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主城区房地产开发企业电子签约 
入网申办指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及《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

要求，需由依法设立的电子认证服务提供者提供认证服务。使用电子

签约前，各房企必须完成 CA 证书认证、电子签章的申办和信息交互

终端机的增设。为更好的协助各房企办理，请按照以下方式开展：  

一、集中受理时间  

自 7 月 28 日至 8 月 12 日（含 12 日当天），每周一至五的 9 时

至 12 时，14 时至 17 时，工作人员将在现场审核材料。 

二、受理地址及咨询方式  

资料提交地址：韶关市行政服务中心 2 楼 80 号窗，（市行政服

务中心地址：韶关市武江区西联镇芙蓉园 24 栋）；  

咨询方式：如需咨询，请致电联系韶关市房产交易中心，联系电

话：8703812。  

三、入网申请材料  

（一）申办 CA 数字安全网关认证材料：  

1、加盖企业印章的《数字安全网关认证终端设备申请表》一式

两份。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复印件、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机构员工的身份证复印件。以上资料均为一式

两份,并加盖企业印章。（注：三证合一的企业不用提交组织机构代

码证复印件）。 

（二）企业申办电子印章材料： 

1、加盖企业印章的《电子印章采集表》一式一份； 

2、加盖企业印章的《电子印章申请表》一式一份； 



（三）信息交互终端机  

电子签章设备采用型号为 MJH-80 的捷宇信息交互终端。企业须

填报《信息交互终端机订购单》，方可实现电子签约。  

四、入网申请资费说明  

（一）CA 数字认证及印章采集认证资费说明： 

首次认证费用合计共需 2000 元。其中内含：机构印章费 400 元/ 

年；法人印章费用 400 元/年；机构证书费用 600 元/年；业务证书费

用 200 元/年；证书工本费共用 400 元（含：机构证书及业务证书各

一个）。 

上述机构证书及业务证书，企业可根据情况增设购置。期满后，

每年需缴纳机构印章、法人印章、机构证书、及业务证书的费用。证

书工本费不再另外收取（如有遗失或增补办理除外）。  

（二）信息交互终端机资费说明：  

捷宇信息交互终端机 MJH-80：5980 元/台。 

上述所涉及的费用，请各开发企业提交申请材料并审核通过后，

按照以下方式缴纳。我局不收取任何费用，发票也将直接寄送至企业。  

公司名称：房易安互联网信息服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 户 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叶路支行 

账    号：7367 7117 9445  

五、后续新增入网的办理方式 

后续新增办理入网的房企，应在办理楼盘表建立业务时，按照上

述指引方式向市房产交易中心申办。 

 

 

 

 



 

数字安全网关认证终端设备申请表 

I. 申请业务类型 

证书类型：□机构证书        □机构员工证书        

业务类型：□新申请，年限        年 （填大写数字）  年限自行选择，最少 1 年，最多 3 年 

II. 申请单位基本资料 

机构名称:  

机构类型: □企业（统一信用代码                         ） 联系电话：  

 □事业 （单位法人登记证号                      ） 传真号码：  

 □国家机关 （有效证件号                        ） 电子邮箱：  

 □其他：   

法定住所:  

注：1、当选择办理员工数字证书业务时，请在附页VII中填写员工的相关申请资料。并将本页连同附页骑缝盖章。 

2、当以部门的名义申请机构证书时，请在此填写部门名称：                                                

III. 经办人资料 

姓    名：                          手机：                        电子邮件：                           

身份证号：                   

IV. 申请单位声明 

本单位在此郑重声明：本单位授权上述经办人代办本单位数字证书申请，本单位保证所填写的内容和提交的证明材料

真实、完整。本单位已认真阅读并同意接受《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电子认证服务协议》的各项内容，如有违反愿

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经办人签署：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V. 用户须知 

1、 本申请表一式二份。以上所有项目均必须填写。 

2、 所有单位须交验如下资料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机构员工的身份证复印件两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3、 在发现申请单位违反上述签署的声明中的相关规定时，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有权拒绝提供服务，或者注销

