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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本文档是南通市通州区以地控税智能监控平台 BS 端的使用说明书，目标读者是税源信

息管理与分析的工作人员。本文档描述了系统的运行环境、系统基本功能介绍、各功能模块

的具体操作指南，辅助使用人员从整体和具体功能上掌握系统的运行操作。 

2 系统运行环境 

系统采用 B/S 体系架构，在服务器端部署数据库及发布系统后，浏览器端用户无需部署

额外的软件，只需浏览器就可以访问发布系统。若系统发布到外网，用户可以通过 Internet

进行访问，摆脱局域网的限制。 

2.1 服务器配置 

 设备 指标 

硬件环境 

Web 及数据服务器 CPU 四颗四核 2.2GHz 以上  

内存 8GB 以上  

可用硬盘空间 1T 以上 

网卡 双千兆网卡，HBA 卡 

数据备份服务器 CPU 两颗四核 2.2GHz 以上  

内存 4GB 以上 

可用硬盘空间 2T 以上 

软件环境 

Web 及数据服务器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3/2008 Server 

关系数据库软件 Oracle 10.2.0.1 以上 

空间数据库引擎软件 ArcSDE 10.2 For Oracle 10g 

GIS 平台 ArcGIS Server10.2，ArcGIS Desk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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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Microsoft Office 2003 或以上、Arcgis Jsapi 

3.13 

数据备份服务器 操作系统 Windows 2003/2008 Server 

2.2 浏览器端配置 

 
设备 指标详细信息 

硬件环境 CPU 双核 2.6 GHz 以上 

内存 1GB 以上 

网卡 1000Mbps 

软件环境 操作系统 Windows XP/7 或更高 

浏览器 Firefox(火狐浏览器) 

3 首页说明 

首页有导航菜单区、查询列表区、地图服务与操作区三个部分组成（如下图所示）。 

（1）导航菜单区位于主页面的上方，是系统主要功能模块的入口。 

（2）查询列表区是企业查询结果展示的区域，可隐藏。 

（3）地图服务与操作区是基于地图的浏览、查询、分析等操作执行的区域，为系统的

主体，该操作区还包括两个快捷工具条和一个隐藏操作区。 

3.1 快捷工具条 

快捷工具条的功能按钮包括：地图浏览服务工具按钮（放大、缩小）、全屏（地图初始

化）、查询按钮、编辑按钮、图层选择按钮、数据审核和单户比对快捷按钮；以及不同时相

高分影像切换按钮。隐藏操作区，在系统界面右侧，当启动审核、比对等功能时出现。 

需要提到的是全屏按钮，在系统运行过程中任何时刻，通过单击全屏按钮可以执行地图

初始化，即回到初始登录进来的页面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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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首页 1  

 

图 3-2 首页 2 

4 系统功能操作说明 

本章的功能操作说明将按系统功能来分类详述，不以用户的操作流程及业务习惯来介绍

说明。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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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系统登录 

4.1.1 登录 

操作步骤为：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进入系统首页。用户名和密码是系统内

置账号，无需注册。 

登录时根据输入用户名找到对应用户角色，分配对应的功能模块，不同级别用户能操作

的模块以及看到的视图（如不同分局的用户只能看到本局管辖范围内的采集数据）均不同。 

 

图 4-1 登录页面 

4.1.2 注销 

登陆成功后，点击系统主界面右上角的“注销”，系统将退出登录，回到登录界面。 

4.2 数据查询 

点击快捷工具条上的搜索 按钮，弹出搜索框，进行数据查询。也可以通过导航菜

单区“分析比对”功能菜单内的“单户分析”功能启动。 

查询对象针对已审核且关联的数据，未审核采集数据无查询结果。 

（1）在搜索框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企业名称，点击查询按钮。查询结果在系统主

界面左侧的查询列表栏展示，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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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4-2 数据查询 

