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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录系统

1.1 兼容性视图

在使用个别浏览器会出现显示异常，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系

统功能，遇到该情况可以参考下面方法对浏览器进行配置后重

新登录系统即可解决该问题。

打开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在地址栏输入网址

http://202.127.42.127/moafer/list.jsp ，点击右上角【设

置图标】，在弹出的菜单中点击【兼容性视图设置】，操作过

程如图所示。

将需要访问的网址

http://202.127.42.127/moafer/list.jsp 添加到【已添

加到兼容性视图中的网站】中。点击“关闭”，重新登录系统

即可正常显示，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http://219.238.162.142:8080/moafer/jsp/product/exhibitionList.jsp添加到【已添加到兼容性视图中的网站】中。点击“关闭”，重新登录系统即可正常显示，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http://219.238.162.142:8080/moafer/jsp/product/exhibitionList.jsp添加到【已添加到兼容性视图中的网站】中。点击“关闭”，重新登录系统即可正常显示，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http://219.238.162.142:8080/moafer/jsp/product/exhibitionList.jsp添加到【已添加到兼容性视图中的网站】中。点击“关闭”，重新登录系统即可正常显示，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1.2 系统网址

系统网址：

http://202.127.42.127/moafer/list.jsp ，建议使用 Internet

Explorer 浏览器（IE）或 GoogleChrome 浏览器（谷歌）访问系统。

进入公开查询界面

http://219.238.162.142:8080/moafer/jsp/product/exhibitionList.jsp进入如下界面
http://219.238.162.142:8080/moafer/jsp/product/exhibitionList.jsp进入如下界面


1.3 用户注册

点击“登录”按钮跳转到登录页面然后点击“新用户注册”按钮

跳转到注册页面



后边带 的为必填项，填写完用户信息后点击“注册”按钮即可

注册成功，注册成功后弹出提示页面显示五秒后自动进入系统首页。

*填写说明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由 18位数字或

大写字母组成。

机构名称：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 仅支持中文和中文小括

号，长度为 2-50。

法定代表人是否有中国居民身份证：必选项，不勾选无法注册，

勾选是法定代表人和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护照号有格式限制。法定

代表人身份证号/护照号必须填写身份证号，勾选否法定代表人和法

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护照号没有格式限制，就可填写法人护照号。

法定代表人：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仅支持中文，长度为

2-50。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护照号：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由 18

位数字组成，末位可以为数字或者 X。



用户名：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仅支持字母、数字、中文或

者三者的组合，至少三位。

姓名：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仅支持中文，长度为 2-50 。

密码：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 由 8-16 位(大写字母+小写字

母+数字+特殊字符）组成。

确认密码：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必须和密码一致。

联系人手机号：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 由 1 开头的长度为

11位的数字组成。

联系人身份证号：必填项，不填写无法注册。由 18位数字组成，

末位可以为数字或者 X。

邮箱：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1.4 用户登录

点击“部级产品备案”或“境外产品备案”或“省级产品备案”

后点击“登录”按钮或者在公开查询界面直接点击右上角“登录”按

钮跳转到登录页面。



在登录页面输入用户名、密码、验证码后，点登录按钮，三者全

部正确后登录成功，进入系统。用户名可使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用

户名、联系人手机号三者之一进行登录。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1.5 修改密码

用户进入系统后点击系统右上角 按钮，进入修改密码页面。

输入旧密码、新密码和确认密码，确认密码必须与新密码一致，否则

无法保存，填写正确后点击保存即可修改成功。操作流程如下所示



1.6 找回密码

如果用户忘记了密码可以在用户登录界面下点击红色字体的“找

回密码？”具体操作过程如下图所示

点击找回密码后弹出提示框需要按要求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机构名称、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联系人身份证号、联

系人手机号、短信验证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机构名称、法定代表

人、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号必须与系统中用户信息完全一致才可以点击

获取短信验证码按钮，系统就会给刚才填写的联系人手机号发送短信

验证码，一分钟后可再次点击发送验证码。如输入的短信验证码不正



确点击确定则提示重置失败，输入短信验证码正确后点击确定按钮密

码即可重置成功系统会给联系人手机号发送密码信息的短信。

如用户输入的联系人身份证号、联系人手机号与系统一致则该信

息不变，如不一致该信息自动更新为最新输入的信息。

1.7 详细信息查看

系统中只要有列表页面，都可以通过点击 或者在记录上双击

鼠标打开该记录详细信息页面。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1.8 信息查询

系统中列表页面列表的表头大部分信息都可以作为查询条件进

行查询，信息也可组合查询。鼠标移动到表头每个信息后面，会出现

一个下拉小箭头，点击下拉小箭头，在查找框后面输入关键字，系统

会将含有关键字的记录筛选出来，同时可点击正序或者倒序按钮可对

列出的记录进行排序。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1.9 公开查询界面

用户可以在公开查询界面查看到所有已提交状态的备案产品信

息，并且可以根据“企业名称、产品通用名称、备案号、关键词（关



于备案产品在公开查询界面列出的所有信息）”进行组合查询来查找

备案产品。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点开该备案产品就进入到该备案产品的详细信息界面。