已签发的证书，但无须退还已收取的各项费用，并保留追究申请单位相关责任的权利。 

VI. 受理审核（以下由证书受理员填写） 

受 理 员 ：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时  

备     注：                                                                                                      

复查员签字：                                

 

 

 

                                                     业务受理点（盖章）：                        



VII. 附页：员工证书申请资料 

姓名 

业务类型 

（新申请、更

新、变更、注销、

补办、解锁） 

有效证件 

名称 
证件号码 电子邮件 联系电话 备注 

              

              

              

              

              

              

              

              

              

              

       

       

       

说明：1、业务类型包括：新申请、更新、变更、注销、补办、解锁、密钥恢复； 

2、申请员工证书须提交员工身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如有更多的员工证书申请，请复制本表； 

3、办理证书更新业务时，证书的任何信息必须为原来的信息，不能变更，否则请选择新申请或变更； 

单位声明： 

 

本单位同意为上表      位员工申请员工证书，并保证本申请表所填写的资料真实、完整。 

 

经办人签署：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电子认证服务协议 

为了保障数字证书申请人的合法权利，维护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网证通”）的

合法经营权益，双方本着平等、自愿的原则，达成本协议，双方共同遵守执行。本协议内容依赖于《电子

签名法》、《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和《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如有冲突，以《电子签名法》、

《电子认证服务管理办法》和《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为准。《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发布地址

为 http://www.cnca.net/cs/knowledge/whitepaper/CPS/。 

一、证书订户的权利与责任 

1、证书订户必须按照网证通的有关规定办理申请手续。证书订户必须对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

法性负责。 

2、证书订户应当妥善保管网证通所签发的数字证书和私钥及保护密码，不得泄漏或交付他人。如因故意、

过失导致他人知道或遭盗用、冒用、伪造或者篡改的风险、损失及一切法律责任由证书订户自行承担。 

3、如遇证书遗失或被窃，证书订户应立即到网证通或其受理点办理挂失/注销。注销手续遵循网证通的规

定。网证通在收到书面注销申请后 24 小时内注销证书订户数字证书。在数字证书注销之前所有使用数字证

书造成的责任由证书订户承担。 

4、若证书主体（个人证书所有人的身份信息、机构证书的机构名称及证件、设备证书的设备名称及设备所

属机构）信息变更，应立即按照网证通的证书流程，申请变更。因证书订户信息发生变化且未及时通知网

证通变更证书信息而造成的不良后果由证书订户自行承担。 

5、证书订户独立享有数字证书的使用权。因使用数字证书而产生的义务、责任由证书订户自行承担。 

6、证书应由订户本人或其授权代理人、机构授权经办人亲自领取。如其要求采用邮寄的方式领取，在邮件

接收后（以邮件签收时间为准），则表示证书已正常接受。 

二、网证通的权利与责任 

1、网证通及其受理点在进行证书业务受理时，将充分遵守《网证通电子认证业务规则》操作流程。 

2、网证通不介入证书依赖方之间的使用纠纷。但应双方或一方的要求可提供调查及取证的支持。 

3、对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网证通有权主动注销所签发的数字证书而不承担任何责任： 

（1） 与证书中的公钥相对应的私钥被泄密； 

（2） 由于证书不再需要用于原来的用途而要求终止； 

（3） 证书的服务费未按约定收到； 

（4） 证书申请人提供的申请资料或信息不真实、不完整或不准确的； 

（5） 数字证书已被盗用、冒用、伪造或篡改； 

（6） 其他网证通认为可能对依赖方造成损害的情况。 

4、由于网证通的工作失误，造成身份认证差错，给证书申请人造成损失的，网证通按照《网证通电子认证

业务规则》中的约定负责赔偿责任。 

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免除网证通的责任： 

（1） 证书申请人提供不真实、不完整或不准确的申请资料或信息的； 

（2） 证书申请人故意，或过失致使数字证书密钥泄密或被盗用、冒用、伪造的； 

（3） 因证书申请人使用带有电脑病毒的终端设备而造成损失的； 

（4） 因意外事件或不可抗力事件造成的操作延迟、暂停或终止服务。本项所指不可抗力事件是指不能

预见、不能避免、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社会异常事件、政府行为、关

联单位如电力、通讯部门服务中断等； 

（5） 网证通已谨慎遵循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数字证书认证业务规则而仍有损失产生的。 