（2）查询结果分为两项，一是企业列表，即查询到的企业记录；二是关联地块，即对

应企业所关联的地块列表。查询结果默认显示第一条企业记录的第一个地块。 

（3）点击对应记录，地图自动定位到该地块。 

（4）地图右下方显示该地块的属性信息，包括名称、地址、关联企业、采集面积、总

核查面积、登记面积、面积差异额、面积差异率等。 

（5）有图片信息的，点击图片 图标，弹出图片浏览框，单击图片浏览框中的缩略

图可以浏览照片大图，通过单击大图右上角的 图标可以关闭大图。 

（6）如果输入后查询到的企业对于当前用户来讲不具有查看权限，系统会提示“您没

有查看该企业的权限”（见图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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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 查询结果-列表 

   

图 4-4 查询结果-企业属性信息/照片浏览缩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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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 查询结果-企业属性信息/照片浏览大图 

 

图 4-6 数据查看权限控制 

4.3 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菜单下包括：数据检查、采集数据审核、纳税人关联、纳税人变更、地块回

收五项子功能。 

 



以地控税智能监控系统 V3.0-用户手册                                      8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图 4-7 数据审核菜单 

4.3.1 数据检查 

数据检查用于对全区或某乡镇按判断条件进行企业采集数据的规范性检查，以及已审核

数据的正确性检查。 

4.3.1.1 采集数据预检查 

预检查条件有：（1）依次判断待审核地块范围内是否有存在企业点，若没有，则该数

据采集不符合要求规范；（2）依次判断待审核地块是否与其他地块（不含已作废的）在空

间上存在重叠或者压盖，若有，则该数据采集不符合要求规范；  

操作步骤： 

（1） 选择所属乡镇，系统自动检索出采集不规范的地块列表，点击相应记录，地图自

动定位到该地块。 

（2） 每条记录内，红色字体标注采集数据不符合规范的原因，如、“地块内没有企业

点”（见图 4-8），“待审核地块与其他地块重叠”（见图 4-9）等。 

（3） 检查完成后，点击“导出”按钮，可将检查结果及明细导出到 excel表。 

（4） 具有数据编辑权限的用户根据导出明细转到“企业采集”模块，对不符合规范的

地块进行编辑或重新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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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 数据检查操作区 

 

图 4-9 采集数据预检查/地块内没有企业点 

 

图 4-10 采集数据预检查/待审核地块与其他地块重叠 

4.3.1.2 审核结果检查 

按条件检索出已经审核通过的数据，然后进行审核结果正确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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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次检查已审核通过地块范围内是否至少包含一个点或者以上，如果没有则标

记该地块没有设置关联企业点；如果当前地块范围内有多个企业点，但关联记录中没有记

录完全，则标记该地块范围内有疑似关联点； 

（2）依次检查不同的已审核通过地块之间是否存在重叠或者压盖等错误，如果有则

标记当前地块与其他地块重叠或者压盖。 

（3）检查完成后导出检查结果，作为后续修改的参照依据。如发现有相交的已审核

地块，则提醒编辑使之不再重叠和压盖，已审核地块没有设置关联点的则提醒设置关联企

业点。 

 

图 4-11 审核结果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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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2 审核结果检查/地块内没有设置关联点 

 

 

图 4-13 检查结果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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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采集数据审核 

针对移动端上传的地块数据，逐条进行审核（主要审核内容为采集地块勾绘是否合乎要

求），审核人员根据影像和采集结果进行判读，并最终记录审核通过与否，同时记录审核人

员姓名，对于审核通过的采集面，更新地块与纳税人关联记录等；提供包括批量审核，单户

审核以及审核撤销等三种审核形式。 

点击“采集数据审核”子菜单按钮，系统右侧弹出“审核功能操作区”，如下图。 

 

图 4-14 采集数据审核操作区 

4.3.2.1 批量审核 

对满足相应条件的企业，如某分局管辖范围内或某乡镇内所有未审核企业进行检索，然

后逐条审核。 

批量审核提供多种查询条件，按“税务机关”、“审核顺序”、“所属乡镇”选择查询

条件。 

审核结果分为三种：1）确定，即审核通过；2）作废，即审核结果不通过，该企业采集

信息不合格；3）待核实，即审核人员无法判断该条记录的正确性，暂时不审核该条记录，

标记为“待核实”，与采集人员确认后再次审核。 

操作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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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设置查询条件，如“税务机关：选择所有”、“所属乡镇：选择所有”、“审核顺