2、备案用户

2.1 部级备案用户

用户注册后进入系统在我的信息中需要填写企业生产信息，操作

过程如图所示



在企业生产信息中需上传营业执照、上传法人身份证正面、上传

法人身份证背面（如需更换图片重新上传即可）

选择注册地址所在区域并填写注册地址，企业备案类型勾选部级

备案用户后显示出生产地址所在区域和生产地址，需要选择生产地址

并填写生产地址详细信息



还会出现部级企业生产条件，单项结论全部勾选并上传图片

（图片上传后也可对图片进行删除重新上传，并且可以在查看图片中

点击图片即可打开图片在线预览）



全部上传填写完成后可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也可点击提交按

钮，提交后左侧菜单会出现“产品备案——部级备案”菜单即可进行

部级产品备案。

*填写说明

上传营业执照：必需上传项，不上传可以保存但无法提交，上传

格式必须为图片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上传法人身份证正面：必需上传项，不上传可以保存但无法提交，

上传格式必须为图片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上传法人身份证背面：必需上传项，不上传可以保存但无法提交，

上传格式必须为图片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注册地址所在区域：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下拉列表选

择。

注册地址：必填项，选择的注册地址所在区域省市县自动显示，

详细地址必填，不填写无法保存提交。



生产地址所在区域：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下拉列表选

择。

生产地址：必填项，选择的生产地址所在区域省市县自动显示，

详细地址必填，不填写无法保存提交。

企业备案类型：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是

哪些企业备案类型就勾选哪些，勾选后须填写相对应的信息，填写正

确并完整后点击提交即可进行备案操作。

单项结论：必填项，单项结论必须全部符合才可进行提交，勾选

完点击保存再进行上传图片操作。

上传图片：在查看图片中写有黄色字体的为必须上传的项目且上

传的图片数量不得少于三张，不上传无法提交。

2.2 境外备案用户

用户注册后进入系统在我的信息中需要填写企业生产信息，操作

过程如图所示

在企业生产信息中需上传营业执照、上传法人身份证正面、上传

法人身份证背面



选择注册地址所在区域并填写注册地址，企业备案类型勾选境外

备案用户后显示出境外企业，需要添加境外企业信息

添加境外企业后该境外企业为草稿状态，需将该境外企业进行提交状

态变为已提交后即可对该境外企业进行备案操作全部上传填写完成



后可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也可点击提交按钮

提交后左侧菜单会出现“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即可进行

境外产品备案。

*填写说明

上传营业执照：必需上传项，不上传可以保存但无法提交，上传

格式必须为图片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上传法人身份证正面：必需上传项，不上传可以保存但无法提交，

上传格式必须为图片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上传法人身份证背面：必需上传项，不上传可以保存但无法提交，

上传格式必须为图片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注册地址所在区域：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下拉列表选

择。

注册地址：必填项，选择的注册地址所在区域省市县自动显示，

详细地址必填，不填写无法保存提交。

企业备案类型：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是

哪些企业备案类型就勾选哪些，勾选后须填写相对应的信息，填写正

确并完整后点击提交即可进行备案操作。

代理人/机构：根据用户的基本信息自动显示。

境外企业中文名称：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境外企业英文名称：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生产地址中文：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生产地址英文：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法人：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法人护照号：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联系人：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联系人手机号：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

委托代理协议：必需上传项，不上传不可提交，上传格式必须为

PDF 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邮箱：非必填项。

境外企业注册证书：必需上传项，不上传无法提交，上传格式必

须为 PDF 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境外生产销售证明：必需上传项，不上传无法提交，上传格式必

须为 PDF 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境外产品标签：必需上传项，不上传无法提交，上传格式必须为

PDF 格式，其他格式文件上传不成功。

2.3 省级备案用户

用户注册后进入系统在我的信息中需要填写企业生产信息，操作

过程如图所示

在企业生产信息中需上传营业执照、上传法人身份证正面、上传

法人身份证背面



选择注册地址所在区域（河北省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没有开通省

级备案，不可选择这两个区域进行省级备案）并填写注册地址，企业

备案类型勾选省级备案用户后显示出生产地址所在区域和生产地址，

需要选择生产地址所在区域并填写生产地址详细信息。

并显示出省级企业生产条件，单项结论全部勾选并上传图片，全部上

传填写完成后可点击保存按钮进行保存，也可点击提交按钮提交后左

侧菜单会出现“产品备案——省级备案”菜单即可进行省级产品备案。



2.4 修改用户基本信息

用户如需修改个人基本信息，打开左侧“备案用户——我的信息”

