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系统介绍 

“湖北文化产业网和文化产业项目库”由“一网三库两平台”

组成，即湖北文化产业网、项目库、企业库、园区库、专项资金

申报平台、文化瞪羚企业融资并购服务平台（以下简称“文瞪

板”），面向宣传管理部门、文化旅游管理部门、文化企事业单

位、投资机构等用户，提供产业动态展示、文化企事业单位入库

和统计、项目入库和统计、项目进展跟踪和督办、专项资金申报

和审批、产业园区入库和统计、在线投资和互动、文化瞪羚企业

融资并购服务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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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非一级集团用户操作指南 

（一）注册及登录 

用户在确保使用计算机接入互联网状态下，在浏览器（IE9及以

上版本）地址栏输入 www.hbwhcyw.com（仅用于测试或训练操作的

模拟网址为mn.hbwhcyw.com）进入“湖北文化产业网”首页。 

1.注册 

 

第一步：点击“注册”，如下图： 

第二步：进入“注册须知”页面，阅读注册协议后，如同意

协议内容，则勾选“我已阅读并同意以上注册协议”，点击“下

一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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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进入“填写账号密码”页面，填写用户名和密码，

点击“下一步”。 

 

第四步：进入填写注册信息页面，填写注册信息。 

 

在选择单位性质、单位分类、归属集团（或审核部门）时，

按以下流程操作： 

单位性质栏选“国有（控股）企业”，单位分类栏选“属一

级集团管理的二级（含）以下企业”，归属集团栏选一级集团直

接管理部门（或所在地）和一级集团名称。 

 

单位性质栏选“集体企业” “外资企业”或“民营（控股）

企业”，单位分类栏选“非集团、或非集团管理的其他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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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部门栏选其注册所在地宣传部门名称。 

 
单位性质栏选“集体企业” “外资企业”或“民营（控股）

企业”，单位分类栏选“属一级集团管理的二级（含）以下企业”，

归属集团栏选一级集团注册所在地和一级集团名称。 

注：注册信息一旦审核通过，将不能修改“单位性质”“单

位分类”“审核部门”。 

填写其他信息，点击“下一步”，提交注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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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信息提交成功后，系统会出现以下提示： 

 
注册申请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2.登录 

点击首页“登录”，进入登录页面。 

 

系统支持用户名+密码、手机号+密码以及手机号+动态验证

码三种方式登录。 

（二）找回密码 

如用户忘记密码，则点击用户登录页面中的 “忘记密码”

按钮，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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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找回密码”页面，输入“手机号”“图形验证码”“短

信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弹出如下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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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定”，进入重新设置新密码页面，输入“新密码”

“确认新密码”，点击“下一步”，如下图: 

 

弹出如下提示，点击“确定”，即完成密码找回操作。 

 

（三）维护单位信息 
用户登录系统后，点击首页“用户中心”，进入用户中心页面。 
如用户注册信息经主管部门（单位）审核通过，“用户中心”

页面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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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用户注册信息经主管部门（单位）审核不通过或为等待审

核状态时，“用户中心”页面如下图： 

 

点击“我的账号”菜单下“资料修改”按钮，进入“资料修

改”页面。 

 

点击“修改”按钮，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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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弹出提示框，如下图： 

 

选择“送审”，弹出如下提示框，确定后即完成企事业单位

信息修改和送审操作，待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

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选择“取消”，则完成企事业单位信息修改操作，如下图： 

 
单位如需送审，可进入“资料修改页面”，点击“送审”按钮。 

 

弹出如下提示，确定后即完成企事业单位信息送审操作，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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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注：（1）“注册类型”“单位名称”“归属审核部门”“归

属集团”信息均不能修改。 

（2）用户注册或修改信息，等待主管部门（单位）审核期

间，不能进行项目申报、产业园区申报等操作。 
（四）录入和修改年度财务报表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年度财务报表发布”，进入“年度

财务报表发布”页面，点击“填写年报”按钮，录入信息。 

 

点击“保存”，则录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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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修改年度财务报表，则点击“修改”，修改信息，点击

“保存”，则修改成功。 

 

注：（1）每年 6 月 30 日前须填报上年度财务报表，逾期未

填报，企业状态显示为“异常”。 

（2）填报和修改年度财务报表不需要审核，也不会对外公

布。 

（3）申请文瞪板上板的企业必须填写现金流量表。 

（五）项目申报和管理 

1.申报项目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项目入库和修改”

按钮，进入“项目入库和修改”页面，点击“项目入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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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项目信息，如下图： 
 

 
点击“保存”,弹出提示框，如下图： 

 

选择“送审”，弹出如下提示，确定后即完成项目信息录入

和送审操作，待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

联系人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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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取消”，则完成项目信息录入操作，如下图： 

 

项目如需送审,可进入“项目录入和修改”页面，点击“送

审”按钮,如下图: 

 

弹出如下提示，确定后即完成项目信息送审操作，待主管部

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2.查看项目审核状态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项目入库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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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钮，进入“项目入库和修改”页面，点击 图标，勾选“项