序：后采集先审核”； 

2）点击“搜索”按钮，查询结果将在下方显示；地图锁定采集时间最新的一个企业，

进行审核；显示“剩余未审核企业数目”； 

 

图 4-15 批量审核查询条件 

3）查询结果显示当前审核企业的信息，包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企业名称、地址、登

记面积、采集面积、采集时间和采集人员等，以及该企业包含的所有地块列表。审核人员根

据影像和采集结果进行判读，决定审核结果为“确定”、“作废”或“待核实”，见下图； 

4）选定审核结果后，点击“保存”，确认审核结果，进入到下一条记录的审核。点击

“放弃”，则放弃该企业的审核（仍然为未审核），过渡到下一企业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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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6 批量审核操作 

4.3.2.2 单户审核 

单户审核通过查询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方式，对特定企业进行审核。审核操作同批量审

核。 

 

图 4-17 单户审核查询 

4.3.2.3 审核撤销 

针对已审核数据，输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已审核企业，找到在反悔期限内（7天，

可以由管理员在服务器端修改反悔期限）的地块，重置其审核状态和审核结果，清除审核人

员以及审核时间，使之重新加入到待审核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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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8 审核撤销查询 

操作步骤： 

（1） 输入相应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系统查询到该企业已审核地块列表； 

（2） 点击“撤销”，系统提示：确认要撤销该地块吗？单击确定则撤销该企业审核状

态与审核结果，同时清除原来记录的审核人及审核时间；单击取消则不撤销当

前地块； 

（3） 点击“放弃”则放弃该操作。 

4.3.2.4 退出审核 

        审核过程进行中，可以通过单击采集数据审核面板（即右侧边栏）的隐藏/退出按钮，

则可以完全退出采集数据审核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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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19 退出审核 

 

4.3.3 纳税人关联 

针对审核通过的地块数据，查找地块范围内的企业点，列举地块与企业点的关联情况，

提供手动关联建立和解除功能。关联建立与解除只修改关联状态，不删除关联企业点及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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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 纳税人关联-企业查询 

（1）输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与该企业相关联的所有地块； 

（2）查询结果显示企业基本信息（名称、地址、登记面积、采集面积、采集时间和人

员等），以及该企业已审核且已关联的地块列表（见图 4-21）； 

（3）单击已审核地块列表中某一行的“唯一标记”，系统将定位地块到地图中央，同

时将该地块范围内的企业点也一并在地图上显示； 

（4）单击已审核地块列表中某一行的“查看关联点”，系统切换到“关联点信息”面

板，列举与该地块相关联的所有企业点列表，显示每个关联企业点的“关联状态”和“宗主

标记”（见图 4-22）。 

（5）点击相应企业点（唯一标识），弹出关联状态和宗主标记编辑选项，可进行重新

选择，变更状态。关联状态可更改为“作废”，宗主状态可更改为“非宗主”。点击“保存”，

保存更改，点击“取消”则退出当前选中企业与地块的关联。 

       

图 4-21 纳税人关联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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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关联信息更改 

 

4.3.3.1 关联建立 

1）点击编辑 按钮，开启编辑。 

2）添加企业点，点击“添加企业点” 按钮，在地图上目标地块范围内点击添加企

业点，弹出属性框，输入需要关联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单击保存则保存成功。如果添

加企业点不在当前地块范围内，则不能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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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3 关联建立时添加关联企业点 

   3）保存成功后，右侧边栏地块关联的企业点面板会增加一条记录，用于显示刚才添加

的企业点并提示未关联。 

 

图 4-24 新增企业点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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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单击新增记录中的唯一标识，系统展开关联标记与宗主标记选项，选择关联状态为“有

效”，同时设置宗主标记，单击保存以完成新增企业点与当前地块的关联建立。 

 

图 4-25 设置新增企业点与当前地块关联关系 

4.3.3.2 关联解除 

1）在地块关联的企业点面板内点击需要与当前地块解除关联关系的“唯一标识”，弹

出关联状态和宗主标记编辑选项，将关联状态更改为“作废”，点击“保存”，保存更改，

点击“取消”则退出当前选中企业与地块的关联。同步可以选择宗主标记并保存，以更改该

地块的宗主。 

2）对于当前地块范围内只有一个关联企业点的情况，如果关联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与当前地块上记录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相同，则不能改变该关联企业的关联状态为作废。选

