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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考试平台管理端 

1. 登录 

1.1. 用户登录 

在浏览器输入网站地址，打开网站首页，点击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

验证通过登录成功。 

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火狐浏览器。 

 

2. 报名信息管理 

该模块可以批量添加考生信息进行团体报名。 

2.1. 添加报名信息 

选择相应的考试任务，点击进入报名信息列表页面。 

 

点击【添加报名信息】 

 

填写用户名，手机号码，邮箱，姓名等全部报考信息，点击【保存】，保存信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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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上传相应的照片。上传成功后，点击【返回】。企业管理员添加的考生默认绑

定到自己所属企业下。 

 

 

2.2. 报名数据上传 

该功能主要用于批量添加报名信息，点击【报名数据上传】，进入页面。 

 

下载模板，填写完整相应的信息后，选择该文件导入进系统。 

 

2.3. 照片上传 

将考生的照片按照格式命名好（图片命名格式：证件号码_自增序号），压缩 zip 或 rar

文件进行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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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提交审核 

选择信息状态为“完整”，照片状态为“已上传”的数据，点击【提交审核】，将信息

提交到后台审核，审核通过后状态会自动变为“审核通过”。 

审核状态为审核通过的考生无法删除，修改，也无法取消审核。 

审核状态为已提交审核，发现信息有误可取消审核，修改后重新提交即可。 

审核状态为未提交审核，可修改删除。 

 

 

3. 报名审核 

该模块可以对提交了报名的信息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核。 

3.1. 审核 

该模块可以对提交了报名的信息的考生进行资格审核。 

点击审核信息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去，进入页面相应的考试任务。 

 

选择要审核的考生，点击【审核】，进入审核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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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核对考生信息是否符合报考资格，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点击【审核通过】或【审核

不通过】。审核完成后自动返回至上一页。 

4. 缴费管理 

该模块可以为报名审核通过的考生缴纳报名考试费，为缴费成功的考生进行开发票处

理。 

4.1. 缴费 

点击缴费信息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去，进入页面相应的考试任务。 

 

选择要缴费的考生，点击【缴费】 

 

符合优惠活动的考生，会自动享受优惠价格。 

点击【支付】，进入支付页面，可以支持支付宝，微信，网银支付。 

点击【国际支付】，进入国际支付页面，可支持 visa 支付。支付成功后，会自动返回

至缴费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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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开发票 

选择要开具发票的考生（必须是已经缴费成功的），点击【开发票】。 

 

核对需要开票的考生信息是否正确，点击【下一步】 

 

填写发票抬头、税号、收件人等信息，确认无误后点击【提交】，一般在 1 分钟内即

可开具成功，成功后自动返回至缴费信息页面。 

 

点击【开票记录】，可进入查询开票记录。 

 

5. 开票管理 

该模块可以查看系统内所有的开票记录。 

5.1. 开票信息管理 

进入页面，可以查看到系统的开票记录。点击【查看】可以查看发票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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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名统计 

该模块可以查看报考考生的各项统计情况。 

6.1. 单次统计 

点击单次统计，点击任务名称进去，进入页面相应的考试任务。 

 

点击上方的 tab 栏可以切换不同的统计维度（教育水平分布，性别分布，年龄分布） 

 

7. 缴费优惠 

该模块可以进行缴费优惠活动的管理，任务设置了优惠活动后，考生报名缴费时手动

输入优惠码，或者满足优惠条件即可自动享受优惠折扣。 

7.1. 优惠活动管理 

选择任务，点击任务名称，可以查看到任务下设置的优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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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优惠活动添加】，进入活动添加页面，输入活动名称，选择人群类型，数量，

优惠类型，使用方式，开始、结束时间等，点击【保存】，保存成功后返回至任务列

表页面。 

 

 

点击 

8. 教材购买管理 

该模块可进行设置任务可购买教材，购买教材，为教材费开发票等操作。 

8.1. 教材设置 

点击教材设置，进入任务列表页面，选择需要设置的考试任务，点击【设置】，进入

任务教材设置页面，可看到任务下已设置的教材名称，价格，是否必购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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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教材添加】，可以为任务添加新的教材，输入教材名称，教材价格，选择是否

必购。 

点击【修改】可以对已经新增好的教材信息进行修改。 

 

 

如果想复用过往的考试教材设置信息，点击【复用历史信息】，然后选择相应的任务，

点击【确定】即可。 

 

8.2. 教材购买 

点击【教材购买】，进入考试任务列表页面，选择相应考试任务，点击考试名称进入

教材购买管理页面。 

 

维护好邮寄地址信息（支持批量维护），选择要购买教材的考生，点击【购买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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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要购买的教材，点击【下一步】。 

选择支付方式提交支付，支付成功后会自动返回教材购买管理页面。 

 

8.3. 开发票 

同步骤 3.2 的开发票操作。 

8.4. 批量维护邮寄地址 

选择要添加邮寄地址的考生，点击【批量添加邮寄信息】 

 

