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权交易中心—废料交易平台 

移动客户端操作说明书 

 

1 安装要求 

1). 此移动应用程序只支持使用安卓(Android)系统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如果

您使用的是 iPhone 等非安卓系统的手机（或平板电脑），请勿安装此程序。 

2). 此移动应用程序只支持 Android 2.2 及以上的版本，高于 4.3 版本的用户，

如果存在问题可及时与产权交易中心联系，联系电话参考网站首页底部。 

 

2 下载 

2.1 扫描二维码 

1) 通过手机（或平板电脑）拍摄下图的二维码，手机将打开浏览器并转入下载

页面。 

 



2.2 从短信获取下载链接 

1) 通过浏览器打开 http://recycle.szee.com.cn/mobile/download.aspx ，

在其中点击“点此发送短信到您的手机”，系统将发送超链接到您的手机，通

过此链接打开后下载。点此发送短信到您的手机。 

2) 或在电脑上打开浏览器访问 

http://recycle.szee.com.cn/mobile/download.aspx , 下载后，传输到

手机上。 

3 安装 

1) 下载程序至手机 SD 卡目录后打开目录 

 

http://recycle.szee.com.cn/mobile/download.htm
http://recycle.szee.com.cn/mobile/download.htm


2) 点击“BuyerClient.apk”图标进入安装程序，有可能出现“禁止安装”

提示，如下图 

 

3) 点击【设置】进入应用程序将是否允许“未知来源”按扭选中，如下图所

示。 



 

4) 选中【未知来源】按扭后，弹出提示信息，如下图所示； 



 

5) .点击【确认】进入安装页面，如下图所示； 



 

 

 



6) 点击【安装】安装开始，如下图所示 

 



7) 安装完成后提示【打开】或【完成】，如下图所示 

 



8) 点击【打开】进入系统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9) 点击【完成】返回安装目录且在“全部应用”程序里可找到“废料交易”

按扭，如下图所示； 



 
 

 



4 使用说明 

4.1 登录及首页 

 功能描述 

用户注册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登录苏州市海关加工贸易废料交易平台。 

用户名或密码输入错误 5 次将会锁账户 24 小时。 

 

 操作步骤 

1) 在手机应用程序里点击“废料交易”图标按扭如图 4-1-1，进入登录页

面，未登录时可查看已发布的公告。（选中“保存用户名”，“保存密码”

可记住用户名密码，下次启用程序可直接登录）如图 4-1-2。 



 

图 4-1-1 



  



图 4-1-2 

2) 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首页，如图 4-1-3： 



 

图 4-1-3 



注：点击“注册”或“忘记密码”直接跳转到“苏州市海关加工贸易废料交

易平台”外部链接进行注册或修改密码。 

 

4.2 查看项目公告 

 功能描述 

显示已发布的公告，可根据日期查询公告，默认显示当天发布的公告。点击

某条公告记录可进入公告详情页面进行【申购】或【申请看样】。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面【项目公告】进入当天公告列表，可点击屏幕上方左、右箭

头按钮查看不同日期的项目公告列表，如下图 4-2-1 所示；也可点击屏

幕上方日期弹出框选择日期，点击【设置】显示给定日期的所有发布的

公告，如图 4-2-2。 



 
图 4-2-1 



 

图 4-2-2 

2) 点击公告列表中某条公告记录可查看该公告的详情，如图 4-2-3 所示。 



 

图 4-2-3 



注：可上下滑动屏幕查看整个公告详情页面。在屏幕右侧可能存在未完全显

示的内容，可以通过左右滑动屏幕来查看完整的公告内容。 

3) 公告详情页面点击【看样】，页面提示“申请看样成功！”。稍后可查收“看

样通知”站内信，如图 4-2-4。（操作：首页—站内信—未读）. 

如果卖方企业未提供看样信息，则会提示：“转让方未提供看样信息”。 



 

图 4-2-4 



4) 公告详情页面点击【申购】进入“申购确认”页面，如果是危废的竞价

会，申购时必须确认“申购量是否小于环保系统可用余量”；如果是普通竞

价会不显示“申购量是否小于环保系统可用余量”单选按扭组，直接订购。

如图 4-2-5 所示；点击【订购】后提示“申购成功！”并返回公告详情页面。 

 

图 4-2-5（危废竞价会） 

 



5) 申购后，中心审核通过后，用户会收到“申购成功，待缴保证金”的站

内信。如图 4-2-6。（操作：首页—站内信—未读） 

 

 

注：如企业已经申购，则【申购】按钮会显示为【已申购】。 

 

4.3 查看竞价日历 

 功能描述 



显示用户已申购过的竞价会并显示竞价会状态，默认显示用户申购过的将在

本周开始的竞价会，可依次查看上一周、下一周开始的竞价会。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面【竞价日历】进入本周竞价日历页面，默认展开本周第一天竞

价会数据，点击其它日期可展开相应日期下的竞价会记录。如图 4-3-1

所示； 



 

图 4-3-1 

2) 竞价会状态说明： 



a) 申购未缴费竞价会记录状态显示 “未缴费”;  

b) 申购未开始竞价的竞价会状态显示“未开始”; 

c) 申购参与竞价且竞价会结束时状态显示为“已结束”; 

d) 申购了且竞价会进入准备阶段并且未结束，竞价会状态显示“进行中”。 

e) 此页面上显示的状态为页面加载时竞价会的状态，随着停留时间的增

加，状态可能会发生变化。 

3) 在竞价日历列表点击某个竞价会可查看公告详细页面，如图：4-3-2 



 

