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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品集中采购常见问题解答 

 

平台注册相关问题 

 

一、登录天津市医药采购应用管理综合平台需要什么电

脑配置？UKEY（数字证书版）驱动程序如何下载安装？ 

 

答：仅限使用 WIN7 及以上操作系统和 IE11 浏览器，请

勿使用其他系统和浏览器。UKEY（数字证书版）驱动程序

请在“文件下载”栏目中，下载“UKEY（数字证书版）驱动程

序[2015-08-28].rar”，按照压缩包中的操作说明安装。 

 

 

二、企业信息和药品信息如何进行填报？ 

 

答：企业信息和药品信息填报流程，请按照 “文件下载”

栏目中“企业注册系统操作手册.doc”和“药品信息填报系统

操作手册.doc”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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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注册流程 

药品注册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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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KEY（数字证书版）相关问题 

 

三、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办理新领 UKEY（数字证书版）？ 

 

答：请被授权人按照 2017 年 5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药

品生产企业新领、更新、补办、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

所需材料的通知》要求，在企业信息初审通过后，网上进行

预约，于预约当日携带天津市电子认证中心要求的下列材料，

至我中心现场领取 UKEY（数字证书版）。  

（一）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

加盖公章。  

（二）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

件加盖公章。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复印件加盖公章。（注：“三证合一”的企业无需提供此证；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IC 卡的企业，需提供 IC 卡原件一份，

IC 卡正反面在同一页面的扫描版打印件一份，打印件加盖公

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U 盘的企业，需提供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办理业务需勾选新开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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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五）《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四、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办理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 

 

答：申请企业信息变更，如涉及三证合一，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名称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变更，组织机构代码变

更等任何一项变更的，企业需在企业信息变更初审通过后，

网上进行预约，于预约当日现场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

涉及其他信息变更的，无需预约，直接进入网上复审程序。 

需要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的企业，请被授权人按

照 2017 年 5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药品生产企业新领、更新、

补办、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所需材料的通知》要求，

携带天津市电子认证中心要求的下列材料，至我中心现场更

新 UKEY（数字证书版）。 

（一）需要更新的本企业 UKEY（数字证书版）。  

（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

公章。  

（三）变更营业执照信息的，需提供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变更组织机构代码证信息的，需提供组织机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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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证（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注：

“三证合一”的企业无需提供此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IC

卡的企业，需提供 IC 卡原件一份，IC 卡正反面在同一页面

的扫描版打印件一份，打印件加盖公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副

本是 U 盘的企业，需提供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原件一份、复

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  

（五）《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办理业务需勾选变更）

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六）《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五、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办理补办 UKEY（数字证书版）？ 

 

答：请被授权人按照 2017 年 5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药

品生产企业新领、更新、补办、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

所需材料的通知》要求，携带天津市电子认证中心要求的下

列材料，至我中心现场补办 UKEY（数字证书版）。  

（一）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

公章。  

（二）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

件加盖公章。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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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件加盖公章。（注：“三证合一”的企业无需提供此证；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IC 卡的企业，需提供 IC 卡原件一份，

IC 卡正反面在同一页面的扫描版打印件一份，打印件加盖公

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U 盘的企业，需提供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办理业务需勾选挂失和

补办）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五）《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六、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办理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 

 

答：请被授权人按照 2017 年 5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药

品生产企业新领、更新、补办、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

所需材料的通知》要求，携带天津市电子认证中心要求的下

列材料，至我中心现场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  

（一）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一份，加盖企业公章。  

（二）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

企业公章。  

（三）《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办理业务需勾选解锁）

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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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药品生产企业如何办理延期 UKEY（数字证书版）？  

 

答： 请被授权人按照 2018 年 7 月 27 日发布的《关于

药品生产企业办理延期 UKEY（数字证书版）所需材料的通

知》要求，携带天津市电子认证中心要求的下列材料，至我

中心现场办理延期 UKEY（数字证书版）。  

（一）需要办理延期的本企业 UKEY（数字证书版）。  

（二）法定代表人授权书原件一份，加盖企业公章。  

（三）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

企业公章。  

（四）《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办理业务需勾选延期）

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五）《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一式两份，加盖企业公章。  