择作废并单击保存会有相应系统提示“转入地块回收”（见图 4-26）模块执行地块回收操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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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唯一关联信息不能作废 

4.3.4 纳税人变更 

针对审核通过的地块数据，提供变更地块对应的纳税人信息（包含纳税人名称以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等功能。 

 

图 4-27 纳税人变更-企业查询 

（1）输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定位到该企业； 

（2）查询信息显示企业基本信息（名称、地址、登记面积、采集面积、采集时间和人

员等），以及该企业已审核的地块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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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变更”，弹出“纳税人变更”对话框，可更新该地块的纳税人信息（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 

（4）点击“确定”，保存变更信息；点击“取消”，退出变更。 

   

图 4-28 纳税人变更操作 

4.3.5 地块回收 

针对已审核通过的地块数据，提供地块回收功能，即标记地块为不再征税的对象。 

（1）输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定位到该企业； 

（2）查询信息显示企业基本信息（名称、地址、登记面积、采集面积、采集时间和人

员等），以及该企业已审核的地块列表； 

（3）点击“回收”，弹出“您确定回收地块吗”提示框，点击“确认”则回收地块，

该地块被标记，不再属于征税对象，点击“取消”，则退出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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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9 地块回收 

4.4 数据编辑 

4.4.1 审核过程编辑 

在审核过程中，对于有小瑕疵的采集地块，可以选择挪动地块节点使之达到审核规范，

修改过程中原始地块作为作废地块在数据库中备份。开启编辑，此时编辑功能只提供了保存

和撤销操作按钮 。 

（1）定位到当前审核企业地块后，点击编辑 按钮，启动编辑功能。 

（2）双击地块进入编辑状态，该地块的所有节点均突出显示，鼠标移动过程中会捕捉

节点.当捕捉到地块上的某一个节点时，鼠标由指针形状变为手指形状，表示该节点可以拖

动。如果拖动白色的节点，则由白变灰，并且在两端产生节点（可以继续对其拖动），通过

合理地拖动或者拉伸节点，使地块修正为更符合实情或地物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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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撤销按钮，则撤销上一步操作，被拉伸的地块恢复为编辑之前的形状，便于

重复修改。 

（4）修改完成后，点击保存 按钮，保存修改结果，系统将重新计算面积，并更新

至数据库中。不点击保存按钮，则编辑无效。 

 

图 4-30 审核过程数据编辑 1 

      

图 4-31 审核过程数据编辑 2 

4.4.2 采集数据编辑 

除审核过程中的编辑以外，还存在以下情况的编辑：（1）审核通过的地块编辑；（2）

补充采集企业点或者地块；（3）已登记未采集纳税人采集。此三种情况均在企业采集模块

内结合编辑工具进行。编辑工具条对应的按钮从左往右依次为保存、添加地块、添加企业点

和撤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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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1 已采集目标企业编辑 

对于（1）（2）两种情形下的采集数据编辑，通过查询定位到待采集或编辑的目标企业，

再进行采集编辑；  

1）点击导航菜单区的“企业采集”菜单，系统右侧弹出搜索框，如下图（4-32）。 

2）输入目标采集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点击“搜索”，查询结果在列表中显示。 

3）点击目标企业列表中的某一项，地图自动定位到该企业；如果目标企业尚未采集，

则点击附近企业列表中已经采集的地块，地图自动定位到附近已知企业的地块； 

4）点击编辑 按钮，开启编辑。 

5）编辑目标企业的现有地块，双击地块，待地块节点凸出显示后，通过拉伸节点修改

地块形状使之符合实际，点击保存 按钮，保存修改结果，系统将重新计算面积，并更

新至数据库中。 

6）如果当前企业缺失地块则通过添加地块 按钮，在地图上添加地块（见图 4-33）；

如果当前企业缺失企业点则通过添加企业点 按钮，在地图上某一地块范围内添加企业点

（见图 4-33）。 

4.4.2.2 未采集目标企业编辑 

而对于（3）中的情形，则通过查找目标企业附近的已采集企业来定位到大致的采集位

置，通过添加地块以及添加企业点的方式完成采集。 

1）点击导航菜单区的“企业采集”菜单，系统右侧弹出搜索框，如下图（4-34）。 

2）在输入目标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时同步输入附近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者名