6、随技术的进步和升级换代，网证通有权要求证书申请人及时更新数字证书。证书申请人在收到网证通发

出的更新通知时，应在规定的期限内到网证通更新证书，若逾期证书申请人没有更新证书，所引起的后果

由证书申请人自行承担。 

7、在未获得用户同意前，网证通保证不将证书申请资料用于证书业务外的其它任何用途，并对证书信息外

的其它信息进行保密。 

8、网证通服务支持以网证通网站（www.netca.net）公布的信息为准。 

三、 协议的生效与终止 

1、本协议双方盖章（签字），或证书申请人在数字证书申请表中声明同意接受本协议的，则视为协议达成

即时生效。 

2、本协议有效期与依赖于本申请表所申请的数字证书有效期一致。 



 

 

 

 

四、 争议解决 

双方对本协议之规定发生争议时，应首先本着友好协商的原则解决。若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可提

请广州仲裁委员会按照该会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五、 附则 

1、各类证书的申请表等是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2、证书申请人在递交数字证书申请表之前，须首先阅读本协议条款。 

 

证书订户：                                             证书业务受理点： 

（盖章）                                              （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电子印章采集表 

 

注意：带*号为必填 

申请填写信息 

*单位名称：  

*公章管理员：  *联系电话：  

*公章管理员电子邮箱：  

*印章采集（油印适中，每枚印章采集三个样本）印章请盖清晰一点 

 

 

受理人：  日期：  



 

 

 

 

必须填上企业 CA 证书现在有效期：     年      月      日  

电子印章申请表 

VIII. 申请业务类型 

印章类型：□公章   □业务章   □合同章  □法人章  □代理人章 □个人私章  □个人手写签字  

年限：□新申请，年限        年 （填大写数字）  注意：申请年限日期必须与现有企业 CA 证书日

期需要一致。 

IX. 申请单位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机构类型: □企业（营业执照注册号                         ） 联系电话：  

 □事业 （单位法人登记证号                      ） 传真号码：  

 □国家机关 （有效证件号                        ） 电子邮箱：  

 □其他：   

法定住所:  

X. 经办人资料 

姓    名：                          手机：                        电子邮件：                           

身份证号：                   

XI. 申请单位声明 

本单位在此郑重声明：本单位授权上述经办人代办本单位电子印章申请，本单位保证所填写的内容

和提交的证明材料真实、完整。本单位已认真阅读并同意接受《广州佳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各项内

容，如有违反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 

经办人签署：             申请单位盖章：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XII. 用户须知 

4、 本申请表一式壹份。以上所有项目均必须填写。 

5、 所有单位须交验如下资料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壹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壹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电子印章采集表，一式壹份； 

 银行汇款凭证，一式壹份。 

6、 在发现申请单位违反上述签署的声明中的相关规定时，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有限公司有权拒绝提

供服务，或者注销已签发的证书，但无须退还已收取的各项费用，并保留追究申请单位相关责任

的权利。 

XIII. 受理审核（以下由证书受理员填写） 

受 理 员 ：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时  

备     注：                                                                                                      



 

 

 

 

信息交互终端订购单 
 

我公司自愿购买信息交互终端 MJH-80 (  )( 台)  ，来

协助网上商品房签约的工作。 

公司名称：                        （盖章） 

发票抬头：                                 

税号：                                 

收货地址：                                 

联系人：                                   

电话：                                     

联系人：  林嘉伟       联系电话：020-89999059-201 

 

收款单位：房易安互联网信息服务（广州）有限公司 

开户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海业路支行 

账号：7367  7117  9445 

订单说明：1.公司账户、个人账户汇款均可，个人账号

汇款的，须备注公司全称，如无备注则不予开具发票；2.本

订单不接收支付宝、微信等转账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