办理延期 UKEY（数字证书版）的企业，可由企业授权

的其他办事人员到中心现场办理，但需出具相应的法定代表

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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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药品生产企业如持有 USB-key，如何换领 UKEY（数

字证书版）？ 

 

答：请被授权人按照 2015 年 8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开

展 2015 年天津市药品集中采购项目药品生产企业注册现场

复审工作的通知》要求，携带天津市电子认证中心要求的下

列材料，至我中心现场换领 UKEY（数字证书版）。 

（一）被授权人身份证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

加盖公章。  

（二）营业执照（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

件加盖公章。  

（三）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

复印件加盖公章。（注：“三证合一”的企业无需提供此证；组

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IC 卡的企业，需提供 IC 卡原件一份，

IC 卡正反面在同一页面的扫描版打印件一份，打印件加盖公

章；组织机构代码证副本是 U 盘的企业，需提供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本原件一份、复印件一份，复印件加盖公章。）  

（四）《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五）《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六）低价药项目领取的 USB-key。（注：换领 UKEY

（数字证书版）的企业，如无法提供低价药项目领取的 USB-

key，则需提供情况说明一份，加盖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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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办理新领、更新、补办、解锁、延期、换领 UKEY

（数字证书版）业务，材料要求及注意事项有哪些？ 

 

答：（一）企业需严格按照上述内容提供审核材料，若所

提供材料不齐全，则无法受理。  

（二）企业对所提供审核材料原件及复印件的真实性、

有效性、一致性负责。若证件在有效期以外的、原件复印件

不一致的、身份证与被授权人不一致的、证照原件真实性可

疑且经相关部门核实不真实的，则无法受理。  

（三）加盖公章须是单位正式公章，办公室章、财务章、

部门章等均无效，复印、彩打、机打公章均无效。  

（四）审核材料中，请勿加盖或手写“某某项目专用”、

“某某招标专用”等字样。  

（五）《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和《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

详见附件，下载后需用 A4 纸双面打印，手工填写，加盖公

章。  

（六）《机构数字证书申请表》和《数字证书申请责任书》

填写帮助详见附件。  

（七）UKEY（数字证书版）不产生任何年费，申领时收

取押金人民币 100 元。  

（八）企业须妥善保管 UKEY（数字证书版），因 U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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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证书版）丢失或 PIN 码保管不善等企业自身原因造成

的损失，由企业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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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变更相关问题 

 

十、申请药品平台企业信息（包括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营业执照，生产（经营）许可证、药品 GMP 证书、药品 GSP

证书等信息）变更，是否需要递交纸质材料到现场办理？ 

 

答：1.如涉及三证合一、企业名称变更、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变更、组织机构代码变更的，企业需在企业信息变更初审

通过后，网上进行预约，被授权人于预约当日携带相关材料

（参见 2017 年 5 月 5 日发布的《关于药品生产企业新领、

更新、补办、解锁 UKEY（数字证书版）所需材料的通知》

中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所需材料），至我中心更新 UKEY

（数字证书版）； 

2.涉及其他信息变更的，在企业信息变更初审通过后，

无需预约现场复审，直接进入网上复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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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药品平台新注册的企业查询不到企业名称的，或

由于企业更名导致现企业名称与系统库内企业名称不符的，

如何操作？  

 

答：将如下材料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至我中心（传真：

022-24538151，业务联系信箱：tjmpc@tjmpc.cn），审核通过

后予以新增或变更。 

1.新增申请/变更申请（格式自拟，加盖公章），需附上联

系人和联系方式；  

2.企业营业执照清晰扫描件（申请更名的请提供名称变

更后的营业执照）； 

3.市场监管部门出具的企业名称变更证明或生产/经营

许可证副本及变更事项页面复印件（加盖公章，申请新增无

需提供）。 

企业名称新增或变更后，企业应及时维护平台上的企业

信息，初审通过后携带相关材料到中心现场复审并办理新领

或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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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企业名称发生变更，企业信息审核通过，已经办

