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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手册前言

全国中小企业融资综合信用服务平台(简称:全国信易

贷平台)以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为枢纽,广泛归集中小企

业公共信用信息、自主填报信息、相关监管信息和市场信用

信息等,推动“政银、企”信息互通和共享应用,结合大数据、

智能风控等金融科技手段,创新开发以信用为核心的新型金

融服务产品，打造覆盖全国、兼容地方、涵盖多种融资服务

模式的一站式服务平台,推动“信易贷”全国推广。

全国信易贷平台具有以下方面的优势：

1.构建金融服务生态圈。平台涵盖银行（包括全国性银

行、区域性银行、地方城商行和农商行等）、担保、保险、

小额贷款公司、融资租赁公司、保理公司等各种金融机构，

汇聚各类优质社会信用服务示范机构提供丰富多样的信用

服务，搭建便捷高效的金融服务超市，打造“政银企信”多

方共建、互惠多赢的金融服务生态圈，满足各级政府引导金

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需求。

2.打造优良营商环境。通过平台实现可视化、个性化监

测所辖中小微企业发展和融资情况，掌握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第一手资料，提高精准施策效率；依托信用大数据和平

台服务闭环，推动各级政府扶持政策的“线上兑现”，提高

平台服务效率和帮扶政策实效，助力营造良好的创业创新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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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持续推动改善营商环境。

本手册为政府管理端用户手册，主要面向国家级、省级、市

级政府部门管理人员，平台政府管理后台为各级政府用户分配了

相应的管理职能，帮助政府部门监测当地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开

展情况，为后续精准施策提供有效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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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操作说明

2.1 使用对象说明

本手册为政府管理端用户手册，主要面向国家级、省级、市级政

府部门管理人员，平台政府管理后台为各级政府用户分配了相应的管

理职能，帮助政府部门监测当地的中小企业融资业务开展情况，为后

续精准施策提供有效支撑。

2.2 入口

入口 1：在浏览器输入全国中小企业融资信用综合服务平台网址

（https://www.celoan.cn/），并在右侧找到<管理入口>，点击<政府用

户>进入登录页面。

入口 2：直接在浏览器输入（https://gov.celoan.cn）进入登录页面。

2.3 登录

目前有短信验证码登录和密码登录两种登录方式。

https://www.celoa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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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验证码登录：输入手机号，输入验证码点击登录。

密码登录：输入手机号、密码，点击登录。

2.4 角色说明

政府用户共有三种角色，国家级、省级、市级。政府管理端主要

包括数据中心、区域数据统计、机构数据统计、机构管理、市级账号

管理、融资动态、账号管理八大功能模块。

注：国家级政府用户可看全国在平台上的融资业务数据,省级政府用户

可查看本省在平台上的融资业务数据，市级政府可查看本市融资业务

数据。

角色 权限

国家级 数据中心、区域数据统计、机构数据统计、融资动态、

账号管理

省级 数据中心、区域数据统计、机构数据统计、市级账号管

理、融资动态、账号管理

市级 数据中心、区域数据统计、机构数据统计、机构管理、

融资动态、账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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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数据中心

点击左侧菜单<数据中心>，包括数据中心、融资分布、中小微企

业融资情况、放款成功率、融资排行、最新融资动态等信息。

2.5.1 数据中心

显示融资需求笔数、需求金额、放款笔数、放款金额、正在对接

数、意向金额、注册企业数、金融产品种类、涉及行业数、金融机构

数、放款成功率、坏账笔数、坏账率等数据。

2.5.2 融资分布情况

显示区域融资情况热力图。

2.5.3 中小微企业融资情况

显示各年度融资需求金额和放款金额，形成趋势图并支持按年份

筛选。

Juan
图片需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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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放款成功率

放款成功率=企业成功放款订单数/企业与金融机构对接订单数。

2.5.5 融资排行

统计各地区放款金额排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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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 最新融资动态

中小微企业最新融资动态。注：国家级账号登录，工作台暂不支

持查看最新融资动态，可以在 3.6融资动态中查看。



政府用户操作手册

二-8

2.6 区域数据统计

点击左侧菜单<区域数据统计>，显示各区域融资情况，包括数据

中心、数据概览、融资排行、企业机构排行、区域分布、行业分布。

2.6.1 数据中心

统计企业融资需求数、需求金额、正在对接数、意向金额、放款

笔数、放款金额、注册企业数、金融产品数、涉及行业数、金融机构

数、放款成功率、坏账笔数、坏账率等数据。

2.6.2 数据概览

统计企业融资需求金额、需求金额数、正在对接数、意向金额、

放款笔数、放款金额、各省市开通情况，查看详情。

Juan
图片需更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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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报表导出

