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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系统基本功能

1.1注册

操作步骤：

第一步：打开系统登录页 https://www.ncexc-rm.com，点击“没有账号，去注册”

（图 1.1），选择煤矿用户注册（图 1.2），进入注册页面。

图 1.1 注册按钮 图 1.2 注册选择页面

第二步：录入注册信息

注册：点击【煤矿用户注册】，进入注册页面（如图 3 所示）。录入注册信

息。点击【注册】，系统提示注册成功。

【注册类型】（必填）：下拉选择注册类型为“政府主管部门注册”。

【类型】（必填）：下拉选择类型，类型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

“县级”，按照要求选择需要注册的对应类型。

【省份】：如果是省级机构，该字段必填，需要选择对应的省。

【市】：如果是市级机构，该字段必填，需要选择对应的市。

【县】：如果是县级机构，该字段必填，需要选择对应的县。

【单位名称】（必填）：输入运行机构的单位名称。

https://www.ncexc-rm.com
Microsoft Office 用户
应该是选择：“煤矿用户注册”需要测试下煤矿用户中政府主管部门注册后是否有基地的权限。还是只是有煤矿的权限。



【登陆账号】（必填）：输入需要注册的手机号码 注：该手机号将于账号

绑定，用于登陆系统和接收平台消息。

【登陆密码】（必填）：密码要求，必须是强密码，包含大小写字母，字符（英

文状态特殊字符）及数字（不允许连续数字），8位数及以上。

【验证码】（必填）：点击【获取验证码】，验证码短信发送至输入的手机

号，然后录入验证码。

第三步：点击【注册】，系统提示注册成功，账号则为注册的手机号码。

图 2.2注册页面



1.2登陆系统

(一) 登录地址： https://www.ncexc-rm.com

(二) 操作步骤

第一步：在 PC端用浏览器录入登录地址，打开登录页面(如图 1.2.1所示)。

第二步：输入账号及密码，点击【登陆】按钮进入《全国煤炭储备管理信息系统》

页面。

注：账号为注册的手机号码，如“1501149XXXX”。

图 1.2.1 系统登录页面

1.3重置密码

（1）在登陆页面，点击“忘记密码”，弹出重置密码页面

（2）输入登陆手机号，输入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弹出短信验证信息

https://www.ncexc-rm.com


（3）输入验证码，点击【验证】，弹出设置密码页面

（4）输入新的密码，并再次输入密码确认，点击确定，完成密码的重置

（5）密码要求，必须是强密码，包含大小写字母，字符（英文状态特殊字符）

及数字（不允许连续数字），8位数及以上。

第 2章 政府主管部门基本信息维护

操作步骤：

第一步：用户点击菜单导航中【政府主管部门基本信息】菜单，进入页面(如图

4.1所示)。

第二步：用户点击【 】打开详情编辑页面（如图 2.1所示）。

第三步：用户根据本单位真实情况，录入本单位的基本信息，

【省份】：数据来自注册数据，用户不需要维护

【市】：数据来自注册数据，用户不需要维护

【县】：数据来自注册数据，用户不需要维护。

Microsoft Office 用户
测试下政府主管部门登录后的内容。是否具有基地的权限。



【单位类型】（必填）: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用户录入本单位单位类型

第四步：用户点击【保存】，完成本单位基本信息的录入。

图 4.1 政府主管部门基本信息

图 4.2 详情页面

第 3章 全国煤炭储备基地监测预警信息

1. 在地图上点击其中一个省份，进入到省基地监测预警信息平台

2. 将鼠标悬浮在基地上，展示基地的基本信息

3. 在地图上点击其中一个基地，进入到该基地大屏页面

4. 点击【国家级】【地方级】相应的展示国家级或者基地级别的地图



第 4章 全国煤炭储备基地基储备能力

第 5章 中央企业煤炭监测预警信息

1. 在地图上点击其中一个省份，进入到省基地监测预警信息平台

2. 将鼠标悬浮在基地上，展示基地的基本信息

3. 在地图上点击其中一个基地，进入到该基地大屏页面



第 6章 全国煤炭储备监测数据

1. 输入预警类型点击查询，可以按照预警类型查询每个省份的数据

2. 点击报表中其中的某个省份，可以查看该省份下每一个基地的数据，预警不

足的基地会标红背景显示

第 7章 基地工作简报

本章适合政府主管部门阅读和操作。

系统每日九点之后 自动生成前日的工作简报。

操作步骤：

在【数据简报】->进入模块

下载简报：选择需要下载的简报数据，点击【下载简报】按钮。如图 7.1所示。

查看简报：选择需要查看的简报数据，点击【查看简报】按钮。系统自动弹出简

报详细页面。

生成数据汇总表：选择简报数据，点击【生成煤炭基地数据汇总表】按钮，系统

自动生成并弹出煤炭基地数据汇总表。如图 7.2所示。

图 7.1 工作简报



图 7.2 生成汇总表

第 8章 基地公示公告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户点击菜单导航中【基地公示公告】菜单，进入页面(如图 12.1所示)。