理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业务，产品信息是否需要变更？ 

 

答：企业信息完成变更后，企业使用更新后的 UKEY（数

字证书版）登录基础信息系统变更产品信息，审核通过后网

上采购系统同步更新。请企业及时更新产品信息，以免因企

业名称不符影响药品供应。 

 

 

十三、药品信息发生变更（药品通用名、剂型、制剂规

格、包装规格、性状、申请药品调整委托生产、药品变更国

内总代理、生产企业更名、药品变更生产企业、进口药品调

整为国内企业分包装等），如何进行操作？ 

 

答：请按照 2017 年 5 月 9 日发布的《关于天津市药品

集中采购信息更新所需材料的通知》，根据变更事项，按要求

自行网上变更或至我中心递交纸质材料变更。 

具体如下： 

一、涉及国内生产企业更名的  

企业在更新 UKEY（数字证书版）后，自行网上上传相

关药品补充申请批件和变更事项申请函（格式自拟），直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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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网上初审和复审程序。  

二、涉及药品通用名、剂型、制剂规格、包装规格，进

口药品公司名称或生产厂商更名等企业不能自行变更的  

企业自行网上上传变更事项证明材料和变更事项申请

函（格式自拟），直接进入网上初审和复审程序。  

三、涉及药品其他可自行变更的  

企业自行网上上传变更事项证明材料并修改后，直接进

入网上初审和复审程序。  

四、涉及药品生产企业（含生产企业兼并，集团内品种

调整、注册批件转让等）变更，药品委托生产和进口药品变

更国内总代理的  

按相应文件模板准备材料，每页加盖企业鲜章后，递交

至我中心，我中心做品种调整后，企业自行变更网上信息，

进入网上初审和复审程序。  

五、涉及进口药品改国内企业分包装或国内企业分包装

改进口药品（含申请药品共存）的  

按相应文件模板准备材料，每页加盖企业鲜章后，递交

至我中心，我中心添加相应药品后，企业自行完善网上信息，

进入网上初审和复审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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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问题 

 

十四、我企业为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相关药品应如何

参与集中采购？ 

 

答：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作为相关产品的投标主体参

与集中采购工作。企业信息填报无法提供相关证照（生产许

可证、GMP 证书）的，需上传说明材料（加盖公章）和佐证；

药品信息填报无法提供有效性文件（GMP 证书）的，需上传

委托生产企业相关 GMP 证书。 

 

 

十五、进口药品或国内分包药品如何进行新增？ 

 

答：将如下材料传真或电子邮件发送至我中心（传真：

022-24538151，业务联系信箱：tjmpc@tjmpc.cn），审核通过

后予以新增。 

1.新增申请（格式自拟，加盖公章），附上联系人和联系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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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增药品的注册证和注册批件； 

3.相关补充批件（仅国内分包药品提供）； 

4.进口药品持证商或国外生产企业直接授权的全国总代

理授权书（仅进口药品提供）。 

 

十六、使用 UKEY（数字证书版）无法登录药品平台？ 

 

答：解决方法： 

第一步：拔掉 UKEY（数字证书版），重新插入 UKEY

（数字证书版），如电脑右下角 UKEY 图标出现并弹出

“USBkey已经插入”的提示，则说明您的驱动程序已安装好，

请直接看第三步。 

第二步：如未显示提示，请关闭 360 安全卫士、金山卫

士等安全类软件，卸载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第三步：点击 IE11 浏览器菜单栏“工具”——“Internet选

项”： 

>>在“常规”选项卡“浏览历史记录”栏中，点击“删除”按

钮； 

>>在“内容”选项卡“证书”栏中，点击“清除 SSL 状态”按

钮； 

>>关闭所有浏览器，再次打开 IE11 浏览器重新登录网

站。 



 



 

联系我们 

名 称：天津市医药采购中心   

通讯地址：天津市河东区红星路 79 号 1 楼  

邮政邮编：300161  

联系电话：022-24538150  

传 真：022-24538151  

联系信箱：tjmpc@tjmpc.cn  

网 址：www.tjmp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