菜单后进入我的信息页面后选择基本信息后点击“修改经办人信息”

或“修改企业信息”按钮弹出修改信息界面，然后对需要修改的信息

进行修改后点击保存即可修改成功，如修改后没有点击保存按钮就关

闭修改页面则基本信息不变。填写信息要求与注册时一致，操作过程

如图所示



3、产品备案

3.1 添加部级备案

打开左侧“产品备案——部级备案”菜单后进入部级产品备案列表界

面后点击添加按钮弹出产品部级产品备案信息页面勾选我已阅读并

同意以上承诺书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填写完基本信息并选择适宜作物后点击保存即可添加成

功为草稿状态，也可填写完成后直接点击提交按钮进行提交为已提交

状态。



*填写说明

产品通用名称：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每

个产品通用名称都会有相对应的产品形态、粒度、执行标准号、技术

指标、限量成分以及项目。

产品形态：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

元素：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只有大量元

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水溶肥料才会勾选元素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元素至少勾选两个，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

素水溶肥料至少勾选一个）

粒度：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只有产品形

态为颗粒的产品才有粒度。



执行标准号：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

水溶肥料执行标准号自动生成，农业用硫酸钾镁和农业用氯化钾镁执

行标准号需手动填写，为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提交。

技术指标：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水

溶肥料根据勾选的元素和粒度自动生成，农业用硫酸钾镁和农业用氯

化钾镁根据勾选的粒度和作为技术指标的项目以及输入的项目值后

自动生成。

限量成分：勾选完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形态后自动生成。

项目值：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水溶

肥料项目为不可编辑的，农业用硫酸钾镁和农业用氯化钾镁中项目值

编辑框为 的是可编辑的需要用户手动输入，把光标放在编

辑框即可显示出填写要求，如用户填写值不符合要求会弹出提示框哪

些值不符合并要求用户重新填写，必填项，不填写不可保存提交，填

写不符合要求也不可保存提交。。

适宜作物：必选项，不勾选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如用户

不知道适宜作物如何分类可点击适宜作物参考文件进行参考。



3.2 添加省级备案

打开左侧“产品备案——省级备案”菜单后进入省级产品备案列

表界面后点击添加按钮弹出产品省级产品备案信息页面勾选我已阅

读并同意以上承诺书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填写完基本信息并选择适宜作物后点击保存即可添加