图 4-3-2 

注：可上下、左右滑动屏幕查看整个公告详情页面。 

 



4.4 查看站内信 

 功能描述 

显示中心给回收用户发送的所有站内信，分为未读，已读和全部。未读站内

信经查看详情后会自动转到已读里。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面【站内信】进入站内信模块，如图 4-4-1 所示； 



 

图 4-4-1 

2)  点击某条站内信可查看竞价会详情，如图：4-4-2 所示； 



 

4.5 查看账户信息 

 功能描述 

显示当前回收用户的账户信息，显示可用余额，共交保证金，待退金额，锁

定金额以及总金额。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面【账户信息】进入账户信息详情页面，如图 4-5-1 所示； 

 
图 4-5-1 

注：a).总金额=可用余额+保证金+待退金额+锁定金额。 



b).保证金等于“保证金明细”里所有保证金之和。 

c).锁定金额为用户申请退款审核中的金额。 

 

4.6 查看保证金 

 功能描述 

显示当前回收用户申购缴完保证金且没有退回保证金的所有记录明细。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面【保证金】进入缴保证金的记录明细页面，如图 4-6-1 所示； 



  

图 4-6-1 

 



4.7 竞价 

 功能描述 

申购成功后，用户可对正在开启的竞价会进行竞价。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面【竞价】进入参加竞价会页面，页面显示的是当前用户申购

过且正在开启的竞价会所有竞价会记录，如图 4-7-1 所示； 



 
图 4-7-1 

2) 点击竞价会记录进入“竞价”页面，如图：4-7-2 所示； 



 

图 4-7-2（多场竞价会） 

  

注：a) .其他回收企业对当前竞价会【出价】后，当前用户手机会有提醒功能（震

动或响铃，可自由设置：首页--屏幕下方菜单按扭—竞价设置，如下图所示）； 



 

   

b) .点击【出价】：如果您不是当前最高价可以继续出价，否则不可以再出价。 

c) .我的出价=当前最高+加价幅度。如果无人出价，则等于起始价+加价幅度。 



d) .竞价会过程分为“自由报价”、“延时报价”阶段：前者可以在规定的时间

内任意报价，后者在有人出价的情况下会自动延时（例：延时阶段时长为 60 秒，

在 60 秒之内有回收企业出价那么立刻从 60 秒重新开始倒计时，其他企业可以

继续报价，直到新的 60 秒内没有企业报价，竞价会结束）。 

e) .点击屏幕右上方的锁，可以锁定【主页】按钮和【返回】按钮（部分手机

可能不支持），防止不小心点【主页】或【返回】按钮而离开本页面。再次点击

可取消锁定。 

f) .若有多场竞价会可参与，那么点击屏幕下方【其他竞价】可顺序依次进入

下一场竞价会的竞价页面。右边的数字表示一共有几场竞价会，左边的数字表示

第几场。[1/3]表示一共有 3 场竞价会，当前为第 1 场。 

4.8 查看中标记录 

 功能描述 

显示当前回收用户竞得最高价的竞价会所有记录，默认显示本周，可依次查

看上一周，下一周数据。 

 操作步骤 

1) 点击首页【中标记录】进入中标记录页面，如图：4-8-1 所示； 



 

图 4-8-1 

2) 点击中标记录可查看“预成交结果通知书”（回收方参加竞价会竞价成

功后中心会给回收、加贸企业生成一份预成交结果通知书供买卖双方线

下交易）。如图 4-8-2 所示。 



 

图 4-8-2 

注：上下左右滑动屏幕可查看整个页面。可以通过手势放大和缩小画面。 



5 版本更新 

当重新进入登录页面后，系统会自动检查是否有新版本需要更新，如果存在需要

更新的新版本，系统将自动进行更新，请不要中断更新操作。更新完成后将重新

进入安装界面，按照安装的步骤一步步完成安装即可开始使用。 

 

6 使用注意事项 

 

1. 此移动应用程序需要 SD 卡支持，未安装 SD 卡的手机或平板电脑将无法正

常工作。 

2. 此应用程序安装后，只能在联网的情况下正常工作，可以使用 WiFi、wlan

或者 3G 网络。如果使用 2G 网络，也可以工作，但速度比较慢。 

3. 在网络信号差，或者使用 2G 等慢速网络的情况下，竞价时可能存在较长的

延时。因为平台以客户报价信息到达平台服务器的时间为客户的有效报价时

间，所以请客户根据网络情况自行处理，尽量减少在【延时阶段】最后几秒

报价的情况，以免因网络延时造成报价无效。 

4. 使用此程序将会产生流量，如果经常使用 3G 网络，运营商可能会对流量收

取一定的费用。废料交易平台不对客户产生的流量收取任何费用。 

5. 在【竞价列表】页面和【竞价详情】页面，为了及时更新信息，即使在没有

竞价会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少量的流量，如果需要节省流量，应在没有竞价会

时及时退出此页面。 

6. 在【竞价详情】页面，为了防止锁屏带来不便，此页面将始终保持高亮，如



果需要节省电量，应在没有竞价会时及时退出此页面。 

 

 

 

7 问题反馈 

在使用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可以拔打网站首页底部的电话进行咨询。 

业务电话： (0512) 67868699 ，67868920 , 67868644 , 67868692 , 

67868647 , 67868640     

技术电话：67868672 ，67868674      

传真：0512-67868921    邮箱：recycle@szee.com.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