点击报表导出，可以将统计数据按照 excel格式导出。

2.6.4 融资排行

显示各区域融资需求金额、需求金额数、正在对接数、意向金额、

放款笔数、放款金额排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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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企业机构排行

统计企业注册数、入驻金融机构数、金融产品数排行情况。

2.6.6 区域分布

显示区域融资情况热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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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 行业分布

显示各行业融资需求金额情况饼图及各行业成功放款金额情况，

根据国民经济行业 20 个门类对融资的行业进行统计。

2.7 机构数据统计

点击左侧菜单<机构数据统计>，显示各金融机构的融资受理情况

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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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数据概览

显示各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数、累计受理数、累计受理金额、放

款金额、放款笔数、正在受理量、受理金额。

（2）数据排行

统计金融机构的金融产品数、累计受理笔数、累计受理金额、放

款笔数、放款金额、正在受理笔数、正在受理金额排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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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类型统计

统计各类型金融机构累计受理金额、放款金额、各类型机构数量、

产品数量排行情况，柱状图展示放款金额，饼图展示各类机构数。

2.8 融资动态

点击左侧菜单<融资动态>，显示近 15 天的融资情况、动态、机构

企业入驻情况、全部融资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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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账号管理

2.9.1 账号列表

点击左侧菜单<数据中心>，显示 ID、用户名、真实姓名、单位、

省份、城市、角色、启用状态、审核状态、相关操作（查询、添加账

号、批量删除、编辑、删除）。

2.9.2 添加账号

点击<添加账号>上传授权书、填写“手机号码”、“手机验证码”、

“真实姓名”、“单位”、“部门”、“职位”、“备注”信息，状

态设置为启用。注：带*的为必填项，注：添加账号目前需要授权书，

并进行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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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 状态设置

选择要编辑的账号，设置“启用”、“禁用”状态，被禁用的账

号无法进行登录。

2.9.4 编辑账号

选择要编辑的账号，可修改密码、姓名、性别、单位、部门、职

位、备注、设置状态，注：手机号码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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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5 查询

支持按“姓名”进行模糊查询。

2.10 市级账号管理（省级权限）

省级政府用户可对入驻的市级账号进行管理，包括添加、删除、

编辑、审核等操作。

2.10.1 添加市级账号

点击<添加市级账号>输入市级对接人的手机号、密码、真实姓名、

性别、所属区域、单位、部门、职务、备注等信息，状态设置为开启，

其中带*的为必填项。

注：添加成功后，账号首次登录可用手机验证码进行登录政府端，

登录后需自行设置密码。若添加账号时已设置密码，需将初始密码告

知市级政府用户，市级政府用户首次登录可用账号密码登录和手机验

证码登录，登录后自行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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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市级账号审核

市级用户在市级系统里面添加新用户，提交后可由省级政府端审核，

审核通过后，可进行登录。

2.11 机构管理（市级权限）

市级政府用户可对金融机构进行管理，包括添加入驻机构、编辑

机构信息、对金融机构专管员管理等操作。注：金融机构专管员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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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机构服务业务的人员。

2.11.1 金融机构列表

列表包括 ID、机构名称、机构类型、所属省份、所属城市、机构

层级、排序状态、相关操作。

2.11.2 添加金融机构

点击<添加金融机构>，选择“机构类型”，输入“机构全称”、

“机构简称”、“机构 logo”、“所在区域”、“地址”、“排序”、

“简介”、状态设置为开启，点击<立即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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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3 编辑金融机构

选择机构，点击<编辑机构>按钮，可对机构的基本信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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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 金融机构专管员管理

选择金融机构，点击<专管员>按钮，可以查看该机构全部专管员

信息，专管员列表显示 ID、头像、真实姓名、手机号、性别、状态、相关

操作（查询、添加专管员、状态设置、编辑、删除）。

（1）专管员编辑：可对专管员信息进行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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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管员删除：选择要删除的专管员，点击<删除>，删除成功后机

构专管员无法登录。

（3）新增专管员：点击<添加专管员>，输入“专管员手机”、“专管

员姓名”、选择“性别”、输入“部门”、“职位”、设置状态为“开启”点

击<立即提交>则专管员添加成功，添加成功后金融机构专管员即可以用手

机验证码进行登录机构端，开展业务，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

（4）专管员查询：支持“手机号”“姓名”进行模糊查询。

2.11.5 查询金融机构

支持“机构名称”进行模糊查询。

2.11.6 删除金融机构

可选择要删除的金融机构，点击<删除>按钮，即可删除成功，若

名下有专管员需先删除专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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