成功为草稿状态，也可填写完成后直接点击提交按钮进行提交为已提

交状态。



*填写说明



产品通用名称：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每

个产品通用名称都会有相对应的产品形态、粒度、浓度、执行标准号、

技术指标、限量成分以及项目。

产品形态：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

浓度：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只有产品通

用名称为复混肥料的产品才有浓度。

氯离子的质量分数：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

只有产品通用名称为复混肥料的产品才有氯离子的质量分数。

粒度：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只有产品形

态为颗粒的产品才有粒度。

执行标准号：掺混肥料执行标准号在选择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形

态后自动生成，复混肥料执行标准号在选择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形态

以及浓度后自动生成。

技术指标：根据勾选的粒度和作为技术指标的项目以及输入的值

自动生成。

限量成分：掺混肥料限量成分在选择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形态后

自动生成，复混肥料限量成分在选择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形态以及浓

度后自动生成。

项目值：项目值编辑框为 的是可编辑的需要用户手动

输入，把光标放在编辑框即可显示出填写要求，如用户填写值不符合

要求会弹出提示框哪些值不符合并要求用户重新填写，必填项，不填

写不可保存提交，填写不符合要求也不可保存提交。



适宜作物：必选项，不勾选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如用户

不知道适宜作物如何分类可点击适宜作物参考文件进行参考。

3.3 添加境外备案

打开左侧“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后进入境外产品备案列

表界面后点击添加按钮弹出产品境外产品备案信息页面勾选我已阅

读并同意以上承诺书才可进行下一步，操作过程如图所示

点击下一步填写完基本信息并选择适宜作物后点击保存即可添加

成功为草稿状态，也可填写完成后直接点击提交按钮进行提交为已提

交状态。



*填写说明

境外企业：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下拉列表选择想对那

个境外企业进行产品备案就选择哪个境外企业，用户在备案用户我的



信息中添加境外企业，已提交状态的境外企业即可在这里显示出来供

用户勾选。

产品通用名称：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每

个产品通用名称都会有相对应的产品形态、粒度、执行标准号、技术

指标、限量成分以及项目。

产品形态：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

元素：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只有大量元

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水溶肥料才会勾选元素

（大量元素水溶肥料元素至少勾选两个，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

素水溶肥料至少勾选一个）

粒度：必选项，不选择无法保存提交，勾选框勾选，只有产品形

态为颗粒的产品才有粒度。

执行标准号：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

水溶肥料执行标准号自动生成，农业用硫酸钾镁和农业用氯化钾镁执

行标准号需手动填写，为必填项，不填写无法保存提交。

技术指标：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水

溶肥料根据勾选的元素和粒度自动生成，农业用硫酸钾镁和农业用氯

化钾镁根据勾选的粒度和作为技术指标的项目以及输入的项目值后

自动生成。

限量成分：勾选完产品通用名称和产品形态后自动生成。

项目值：大量元素水溶肥料、中量元素水溶肥料和微量元素水溶

肥料项目为不可编辑的，农业用硫酸钾镁和农业用氯化钾镁中项目值



编辑框为 的是可编辑的需要用户手动输入，把光标放在编

辑框即可显示出填写要求，如用户填写值不符合要求会弹出提示框哪

些值不符合并要求用户重新填写，必填项，不填写不可保存提交，填

写不符合要求也不可保存提交。

适宜作物：必选项，不勾选无法保存提交，复选框勾选，如用户

不知道适宜作物如何分类可点击适宜作物参考文件进行参考。

3.4 提交备案信息

添加完备案信息后再次打开该备案信息页面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

提交成功。只有草稿状态的信息才可提交。

3.5 修改备案信息

打开左侧“产品备案——省级备案”或“产品备案——部级备案”

或“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后进入备案列表界面后点击前边的

或双击需要修改的必须为草稿状态的备案信息就可以打开该备案

信息的详细界面，修改后保存即可，如修改后没有保存就关闭该备案

信息不变。



3.6 删除备案信息

打开左侧“产品备案——省级备案”或“产品备案——部级备案”

或“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后进入备案列表界面后选中需要删

除的备案信息后点击删除按钮后点击确认即可删除成功。只有草稿状

态的信息才可删除。

3.7 注销备案信息

打开左侧“产品备案——省级备案”或“产品备案——部级备案”

或“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后进入备案列表界面后选中需要注

销的备案信息后点击注销按钮弹出注销原因页面填写注销原因后点

击保存即可注销成功。只有已提交状态的信息才可注销。



4、变更企业备案类型

4.1 去除部级备案用户

企业备案类型必须勾选一个，如需去除部级备案用户的企业备案类型

首先需要注销或删除掉所有部级产品备案信息后再把企业备案类型

中部级备案用户前勾选框取消掉然后点击保存即可，保存后左侧菜单

中的“产品备案——部级备案”菜单也随即消失。



4.2 去除境外备案用户

企业备案类型必须勾选一个，如需去除境外备案用户的企业备案类型

首先需要注销或删除掉所有境外产品备案信息。

境外企业后再把企业备案类型中境外备案用户前勾选框取消掉然后



点击保存即可，保存后左侧菜单中的“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

也随即消失。

4.3 去除省级备案用户

企业备案类型必须勾选一个，如需去除省级备案用户的企业备案类型

首先需要注销或删除掉所有省级产品备案信息

再把企业备案类型中境外备案用户前勾选框取消掉，然后点击保存即

可，保存后左侧菜单中的“产品备案——省级备案”菜单也随即消失。



5、省级管理用户

5.1 部级备案

省级管理用户在“产品备案——部级备案”菜单中查看到本省的所有

草稿和已提交状态的部级备案产品的详细信息，仅可查看。

5.2 已注销部级备案

省级管理用户在“产品备案——已注销部级备案”菜单中查看到本省

的所有已注销状态的部级备案产品的详细信息，仅可查看。



5.3 省级备案

省级管理用户在“产品备案——省级备案”菜单中查看到本省的所有

草稿和已提交状态的省级备案产品的详细信息，仅可查看。

5.4 已注销省级备案

省级管理用户在“产品备案——已注销省级备案”菜单中查看到本省

的所有已注销状态的省级备案产品的详细信息，仅可查看。



5.5 境外备案

省级管理用户在“产品备案——境外备案”菜单中查看到本省用户作

为代理机构进行境外备案的所有草稿和已提交状态的境外备案产品

的详细信息，仅可查看。

5.6 已注销境外备案

省级管理用户在“产品备案——已注销境外备案”菜单中查看到本省

用户作为代理机构进行境外备案的所有已注销状态的境外备案产品

的详细信息，仅可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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