第二步：用户点击【新增】，系统新增一行数据记录。

第三步：用户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依次录入【公示标题】【公示内容】、【发

布时间】、【接收基地名称】、【状态】、【签收时间】

第四步：用户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可以上传相应的附件

第五步：新增保存完毕之后，点击【公示】按钮进行公示

第五步：接收基地点击【签收】按钮进行签收

8.1.基地公示公告



8.2.新增页面

第 9章 基地数据报送

9.1 数据报送查询

操作步骤：点击【基地数据报送】→【数据报送查询】进入报送明细页面。

图 9.1 数据报送查询

9.2数据汇总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基地数据报送】→【数据汇总】进入报表页面。

第二步：选择区域、省份、储备基地、煤种、查询日期，点击【查询】。

第三步：点击【原样导出】，导出 excel文件至本地。



图 9.2 数据审核

9.3基地报送情况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基地数据报送】→【基地报送情况】进入报表页面。

第二步：选择区域、省份、储备基地、基地级别、建设状态、查询日期，点击【查

询】。

图 9.3 基地报送情况

9.4盘煤数据查询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基地数据报送】→【盘煤数据查询】进入报表页面。

第二步：选择省份、基地名称、统计日期、盘煤总量，点击【查询】。



图 10.4 盘煤数据查询

9.5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能力建设情况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基地数据报送】→【政府可调度煤炭储备能力建设情况】进入

报表页面。

第二步：选择省份、基地名称、统计日期、盘煤总量，点击【查询】。

第 10章基地基础信息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基地基础信息】→【储备基地信息】进入页面。

第二步：输入查询条件，可定位基地显示。（勾选【更多信息】可以查询详细内

容）



第 11章 基地指标设置

11.1调度指标

操作步骤如下

第一步：用户点击菜单导航中【基地指标设置】--【调度指标】菜单。

第二步：用户点击【新增】，系统新增一行数据记录。

第三步：用户根据本单位实际情况，依次录入【年份】【省份】、【国家可调用

储备能力（万吨）】、【地方（省）可调用储备能力（万吨）】

第四步：维护指标详细内容



11.2预警警戒

11.2.1 地方警戒

11.2.1.1省发改委新增地方预警

操作步骤：

1. 在预警警戒模块，点击新增按钮

2. 弹出预警警戒编辑页面，选择储备基名称，点击保存



3. 在预警设置页面，点击新增按钮，编辑需要预警的明细，点击保存。地方预

警的设置

11.2.1.2查看国家预警

点击【同时查看国家预警设置按钮】，即可查看改省份的国家预警

11.2.2 国家预警

11.2.2.1国家发改委新增国家预警

操作步骤：

1. 在预警警戒模块，点击新增按钮



2.弹出预警警戒编辑页面，选择省份、储备基名称，点击保存

3.在预警设置页面，点击新增按钮，编辑需要预警的明细，点击保存。地方预警

的设置



11.2.2.2查看地方预警

点击【同时查看地方预警设置按钮】，即可查看到地方预警

第 12章煤矿基本信息

操作步骤：

第一步：点击【煤矿基础信息】→【煤矿基础信息】进入页面。

第二步：输入查询条件，可定位基地显示。（勾选【更多信息】可以查询详细内

容）



第 13章煤矿数据报送

13.1煤矿数据审核

操作步骤：

第一步：用户点击菜单导航中【数据审核】菜单，进入页面(如图 5.1所示)。

查看数据：用户可以根据本单位的权限查看所属下级行政区域内的煤矿提报数

据。

查询数据：系统支持表头筛选查询，根据不同字段可输入关键字或者选择字段数

据约束条件。后点击【查询】或者按回车键【Enter】键(如图 5.2所示)。

审核数据：

1）如果数据审核通过，用户选择数据，点击【审核通过】，弹出审核意见框，

可以选择输入意见内容，也可以不输入，点击【确定】(如图 5.3所示)。

2）如果数据审核不通过，用户选择数据，点击【审核未通过】，弹出审核意见

框，可以选择输入意见内容，也可以不输入，点击【确定】。数据返回至提报的

煤矿，煤矿用户可以进行修改，再重新提报。

注：审核未做权限过滤，任意一级管理不通过数据都将驳回煤矿用户，进行重新

提报。

图 5.1 数据审核

图 5.2 数据表头查询



图 5.3数据审核

第 14章煤矿数据汇总

煤矿数据汇总分“煤矿统计”、“储备能力汇总表”、“煤矿储备量汇总表”、

“煤炭生产企业储煤能力情况”，用户可在汇总表中输入条件进行数据汇总和查

询。

14.1煤矿统计



14.2储备能力汇总表

14.3煤矿库存量汇总表



14.4煤炭生产企业储煤能力情况

第 15章系统补充说明

（一） 图中数据为模拟数据，非真实数据。

（二） 由于系统正在紧急开发中，工作日下午 18:00至次日 8:00，系统将进行

维护完善，请各级单位谅解，感谢大家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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