填写邮寄信息，点击【确定】保存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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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模板管理 

9.1. 准考证模板管理 

点击【准考证模板管理添加】，进入模板添加界面 

 

填写准考证模板信息后，可点击【预览准考证】，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9.2. 成绩单模板管理 

点击【成绩单模板添加】，进入成绩单模板添加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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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模板信息，点击【保存即可】 

 

9.3. 考试协议模板维护 

点击【考试协议模板添加】，进入考试协议模板添加界面，填写相关信息，注意需要上传考试协议

文件，最后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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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考试监控 

10.1. 违纪信息导入与修改 

点击违纪信息管理，进入违纪信息管理列表，点击【违纪基础信息导入】，可上传违纪信息数据文

件，点击【 维护违纪行为信息】，即可查看违纪信息，点击【维护违纪处理方法】，即可查看违纪

处理方法信息 

 

 

http://localhost:8099/ogt/a/project/wjXw/?taskId=10000191292
http://localhost:8099/ogt/a/project/wjCl/?taskId=1000019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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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考试管理 

11.1. 考试任务 

点击考试任务，进入任务列表，点击【任务添加】，填写准考证模板，考试协议模板，绑定科目等

信息，点击【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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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绑定科目】，会弹出科目页面，勾选科目，输入费用，点击【确定】即可 

 

11.2. 科目类型 

维护科目类型数据，点击科目类型，进入科目类型列表，点击【科目类型添加】，进入科目类型编

辑界面，填写相关信息，【保存】即可 

 

 

11.3. 考试科目 

点击考试科目，进入科目列表，点击【科目添加】，填写科目相关信息，【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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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考点考场管理 

12.1. 考点管理 

点击考点管理，进入考点列表页面，点击【考点添加】，进入考点编辑界面，填写考点信息，【保

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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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考场管理  

点击考场管理，进入考场列表，点击【考场添加】，进入考场编辑界面，填写考场信息，【保存】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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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编排管理 

13.1. 批次管理 

  点击批次管理，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该任务下批次列表界面，点击【批次

添加】，进入批次编辑界面 

 

 

填写批次相关信息，【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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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批次绑定考场 

在 5.1 中，批次列表界面，点击【绑定考场】，进入考场信息界面，勾选考场，设置机位数，在该

考场界面，点击【绑定考场】即保存的操作 

 

 

13.3. 设置考区 

在考场编排中，可能需要使用按考区编排。 

点击设置考区，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点击设置【设置考区】，进入考区列表，点击【考区添加】，

然后填写考区信息，【保存】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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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考场编排 

点击考场编排，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编排列表，选择编排相关规则，比如按

考区编排，然后点击【自动编排】，执行编排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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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已编排】，查看已编排信息，可以进行导出或删除操作 

 

点击【未编排】，进入未编排列表，勾选考试，点击【编排考生】，再次编排 

 

 

13.5. 场次查询 

点击场次查询，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场次列表，同时，可点击【下载基础数

据包】，点击【下载考务包】，进行下载相关数据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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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导出准考证 

点击导出准考证，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点击操作栏【导出准考证】，即可导出该任务下所有学生的

准考证； 

 

点击任务名称，进入学生信息列表也，点击操作栏【导出准考证】，即可导出该学生的准考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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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打印考生名单 

点击【打印考生名单】，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打印考生信息界面，点击【导出】

即可 

 

 

13.8. 试卷管理 

点击试卷管理，进入任务列表，然后点击任务名称，进入该任务下，试卷列表，操作栏下，可通

过点击，完成【导入套卷】、【下载试卷包】、【下载授权码包】、【删除试卷】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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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考试管理 

14.1. 考试任务 

生成基础数据包 

点击考试任务，进入任务列表，点击操作，点击【生成基础数据包】 

生成考务包 

点击考试任务，进入任务列表，点击操作，点击【生成考务包】 

 

 

15. 考试监控 

15.1. 考场注册查看 

点击考场注册查看，进入考场注册任务列表，然后点击操作栏【查看注册信息】，进入考场注册信

息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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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模拟测试管理 

16.1. 模拟测试项清单 

点击模拟测试项清单，进入测试清单管理界面，点击【测试清单导入】，可导入测试清单文件，点

击【删除测试清单文件】即可删除文件 

 

16.2. 测试清单情况管理 

点击【测试清单下载情况】，进入测试情况主界面，点击【测试清单下载情况】，进入测试清单下

载情况列表页面 



深圳市海云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云天计算机化考试系统(政企版)V1.19                                              26 

 

 

点击【测试报告上传情况】，进入测试报告上传情况列表界面，在该界面，可点击【上传测试报告】

进行上传操作 

 

 
      

16.3. 模拟测试报告查询 

点击模拟测试报告，进入测 

试情况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模拟测试报告管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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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考试监控 

17.1. 考试过程监控 

点击考试过程状态监控，进入考试任务列表，然后点击任务名称，进入该任务下场次列表，即可

查看考试监控信息 

 

 