目审核状态”，查看项目审核状态。 

 
3.发布和修改项目融资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融资信息发布和

修改”按钮，进入“融资信息发布和修改”页面，点击“融资信

息录入”，录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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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则发布成功。 

 

如需修改项目融资信息，点击“修改”，修改信息后，点击

“保存”，则修改成功。 

 

4.发布和修改已签约项目招商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已签约招商信息

发布和修改”按钮，进入“已签约招商信息发布和修改”页面，

点击“招商信息录入”，录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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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则发布成功。 

 

如需修改已签约项目招商信息，点击“修改”，修改信息后，

点击“保存”，则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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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维护入库项目 
（1）修改入库项目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 “项目入库和修改”

按钮，进入“项目入库和修改”页面，点击“修改”，如下图： 

 

修改项目信息，如下图： 

 
点击“保存”，弹出提示框，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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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送审”，弹出如下提示框，确定后即完成项目信息修

改和送审操作，待主管部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

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选择“取消”，则完成项目信息修改操作，如下图： 

 
项目如需送审,可进入“项目录入和修改”页面，点击“送

审”按钮。 

 

弹出如下提示，确定后即完成项目信息送审操作，待主管部

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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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更新项目进展信息 

①录入项目进展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 “项目进展更新”

按钮，进入“项目进展更新”页面，点击“录入进展”，录入信

息。 

 

点击保存，则录入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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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三个月须更新已入库项目的进展情况，逾期未更新，

项目状态显示为“异常”。 

②修改项目进展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项目库”菜单下 “项目进展更新”

按钮，进入“项目进展更新”页面，点击“修改”按钮，修改信

息，点击保存，则修改成功。 

 
（六）产业园区信息入库和管理 

1.申请园区信息入库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园区库”菜单下“园区入库和修改”

按钮，进入“园区入库和修改”页面，点击“园区入库”，录入

信息。 

 

点击“送审”，则完成录入和送审，待主管部门（单位）审

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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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查看园区入库审核状态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园区库”菜单下“园区入库和修改”

按钮，进入“园区入库和修改”页面，查看园区入库审核状态。 

 

3.维护园区入库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园区库”菜单下 “园区入库和修

改”按钮，进入“园区入库和修改”页面，点击“修改”，修改

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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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送审”，即完成园区入库信息修改和送审，待主管部

门（单位）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4.录入和修改园区调查表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园区库”菜单下“园区调查表录入”

按钮，进入“园区调查表录入”页面，点击“调查表录入”，录

入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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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则录入成功。 

 

如需修改园区调查表信息，点击“修改”，修改信息后，点

击“保存”按钮，则修改成功。 

 
（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和管理 

1.申报专项资金项目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专项资金申报”，进入“专项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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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页面，点击“申报”，录入信息。 

 

点击“保存”，完成录入。 

 

点击“送审”按钮，如下图： 

 

— 24 — 



弹出如下提示,确认后即完成送审操作。待审批部门审批后，

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批结果。 

 

注： 

①省直属单位申报的项目由省委宣传部审批；其他单位申报

的项目先由市（州）宣传部审批通过后，报省委宣传部审批。 

②项目必须在系统设定的申报时间范围内申报。 

③未及时列入项目库或未按时更新进展的项目不能申报专

项资金。 

2.查看专项资金项目审批状态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专项资金申报”，进入“专项资金

申报”页面，查看项目申报审批状态。 

 
3.修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专项资金申报”，进入“专项资金

申报”页面，点击“修改”，修改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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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即完成修改。 

 
点击“送审”，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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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出如下提示,确认后即完成送审操作。待审批部门审批后，

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批结果。 

 
（八）文瞪板上板申请和需求信息管理 
1.申请上板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文瞪板”菜单下“上板申请”按钮，

进入“上板申请”页面，点击“申请上板”，确认提交，即完成

操作，待审核后，系统会短信通知单位联系人审核结果。 

 

2.查看上板审核状态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文瞪板”菜单下“上板申请”按钮，

进入“上板申请”页面，查看审核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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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发布和修改融资等需求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文瞪板”菜单下“需求发布/修改”

按钮，进入“需求发布/修改”页面，点击“需求发布”，进行

发布操作。 

 

点击“保存”，则发布成功。 

 

注：用户上板申请审核通过后，才能发布融资等需求信息。 

如需修改融资等需求信息，点击“修改”，修改信息后，点

击“保存”，则修改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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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查看/完结融资等需求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文瞪板”菜单下“需求发布/修改”

按钮，进入“需求发布/修改”页面，点击“查看/完结”按钮，

查看融资等需求信息。 

 

点击“完结”，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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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已融资金额，点击“确定”，则需求完结。 

 
5.查看文瞪板信息评级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文瞪板”菜单下“需求发布/修改”

按钮，进入“需求发布/修改”页面，点击 图标，勾选文瞪

板信息评级，即可在需求列表“文瞪板信息评级”栏中查看该企

业信息评级状况。 

 
注：“文瞪板”企业信息评级标准如下 

“文瞪板”上板企业信息披露评级划分为：AAA、AA、A、

B 四级。 

AAA 级：上板期间，企业能按时披露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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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财务年度报表，并向“文瞪板”提供审计报告原件；发布融

