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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口岸 eEIR 服务平台 

公司管理员操作手册 

（试行） 

1. 引言 

本文档为阐述上海口岸 eEIR 平台的公司管理员操作说明手册。主要目的在于全面

说明公司管理员在 eEIR 服务平台所运用到系统构架的基本功能和操作流程，为程序的

正确使用提供基础。 

 

2. 平台操作系统 

通过构建 eEIR 系统，帮助公司管理员对挂靠在公司的用户进行区别授权管理，针

对不同用户进行不同的权限设置。 

2.1基本操作流程 

进入 EIR平台，登录账号成功后，点击右上角用户名，进入管理员界面。管理员可

分别从基本信息、我的公司、公司管理、我的信息四个方面分别进行信息管理。 

 

 

2.1.1业务说明 

A. 进入官网注册管理员账号，等待平台管理员审核通过。 

B. 账号注册成功后如需更改账户密码，可登陆网站账号选择修改密码。 

C. 根据注册时选填的资料，如需完善可在我的资料和公司资料中进行选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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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公司管理员有权限对待挂靠的用户接收或拒绝。 

E. 管理员可根据公司需要划分多个组别，针对不同组别进行分组授权。 

F. 每位用户也将被管理员划分至不同组别，享有不同权限。 

G. 公司管理员如与公司解除关系，请联系平台管理员进行管理员变更。 

 

2.1.2通用查询说明 

如需查询 EIR 作业情况，进入平台网站，右上角输入详细 EIR 编号/箱号/提单号，

点击搜索进行查询。或点开下方【展开筛选】，筛选条件，进行查询。 

 

如需查询同一船名航次下的信息可点击【高级】，在下拉框中填入需要查询的信息，

确认后点击【查询】，系统将自动检索出该条件下的所有信息。 

 

如需查询更多历史信息，可点击左上角【当天 EIR】下拉框，进行查询历史时间筛

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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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EIR 显示日期时间为 EIR 导入或录入时间。 

 

 

2.2注册与登录 

2.2.1用户注册 

输入网址进入 EIR 平台，点击右上角【注册】按钮进行用户注册申请。或点击右上

角登录并且根据自己信息填写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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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注册成功并提交材料后，等待平台管理员审核，审核通过后成为公司管理员。 

 

 

 

2.2.1用户登录 

进入 EIR 平台首页，点击右上角【登录】按钮进行用户登录。 

 

已注册成功的用户可直接使用【用户名登录】的方式进行账号登录。或选择右侧【手

机动态码登录】的方式通过系统发送验证码进行手机账号快速登录。 

在登录界面中，也可通过下方【还没账号？立即注册】直接跳转到注册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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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成功后，点击右上角的用户名，可以进入个人中心管理界面。 

 

2.3 基本信息 

2.3.1 我的资料 

进入管理界面，点击左方【基本信息】-【我的资料】，可看到管理员账号下注册时

所填写所有信息。也可点击下方安全设置旁的【修改密码】按钮，对登录密码进行修改。

（详情请见 2.3.3 密码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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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我的详情 

如需完善个人完整信息，可点击左方【基本信息】-【我的详情】，填写所有详细信

息点击【提交】按钮，完成详情录入。 

 

2.3.3 密码修改 

修改登录密码需点击左方【基本信息】-【密码修改】，或从【我的资料】安全设置

旁的【修改密码】跳转到该界面，确认管理员手机账号，点击发送短信验证码。输入收

到的验证码，需要更换的新密码，并确认密码无误，完成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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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 账户注销 

点击左方【基本信息】-【账户注销】，点击发送短信验证码，输入验证码后，点击

【注销】按钮，完成个人用户注销申请。申请需要等公司管理员审批通过后，才可以彻

底完成注销。 

 

 

2.4 我的公司 

2.4.1 公司资料 

点击【我的公司】-【公司资料】，可看到所挂靠的详细公司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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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绑定公司 

点击【我的公司】-【绑定公司】，可看到所绑定的公司。点击公司名，可跳转至【公

司资料】，查看详细公司信息。 

 

 

2.5 公司管理 

2.5.1 公司资料 

针对 2.4.1 公司资料如果有所变更可点击【公司管理】-【公司资料】，进入后点击

右上角【管理公司资料】，编辑完成后，即对公司信息完成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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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挂靠管理 

用户提交完成需要挂靠的公司后，管理员可从【公司管理】-【挂靠管理】-【待挂

靠】中，搜索对应的用户，点击右侧【确认】或【拒绝】按钮，完成挂靠确认。 

 

离职的员工，管理员可从【公司管理】-【挂靠管理】-【已挂靠】中，搜索对应的

用户，点击右测【解除挂靠】按钮，与用户完成解除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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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变更用户状态也可在【公司管理】-【挂靠管理】-【已挂靠】中进行，点击右

侧【类型变更】选择用户需要变动的状态。 

 

2.5.3 权限角色 

在【公司管理】-【权限角色】模块下可对公司权限进行分类设置，点击右侧【新

增】按钮，添加权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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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角色名称下的【授权信息】，可看到该条授权信息下的用户信息。 

 

以上述角色名称“车队”为例，可看到对应权益下的三条授权用户信息。 



上海口岸 eEIR公司管理员操作说明手册（试行） 

 12 

 

2.5.4 账号授权 

根据公司不同用户授予不同权限，可进入【公司管理】-【账号授权】找到需要授

权或授权需要更改的用户，点击右侧【授权】按钮，选择授权员工角色。如：在权限角

色中增加的角色名称“车队”，则在账号授权中可以选到授权员工角色“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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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注销管理 

通过【公司管理】-【注销管理】模块可查询本公司已经申请注销的用户列表，点

击右侧操作下的按钮，进行审批。 

 

 

 

 

2.5.6 消息订阅管理 

通过【公司管理】-【消息订阅管理】模块可设置某几个用户实时接收系统信息，

点击右侧【新增】按钮，选择接收消息类型和接收人后提交订阅信息。 

 

 

 

 

2.6 我的消息 

接收到所有系统提示信息，可从【我的消息】-【未读信息】中查看，针对已经阅

读过的信息可勾选完成后点击【标记已读】按钮。在【已读信息】中查看历史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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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我的文档 

所有在【EIR 清单下载查询】中生成的清单，都可在【我的文档】-【下载清单】中

进行查询、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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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说明 

3.1上海口岸 eEIR 平台拥有本操作手册的最终解释权。 

3.2本操作手册为“试行版”，相关内容会根据用户使用情况适时进行调整。 

3.3 用户在使用上述功能前，需与上海口岸 eEIR 平台签订《电子设备交接单

服务协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