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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系统概述 

《全国农机质量投诉管理系统》是【农机直通车·全国农机化信息服务平台】的

一个应用子系统。 

部、省、市、县各级农机管理部门均可以通过该系统实现各级农机质量投诉的信

息化管理和相关的数据分析。 

2. 操作指南 

2.1. 投诉管理 

部、省、市、县各级农机化管理部门均可以通过该功能模块实现本机构农机投诉

的受理、处理和投诉档案的管理。 

2.1.1. 投诉受理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质量监督管理-投诉管理】模块下的【投诉

受理】功能，系统进入（图 2-1-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2-1-1） 投诉受理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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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 如何进行案件的受理 

 录入 

在（图 2-1-1）中，点击 按钮，系统进入（图 2-1-2）所示的《农机质量

投诉登记表》录入界面。 

 

（图 2-1-2） 投诉受理录入界面 

在（图 2-1-2）中： 

1）在录入过程中可以随时点击 按钮，保存已经录入的信息，暂存后的案件

状态为【受理中】；案件受理人为本人。后续可以通过 功能继续完善相关信息；  

2）相关信息录入完成并选择是否受理后，可以点击 按钮完成投诉受理。提

交后的案件状态对应受理的结果：【待处理】或【不受理】。 

特别说明：在录入品牌信息时，可以直接录入品牌名称进行自动筛选，也可以使

用鼠标双击录入框选择品牌。 

 编辑 

在（图 2-1-1）中，勾选一条【案件状态】为【受理中】或【待受理】的案件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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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点击 按钮，系统进入类似（图 2-1-2）所示的操作界面，可以对案件信息

进行编辑操作。在进行编辑操作时，同样也可以随时点击 按钮或 按钮。 

特别说明： 

1）案件状态为【待受理】的案件是指用户通过网络提交的案件； 

2）只能编辑本人暂存的案件信息，不能编辑他人受理的案件信息； 

3）当编辑案件状态为【待受理】的案件时，案件的受理人即为编辑者本人。 

2.1.1.2. 如何进行案件的查询 

在（图 2-1-1）中，选择或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并点击 按钮，可以快速过

滤查询相关的案件信息。 

2.1.1.3. 如何查看案件的详情 

在（图 2-1-1）中，勾选任何一条案件信息，点击 按钮，可以查看案件的

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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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投诉处理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质量监督管理-投诉管理】模块下的【投诉

处理】功能，系统进入（图 2-2-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2-2-1） 投诉处理管理界面。 

2.1.2.1. 如何进行案件的处理 

 认领 

在（图 2-2-1）中，勾选【案件状态】为【待处理】的案件，点击 按钮可

以批量认领案件。凡是本人认领的案件，【案件状态】变为【处理中】，案件处理人即

为本人。 

温馨提示：本人认领后的案件只能由本人自己进行后续的处理，其他人员将不能

对该案件进行任何的操作。 

 处理 

只有认领后的案件才可以进行案件处理操作。 

在（图 2-2-1）中，勾选【案件状态】为【处理中】的案件，点击 按钮系

统进入（图 2-2-2）所示的案件处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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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2） 投诉案件处理界面 

在（图 2-2-2）中： 

1）投诉处理人员可以录入调解记录、调解结果、处理结果、结案时间、挽回损

失等相关信息； 

2）投诉处理人员在录入处理信息时可以随时点击 按钮暂存相关信息；暂存

后的案件状态仍为【处理中】 

3）如果案件处理完成，则可以点击 按钮，提交相关信息，完成本案件的处

理工作；提交后的案件状态对应处理的结果：【已办结】或【已终止】。 

2.1.2.2. 如何进行案件的交办 

当某些案件需要交办给下级单位进行处理时，可在（图 2-2-1）中勾选【案件状

态】为【待处理】的案件点击 按钮，并选择下级单位，即可将该案件交办给下

级机构处理。 

温馨提示：对于进行了【交办】操作的案件来讲，受理方看到的案件状态为【已

交办】，案件来源为【机构受理】；而接收方看待的案件状态仍然是【待处理】，只不

过案件的来源为【上级交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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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3. 如何进行案件的移交 

如果本人需要将自己处理的案件移交给他人处理时，可在（图 2-2-1）中勾选【案

件状态】为【处理中】的案件点击 按钮，并选择对应的工作人员，即可将该案

件交办给指定的工作人员处理。 

温馨提示：移交后的案件状态、案件来源、案件信息等不变，只是处理人变为了

被指定的工作人员。 

2.1.2.4. 如何进行案件的查询 

在（图 2-2-1）中，选择或输入相应的查询条件并点击 按钮，可以快速过

滤查询相关的案件信息。 

2.1.2.5. 如何查看案件的详情 

在（图 2-2-1）中，勾选一条案件信息并点击 按钮，即可以查看该案件的

详细信息。 

温馨提示：如果该案件的状态为【待处理】，还可以进行【认领】或【交办】操

作；如果该案件的状态为【处理中】，则可以进行【移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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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档案管理 

在任何一个操作界面中，点击【农机质量监督管理-投诉管理】模块下的【档案

管理】功能，系统进入（图 2-3-1）所示的操作界面。 

 

（图 2-3-1） 档案管理操作界面 

2.1.3.1. 如何进行案件的查询 

在（图 2-3-1）中，选择或输入相关的查询条件并点击 按钮，可以快速筛

选查询相关的档案信息。 

温馨提示：通过选择行政区划，可以查询辖区内各级农机化管理部门所受理或处

理的全部案件信息。 

2.1.3.2. 如何查看案件的详情 

在（图 2-3-1）中，勾选一条案件信息并点击 按钮，即可以查看该案件的

详细信息。 

2.1.3.3. 如何补录案件的信息 

如果需要补录历史上已经办结的案件信息，可在（图 2-3-1）中点击 按钮

即可按照页面提示补录案件信息。操作界面如（图 2-3-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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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2） 案件补录操作界面 

在（图 2-3-2）中： 

1）在补录过程中可以随时点击 按钮，保存已经录入的信息，该案件的状态

为【补录中】，后续可以通过 功能继续完善相关信息； 

2）相关信息录入完成并选择是否受理或办结、终止后，可以点击 按钮，完

成案件档案的补录，该案件的状态对应受理结果或处理结果：【不受理】、【已办结】

或【已终止】。 

2.1.3.4. 如何编辑案件的信息 

在（图 2-3-1）中，勾选一条【案件状态】为【补录中】的案件，点击 按

钮，可以编辑相应的信息。 

在编辑案件信息的过程中，依然可以进行【暂存】和【提交】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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