称，单击搜索按钮，找到目标企业的登记信息与附近企业的地块列表，单击附近企业列表中

的某一项，地图自动定位到选中地块位置，以缩小查找目标企业的范围。 

3）点击编辑 按钮，开启编辑。 

4）先添加地块，点击“添加地块” 按钮，在地图上依次单击以添加地块节点，双

击以结束地块绘制。系统在结束地块绘制后弹出属性框，显示当前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纳税人名称（见图 4-35），同时判断当前地块是否与系统中已经采集的地块（不含作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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块）之间存在重叠相交的情况。单击保存按钮，如果当前地块不与其他地块重叠相交，则可

以正常保存；如有则列举与当前采集地块相交的其他地块列表并在地图上加以显示（见图

4-36），提示“当前采集地块与其他地块相交，请重新采集”。 

5）重新采集地块完成后，在地块属性对话框的待关联企业列表勾选需要关联的企业点，

单击保存完成地块的采集。 

6）最后添加企业点，点击“添加企业点” 按钮，在地图上目标地块范围内点击添

加企业点，弹出属性框，显示当前采集企业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和企业名称，单击保存则保

存成功。如果添加企业点不在任一地块范围内，则不能保存。 

 

图 4-32 企业采集-特定企业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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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3 编辑-添加企业点 

 

图 4-34 编辑-添加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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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5 当前采集地块与其他地块相交 

 

图 4-36 当前采集地块关联企业选择 

4.5 分析比对 

分析比对功能菜单下包含单户分析、整体分析、单户比对和智能比对四个子功能。 

 

图 4-37 分析比对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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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1 单户分析 

单户分析功能操作见数据查询。 

4.5.2 整体分析 

按照税务分局、乡镇等查询条件检索所有已采集地块，地图定位到所选区域，查看该区

域采集进展和覆盖情况，在列表中单击某一项时，定位至该企业，企业与列表中选中项同步

高亮显示。 

（1）点击子菜单中的“整体分析”按钮，弹出整体分析页面。 

（2）界面右侧的“请选择乡镇”，选择查询区域，如“兴仁镇”。 

（3）系统自动查询“兴仁镇”范围内的采集情况，包含所有已采集企业和未采集企业。 

    （4）点击相应企业记录，选中项和地图上的地块同步高亮显示。界面左下角显示该选

中项的企业信息。 

 

图 4-38 整体分析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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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9 整体分析-乡镇查询结果 

4.5.3 单户比对 

单户比对功能，用于单户企业的不同年份数据的对比，并标记变化情况。有两种实现方

式：（1）通过菜单“单户比对”或快捷按钮 进入单户比对页面，再查询目标企业；（2）

先查询目标企业，在进入单户比对。 

（1）方式一：菜单项/快捷按钮进入单户比对，再查询目标企业。 

1）进入单户比对后，页面显示双屏，分别显示不同年份的影像底图和采集数据。 

2）输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目标企业，弹出“地块列表”和“企业信息列表”，

显示当前企业的地址、采集面积、登记面积和差异率信息。 

3）点击对应地块，地图自动定位到目标地块，可比对两期影像地物，发现变化情况。 

4）标记，如有记录变化信息的需要，可在标记文本框填写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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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0 单户比对方式一 

 

图 4-41 单户比对操作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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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2 两期影像比对 

（2）方式二：先查询目标企业，再进入单户比对。 

1）锁定目标企业，点击单户比对快捷按钮 ，弹出单户比对页面，地图自动定位到

该企业地块，进行双屏比对，发现变化情况。 

2）标记，如有记录变化信息的需要，可在标记文本框填写备注。 

3）下一企业/地块比对，在右上方输入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目标企业。 

 