 

17.2. 考试密码管理 

点击考试密码管理，进入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考试密码管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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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3. 考场异地备份监控 

点击考场异地备份监控，进入任务主界面，点任务名称，进入场次列表，即可查看异地备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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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4. 用户行为分析 

点击用户用为分析，进入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用户行为分析列表 

 

 

 

17.5. 签到管理 

点击签到管理，进入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即可进入签到管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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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答案包上传监控 

点击答案包上传监控，进入任务列表，点击任务名称，进入答案包上传监控列表 

 

 

17.7. 违纪信息处理 

点击违纪信息管理，进入违纪信息管理列表，点击【违纪信息处理】，进入违纪信息处理主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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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违纪信息】，进入违纪信息添加界面，填写相关信息，【保存】即可 

 

 

 

18. 考试管理 

18.1. 答案汇总 

点击考试任务，点击操作选项中【答案汇总】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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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考试监控 

19.1. 定点发短信 

点击定点发短信，进入任务列表，操作栏包含【发送下载证书】、【开通查】、【分开证书打印】等

功能，点击即可发送相应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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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计算机考试平台考生端 

网页端 

1. 账户注册 

1.1. 注册账户 

在浏览器输入报名网站地址，打开网站首页，点击【注册】，推荐使用谷歌，火狐浏

览器。 

 

1.2. 阅读用户协议：用户协议倒计时为 10s,倒计时结束后，点击【我已阅读】，进入注

册信息填写页面。 

 

1.3. 填写注册信息 

输入注册信息：在注册信息界面，输入用户名、密码、确认密码、选择所在区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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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大陆区域，非中国大陆区域），填写移动电话、验证码和邮箱地址后，点击【提交

注册】，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跳转至登录界面。 

 

2. 报名考试 

2.1. 考生登录：考生输入已注册成功的用户名、密码和验证码，点击【登录】，进入报

名主界面。 

 

2.2. 在考生报名主界面，点击【报名须知】，可以查看本次考试的详细报名须知内容；

点击【报考流程】，查看本次考试的报名流程。 

 

2.3. 点击【我要报名】，进入报考信息填写页面。填写完成姓名，证件信息，联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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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地址等信息后，点击【提交】。 

 

 

2.4. 上传照片信息 

根据要求，上传考生电子近照，身份证明照片等，上传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审核】，

进入审核信息页面。 

 

2.5. 提交审核 

核对信息无误后，点击【确认提交】。后台审核通过后，信息将无法修改，提交前必

须确认所有填写的信息是准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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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缴费 

进入缴费信息页面，选择缴费方式，点击【支付】，进入支付页面，可以支持支付宝，

微信，网银支付。点击【国际支付】，进入国际支付页面，可支持 visa 支付。支付成

功后，会自动返回至缴费信息页面。 

 

2.7. 打印准考证 

到了开放打印准考证的时间即可进入打印准考证页面，点击【打印准考证】，下载打

印准考证文件。 

 

3. 教材购买 

3.1. 教材购买 

点击【教材购买】进入教材购买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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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邮寄信息，选择需要购买的教材，点击【支付】或【国际支付】完成付款。后会

自动返回至列表页面。 

 

3.2. 购买记录 

点击【教材购买】进入购买记录页面可以查询教材的购买记录。 

 

 

小程序端 

4. 账户注册 

4.1. 小程序注册账户 

微信搜索打开小程序《金融科技师考试报名》，进入到登录页面。（注：小程序注册报

名只支持中国大陆地区） 

点击【注册账号】，进入账号注册页面。输入注册信息：在注册信息界面，输入用户

名、密码、确认密码、填写手机号、验证码和邮箱地址后，点击【注册】，注册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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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成功后，系统会自动登录账号。 

  

5. 考试报名 

5.1. 考生登录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登录成功进入考试任务列表页。 

  

5.2. 点击【报考流程】，查看本次考试的报名流程。 

5.3. 填写基本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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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查看详情】，进入报名。填写完成所有基本资料后，点击【保存下一步】，保存

成功进入照片上传页面。 

  

5.4. 上传照片 

根据要求，上传考生电子近照，身份证明照片等，上传完成后，点击【保存下一步】，

进入审核信息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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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提交审核 

核对信息无误后，点击【提交审核】。后台审核通过后，信息将无法修改，提交前必

须确认所有填写的信息是准确无误。 

 

5.6. 缴费 

审核通过后，点击【下一步缴费】，进入缴费信息页面。 

点击【去支付】，可使用微信支付。支付成功页面自动刷新更新缴费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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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打印准考证 

到了开放打印准考证的时间进入打印准考证页面，点击【下载准考证】，下载准考证

文件。 

 

6. 教材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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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教材购买 

点击【教材购买】，进入列表页面。选择要考试任务，点击【立即购买】进入教材选

购页面。 

   

填写邮寄信息，选择需要购买的教材，点击【下一步】完成付款。付款成功后会自动

返回至列表页面。 

 

6.2. 购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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