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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使用前准备 

1、一台能上网的电脑 

2、Windows XP 以上操作系统 

3、IE8.0 以上浏览器 

4、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组织机构代码证、营业执照）原件

扫描件 

5、报检注册登记证或报关登记证原件扫描件 

二. 河北省电子口岸单一窗口注册 

新用户初次使用必须要在客户端进行“用户注册”。打开浏览器输

入网址 http://www.hebeieport.gov.cn/ 进入河北电子口岸门户网站。

若企业没有在电子口岸门户注册，请先点击注册按钮进行注册，注册

完成后等待电子口岸审核通过即可正常进入系统，如已注册则可直接

登录。 

2.1. 门户网站 

在河北电子口岸门户网站点击“单一窗口”，如图 1 所示。 

http://www.hebeieport.gov.cn/进入河北电子口岸门户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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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门户网站 

2.2. 单一窗口 

在单一窗口界面，点击“注册”即可进行新用户注册，如图 2 所示。 

 

图 2 单一窗口 

2.3. 用户注册 

仔细阅读【服务条款】并选择注册类型，注册类型分别为：三证

合一企业、企业单位和政府事业单位。阅读免责声明并选择注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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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点击“同意”，如图 3 所示。 

 

图 3 服务条款和注册类型 

 

2.3.1. 三证合一企业注册 

2.3.1.1. 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a） 带*的为必填信息，请在 30 分钟内填完本表。 

b） 附 件 为 相 关 证 件 的 原 件 扫 描 件 ， 格 式 为

jpg/gif/bmp/jpeg/png，单张大小不可超过 10M。 

c） 凡是有“海关企业代码”的企业必须填写该代码，否则会

影响相关功能使用。 

d） 凡是有“国检企业代码”的企业必须填写该代码，否则会

影响相关功能使用。 

2.3.1.2. 基本信息填写 

必填信息为：“企业所在省市区”、“单位地址”、“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单位全称”、“实体类型”（实体类型可选择多个）。丰富选填信

息有助于相关功能使用。基本信息填写如图 4 所示（红色为必填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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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 

 

图 4 基本信息填写 

 

2.3.1.3. 联系方式填写 

按要求填写联系方式，丰富信息有助于相关功能使用。如图 5 所

示。 

 

图 5 联系方式填写 

 

2.3.1.4. 管理员账户信息填写 

管理员账户信息填写界面如图 6 所示，图中红色方框为必填信

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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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管理员账户信息填写 

 

2.3.1.5. 注册资料填写 

三证合一的注册用户需上传“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其他资料为

选择性上传，丰富上传资料有助于相关功能使用，要求原件扫描件，

格式为 jpg/gif/bmp/jpeg/png，单张大小不可超过 10M。具体如下图 7

所示。 

 

图 7 注册资料填写 

 

2.3.1.6. 提交 

完成信息填写并核实无误后点击“提交”，注册审核结果将发送

到注册时所填写的邮箱中。 

2.3.2. 非三证合一注册 

2.3.2.1. 信息填写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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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带*的为必填信息。请在 30 分钟内填完本表。  

b) 附件为相关证件的原件扫描件，格式为 jpg/gif/bmp/jpeg/png，

单张大小不可超过 10M。 

c) 有“海关企业代码”的企业必须填写该代码，否则会影响相关功

能使用。 

d) 有“国检企业代码”的企业必须填写该代码，否则会影响相关功

能使用。 

2.3.2.2. 基本信息填写 

必填信息为：“企业所在省市区”、“单位地址”、“组织机构代码”、

“单位全称”、“实体类型”（实体类型可选择多个）。丰富选填信息有

助于相关功能使用。具体如图 8 所示（红色为必填信息）： 

 

图 8 基本信息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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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 联系方式填写 

按要求填写联系方式，丰富信息有助于相关功能使用。如图 9 所

示。 

 

图 9 联系方式填写 

 

2.3.2.4. 管理员账户信息填写 

管理员账户信息填写界面如图 10 所示，图中红色方框为必填信

息。 

 

图 10 管理员账户信息填写 

 

2.3.2.5. 5）注册资料填写 

非三证合一的注册用户请上传“企业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其他资料为选择性上传，丰富上传资料有助于相关功能使用。

要求原件扫描件，格式为 jpg/gif/bmp/jpeg/png，单张大小不可超过

10M。具体如图 11 所示。 



河北省电子口岸股份发展有限公司  单一窗口注册操作手册 

公开 www.hebeieport.gov.cn 8/9 

 

图 11 注册资料填写 

2.3.2.6. 提交 

完成信息填写并核实无误后点击“提交”，注册审核结果将发送

到注册时所填写的邮箱中。 

2.4. 审核时限 

从注册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审核完成。  

2.5. 用户登录 

用户注册审核成功后，进入【单一窗口】-【用户登录】页面。

输入账号密码进行登录。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用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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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找回密码 

用户忘记登录密码，可按如下步骤进行操作。首先点击【用户登

录】下的“忘记密码”，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忘记密码 

 

在用户找回密码界面输入用户名、验证码，然后点击“确认”。并

登陆邮箱，使用邮箱中的链接地址启用新密码。具体如图 14 所示。 

 

图 14 用户找回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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