图 4-43 查询目标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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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4 目标企业/地块单户比对 

4.5.4 智能比对 

本功能基于不同年份的影像数据，通过变化检测提取比对范围（已审核通过地块范围）

内的土地以及建筑变化。在客户端采用同屏比对方式进行变化结果展示，并提供变化企业名

单导出。 

（1）菜单“分析比对”—“智能比对”进入智能比对页面，系统默认加载全区变化地

块。 

（2）选择“所属乡镇”与“标记状态”，查询该乡镇范围内的变化企业，并提供检索

列表的导出。 

（3）点击列表内相应企业，地图自动定位到该企业地块，变化检测出来的地块高亮显

示（绿色），同时在右侧边栏下面的面板给出地块范围内前后对比变化详情：包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采集面积、检测变化面积、变化率、影像时相、用地类型、变化趋势等。 

（4）通过对比两期影像变化检测出来的土地和房产变化，结合变化信息判断当前选中

的土地或者房产变化是否有效，若确认为有效则点击“标记为有效”按钮，若与实情不

符或勾画错误，则点击“标记为无效”按钮。 

（5）点击“导出”，将查询区域的发生变化的企业地块列表导出成 Excel文件，供后

续查看和分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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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5 智能比对界面（蓝色-未审核数据、红色-已审核数据） 

    

图 4-46 智能比对-区域与标记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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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47 智能比对-已审核通过地块在两期影像上变化 

          

图 4-48 变化信息有效性标记 

4.6 数据统计 

数据统计功能模块用于采集数据的统计分析，包括审核前采集情况、差异率分析；审核

后采集情况、差异率分析；采集数据上传明细。 

 

图 4-49 数据统计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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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 土地采集审核统计 

此项针对各乡镇采集情况（应采集、已采集、未采集户数、采集率），审核情况（已审

核、未审核户数）、登记/采集面积（登记总面积、已采集面积、已审核总面积）、不同区

间内的差异率等进行的统计。提供统计表和图导出。 

（1）菜单“土地采集审核统计”，进入统计页面，默认显示以上乡镇统计表。 

（2）点击界面右下方“导出”按钮，导出统计表 excel文件。 

（3）点击“数据采集审核统计图”，切换到采集情况统计图页面，柱状图显示各乡镇

企业已采集和应采集户数。 

（4）在统计图页面右上角并排按钮中，可以切换柱状图与折线图

，同时针对生成的统计图单击保存按钮，可以将当前统计图

导出成 JPG格式的图片。 

 

图 4-50 土地采集审核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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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51 土地采集审核统计图/柱状图 

 

图 4-52 土地采集审核统计图/折线图 

4.6.2 土地采集差异统计 

此项针对各乡镇第一产业和二、三产业的已审核情况（包括各产业已审核户数，采集时

的差异率以及当前差异率）等进行的统计。提供统计表和图导出。 

（1）菜单“土地采集差异统计”，进入统计页面，默认显示以上乡镇统计表。 

（2）点击界面右下方“导出”按钮，导出图表 excel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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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点击“土地采集差异统计图”，切换到采集情况统计图页面，柱状图显示各乡镇

企业二三产业全部已审核户数与差异率在 10%以内的已审核户数对比情况。 

 

图 4-53 土地采集差异统计表 

 

图 4-54 土地采集差异统计图 

4.6.3 土地采集上传明细 

此项针对数据采集情况的记录，包括纳税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名称）、采集情况（采

集人、采集时间、采集面积）、审核情况（审核状态、结果、审核人、审核时间）、上传时

间、所属乡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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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供目标乡镇、审核结果等选择，进行条件查询，并导出列表。 

 

图 4-55 土地采集上传明细表 

 

图 4-56 上传明细条件查询 

4.7 数据管理 

数据管理分为：未采集纳税人导出、采集辅助数据导出、新增纳税人管理、采集数据入

库管理。 

  

图 4-57 数据管理菜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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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1 未采集纳税人导出 

未采集纳税人信息导出，导出条件：有无进行过土地登记、乡镇分类，选择相应条件查

询服务器端数据库，将查询到的纳税人的数据导出为 excel表。步骤： 

（1）点击“未采集纳税人导出”菜单按钮 ，打开数据导出界面，导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2）选择导出条件，如“有土地登记”；选择乡镇，如“兴仁镇”，点击 导入单

