准推送政策。对国家和省上出台的惠企政策按企业的受惠面及时精准推送。

按照受惠的企业范围、行业按照分类代码精准推送。

（二）企业在线交流。企业通过网上留言进行政策咨询、业务交流、提出诉求等方面; 系统

提供在线自动回复，对企业提出的问题60%以上通过系统自动回复解决;系统也支持人

工回复，省市县(区)三级相关部门业务科室定时进行回复。

（三）业务申报办理。系统与省市县工信系统相关业务处科室进行联通，企业可登录系统

申请办理相关业务，由省市县三级部门在网上进行审核办理，办理过程和结果企业可进

行查询。

（四）企业“不来即享”。系统与财政、人社和税务等部门的业务系统互通，采取一点登

录，就能享受税务、社保等优惠政策。

（五）督导统计。通过系统督促各级部门落实政策,对政策落实情况在线进行统计，及时

查询各部门落实情况。

（六）企业资金需求。企业通过系统可以提出融资需求，系统与政策性担保机构和企业信

用系统进行互通，及时向银行业金融机构推送。

（七）问卷调查。了解政策知晓度和受惠面，通过系统在线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企业存在

的问题和困难等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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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站操作指南

（一）未登录前可以使用的功能
        浏览器中输入地址：http://www.gs96871.com/可进入系统首

页（如下图所示），未登录前企业可查看和使用“我要知政策”、“我要找

资金”、“我要提问题”等功能，可以查看首页“统计分析”模块。 

1、我要知政策

        在游客情况下，点击“我要知政策”进入如下页面，可在当前页面

根据相关分类查询相关政策，也可输入“政策名称”或“发文单位”点击

“查询”按钮，则下方会显示相关的政策数据，可查看政策详情。

       点击政策列表的“查看”按钮进入如下政策详情页面。

（1）政策详情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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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要找资金

        点击如下“我要找资金”字样，进入“甘肃省保市场主体公共服务

平台找资金”页面。

3、我要提问题

        可在如下输入框中输入想咨询的问题：

        若对于回答结果不满意，也可进入留言：

        点击如图的留言按钮，则出现如下界面，可输入想咨询的问题，点

击“提交”此时则提示需要登录，跳转到登录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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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统计分析

         点击如下模块，则进如相对应的“融资服务”、“稳岗就业”以及“降低

运营成本”等模块的统计页面。

5、产业窗口和市州窗口

        点击首页导航栏的“产业窗口”，则下拉显示相关的产业列表，点击列

表则跳转到对应的产业平台页面。

        点击首页导航栏的“市州窗口”，则下拉14个地州市，点击列表则跳转

到对应的子平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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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服务机构

1、我要享政策

（二）登录后可以享受的服务

点击导航栏的“服务机构⸺省级示范平台”则出现服务机构：

登录成功则进入如下首页：

可在当前页面选择查询不同省的服务机构，如下图所示：

在页面显示的登录框输入账号，密码则可进入系统首页。

        点击首页的“我要享政策”，进入我的政策，可根据上方的查询条

件查询相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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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办理业务：

（1）办理业务

        点击政策右边的“我要办理”按钮，进入办理业务“甘肃省企业技

术中心申请告知书”页面，下拉到底部选择“同意”，再点“下一步”，进

入业务申请页面。若不能办理业务，则出现如下提示：

        如步骤1所示，下载模板，然后打开下载的文件，根据要求填写相

关资料并保存，步骤2选择当前企业所属区域，步骤3将之前下载填写

的资料上传，步骤4点击提交。

        微信搜索“甘肃省中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即可进入本软件的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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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统计分析

3、企业信息

从首页如下页面可进入相关的统计分析页面。

        点击左边菜单“我的业务”按钮，可显示本单位的业务，可输入业

务名称，点击查询或者重置清楚输入康的内容点击“查看”按钮可查询

当前业务的办理详情。

        点击左边的“基本信息”可查看当前企业的基本信息以及当前企业

的业务申报情况。

（2）我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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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的留言

        在“在线答疑”模块可发布留言，在我的留言页面也查看当前留言

的回复情况。

5、我要答问卷

三、“陇企通”微信小程序操作指南
（一）登录“陇企通”微信小程序

        从首页点击“我要答问卷”进入如下图所示页面，显示问卷调查列

表，点击详情，则进入问卷调查填写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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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政策查看

序页面，输入企业社会信用代码和密码，登录即可进入首页，登录成功

进入首页，并同时绑定当前微信账号。

（二）我要享政策

        点击首页的“我要享政策”图标或菜单栏目的“惠企政策”或“不来

即享”均可进入政策查看页面查看我的政策和涉企政策。 （三）我要提问题
        点击首页的“我要提问题”模块，进入在线咨询页面，可在此页面

输入想问的问题，若配备不到所提问题，则会提示“人工服务”或“留

言”按钮；

（1）点击“人工服务”则返回咨询电话，可直接点击电话号码拨号，

（2）点击“留言”则进入留言界面，可发布留言或者查看历史留言。

2、政策查询

        可在输入框输入政策名称或者点击右下角的图标，弹出政策查询

条件，可选择一个或多个查询条件，然后点击“确定”按钮，查询出相关

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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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要查业务
        点击首页“我要查业务”进入“业务申报查询”列表页面，在此可查

看所办业务的进度状态以及申报的时间，点击列表页进入详情。

（五）在线留言和意见建议
        点击首页“在线留言”进入我要留言页面，可留言或查看历史留言

以及对留言的回复情况；点击首页“意见建议”则进入意见建议页面，

可提交意见或查看所提交过的意见。

（六）企业中心
       点击首页“企业中心”菜单进入企业信息页面，该页面显示本企业

的基本信息和所申报过的项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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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获取微信昵称和头像

（八）个人中心

        微信小程序用户首次登录，则需要点击“获取微信头像”按钮，则

会提示用户授权，用户点击同意，则昵称和头像获取成功。如图所示：

2、解除绑定
        点击“解除绑定”按钮，则 返回登录页面，需要重新登录。

3、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进入个人信息页面。

（七）问卷调查
       点击首页“问卷调查”进入文件调查列表，点击右边的“去填写”则

进入问卷调查填写页面，单选题可在答题完后自动滑到下一题，或者

点击底部的按钮进行切换，右上角的“答题卡”按钮可快速查看已答和

未答，点击相应的题号也能快速切换到相应的题目，最后一题时会出

现“提交”按钮，点击按钮可提交问卷调查。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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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州窗口

（九）市州窗口和产业窗口

四、微信订阅号操作指南

        点击首页“市州窗口”图片，进入市州窗口列表，点击对应的列表

可查看对应的子网站。

（一）关注订阅号
        微信搜索“甘肃中小企业”订阅号并关注，进入公众号，可在平台

首页菜单中查看相应的功能。

2、产业窗口

        点击首页“产业窗口”图标，进入产业列表，点击列表进入对应的

产业详情，在详情里面可查看。

4、退出登录

        点击“退出登录”则会返回登录页，必须重新输入账号密码方可重

新进入小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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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闻资讯
        点击菜单“新闻资讯”则进入如下页面，可点击顶部导航栏切换查

询对应的新闻列表，点击相应的新闻可查看详情。

（三）我要咨询

（四）精准推送和政策查询

       点击底部菜单“我要咨询”进入如下页面，可输入所需咨询的问题，

若无法查到想咨询的问题，则棵点击“留言”进入留言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