资需求的，及时披露融资状况。 

AA 级：上板期间，企业能按时披露财务年度报表;发布融资

需求的，及时披露融资状况。 

A 级: 上板期间，企业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  

①企业在 “文瞪板”未按时披露财务年度报表； 

②发布融资需求的，未按时披露融资状况。 

B 级：上板期间，企业出现以下两种情况： 

①企业在 “文瞪板”未按时披露财务年度报表； 

②发布融资需求的，未按时披露融资状况。 

企业信息评级调整规则如下： 

①企业上板后，初始定级为 AA 级。企业每年能在 6 月 30

日前向交“文瞪板”提供上一年度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的财务

报表，且该报表与其在 “文瞪板”披露的财务报表数据一致的，

其信息评级上调至 AAA 级。 

②每年 6 月 30 日前，企业未按时在 “文瞪板”披露上一年

度财务报表信息，其信息评级降至 A 级。 

③企业在“文瞪板”发布融资需求的，在融资需求截止日前，

未披露融资状况的，其信息评级下降一级。 

④企业因未按期披露财务报表降级的，若全部补充披露了年

度财务报表，其信息评级向上升一级。 

⑤企业因未按期披露融资状况降级的，若补充披露了融资状

况，其信息评级向上升一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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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投资机构留言管理 

1.回复投资机构咨询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投资机构留言”，进入“投资机构

留言”页面，点击“回复”，回复信息。 

 

点击“保存”，则回复成功。 

 

2.修改回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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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投资机构留言”，进入“投资机构

留言”页面，点击“修改”，修改回复信息后，点击“保存”，

则修改成功。 

 
（十）资讯信息管理 

1.发布新品推荐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资讯管理”菜单下“新品推荐发布”

按钮，进入“新品推荐发布”页面，点击“新建”，录入新品信

息。 

 

 

填写标题和内容，插入图片，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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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插入的一张图片后，点击“识别图片”按钮，则该图片

将作为本篇文章的封面图片，点击“保存”，则填报完成，经审

核通过后，对外发布。 

 

 

 

点击“清空”按钮，则填入的内容全部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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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新品推荐栏目主要发布企事业单位创新推出的优秀出

版物、影视、演艺、戏曲、动漫、音乐、书画等。 

2.发布视频推送信息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资讯管理”菜单下“视频推送发布”

按钮，进入“视频推送发布”页面，点击“新建”，如下图： 

 

填写标题和视频内容，点击“保存”，则填报完成，经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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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后，对外发布。 

 

点击“清空”按钮，则填入的内容全部清除。 

 

注：填报信息的格式要求如下： 

（1）文章题目自动默认格式 

（2）上传图片文件不得大于 2M，图片宽：600 像素 

（3）上传视频文件不得大于 100M 

（4）文章内容格式要求： 

①字体：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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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字号：14 号 

③间距：1.75 

④颜色：黑色 

⑤首行缩进 

（十一）修改联系人手机号和登录密码 

1.修改联系人手机号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我的账号”菜单下“修改手机号”

按钮，进入“修改手机号”页面，填写登录密码、新手机号、图

形验证码、手机验证码，点击“确认修改”，即完成修改联系人

手机号操作。 

 
2.修改登录密码 

在用户中心页面，点击“我的账号”菜单下“修改密码”按

钮，进入“修改密码”页面，填写原密码、新密码、确认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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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确认修改”，即完成修改密码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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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机构用户操作指南 

三、服务电话 

在“湖北文化产业网”运行期间，如果您在使用过程中遇到

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联系方式如下： 

业务咨询电话：027-88712823、88712833 

技术支持电话：027-88712337 

QQ 交流群号：664748492 

QQ 交流群二维码： 

 

 

 

 

 

 

 

微信交流群二维码： 

 
 
 

 

— 39 — 


	一、系统介绍
	二、非一级集团用户操作指南
	（一）注册及登录
	1.注册
	2.登录

	（二）找回密码
	（三）维护单位信息
	（四）录入和修改年度财务报表信息
	（五）项目申报和管理
	1.申报项目
	2.查看项目审核状态
	3.发布和修改项目融资信息
	4.发布和修改已签约项目招商信息
	5.维护入库项目
	（1）修改入库项目信息
	（2）更新项目进展信息
	①录入项目进展信息
	②修改项目进展信息



	（六）产业园区信息入库和管理
	1.申请园区信息入库
	2.查看园区入库审核状态
	3.维护园区入库信息
	4.录入和修改园区调查表

	（七）专项资金项目申报和管理
	1.申报专项资金项目
	2.查看专项资金项目审批状态
	3.修改专项资金项目申报信息

	（八）文瞪板上板申请和需求信息管理
	1.申请上板
	2.查看上板审核状态
	3.发布和修改融资等需求信息
	4.查看/完结融资等需求信息
	5.查看文瞪板信息评级

	（九）投资机构留言管理
	1.回复投资机构咨询
	2.修改回复信息

	（十）资讯信息管理
	1.发布新品推荐信息
	2.发布视频推送信息

	（十一）修改联系人手机号和登录密码
	1.修改联系人手机号
	2.修改登录密码


	三、服务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