个乡镇按钮，点击“确定”，设置保存路径，保存 excel表。若需导出所有乡镇的数据，则

点击 导入所有选项按钮，选中所有乡镇。 

       

图 4-58 未采集纳税人导出 

 

图 4-59 未采集纳税人导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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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2 采集辅助数据导出 

导出纳税人登记数据、以及税务人员数据等，生成压缩包以便移动端采集系统进行离线

数据库更新；按乡镇等条件查询服务器端数据库，导出已审核通过的企业点和面数据，生成

压缩包（供移动端企业定位和重新采集用）。 

（1）点击“采集辅助数据导出”菜单按钮 ，打开数据导出界面，导出界面如下图所示。 

（2）勾选索要导出的数据类型，选择乡镇等信息，点击“确定”，导出 excel 表。 

 

图 4-60 采集辅助数据导出 

4.7.3 新增纳税人管理 

记录新增企业登记以及采集信息，分页进行列表展示，设置对只有临时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的企业分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功能。新增企业若已有采集面数据，则拷贝至采集面数据表

以进入审核流程，更新对应采集点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打开“新增纳税人管理”页面，如下图所示。 

（2）默认显示新采集未分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企业，点击“分配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弹出“新增企业信息编辑”框。分配信用代码、更新企业基本信息，点击“确定”，

保存。 



以地控税智能监控系统 V3.0-用户手册                                      42  

苏州中科天启遥感科技有限公司 

 

图 4-61 新增纳税人管理 

 

图 4-62 新增企业分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信息更新 

（3）针对已分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的纳税人，若需更新基本信息，则切换到“已分配”页

面，点击“修改”，重新进行企业信息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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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3 已分配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纳税人 

4.7.4 国土数据入库匹配 

    此项用于国土数据入库匹配，主要用于将国土部门提供的宗地数据与税源数据库中的

纳税人进行关联匹配，对于匹配不成功的则允许税务工作人员通过核查进行社会信用代码分

配从而关联成功。 

    

  

图 4-64 国土数据入库匹配 

（1）打开“国土数据入库匹配”页面。 

（2）在标题栏的 Tab 页可以切换以完成匹配成功与失败国土数据的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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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匹配失败页，单击列表中的某一条可以执行分配企业社会信用代码的操作。 

 

输入社会信用代码后，单击确定完成对匹配失败。 

图 4-65 国土数据关联匹配结果 

4.8 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功能主要包括：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操作日志和登录日志以及参数设置管

理。 

4.8.1 用户角色 

此项可执行用户查询，以及与用户相关的功能权限管理，赋予角色的修改。 

（1）根据“机关”、“姓名/工号”等，查询符合条件的用户。 

（2）如有用户身份变换，可点击“修改角色”，修改用户身份，如“一般人员”、“系

统管理员”、“数据审核员”，如下图。点击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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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66 用户角色管理 

 

图 4-67 用户管理-修改角色 

4.8.2 角色列表 

此项用于角色的增删改，以及与角色相关的子系统、模块、功能菜单的管理。本系统默

认定义的用户角色有三种，即“一般人员”、“系统管理员”和“数据审核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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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改角色：点击对应角色列表最后一项的“修改角色”，弹出修改角色对话框，

可进行该角色相关模块功能的权限勾选，如图 4-68，完成编辑后保存。 

    （2）添加角色：点击“添加”按钮，弹出“新增角色关系”对话框，输入角色标识、

角色名称、备注，选择角色相关功能，如图 4-69，完成编辑后保存。 

 

图 4-68 角色列表 

 

图 4-69 修改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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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0 添加角色 

4.8.3 操作日志 

记录所有登录用户使用系统的具体操作内容，时间，机器 IP等内容。 

 

图 4-71 操作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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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4 登录日志 

记录所有登录系统的用户信息，登录时间，使用机器 IP地址等内容。 

 

图 4-72 登录日志 

4.8.5 参数设置 

 

图 4-73 参数设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