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

GDCA 数字证书及电子签章申请指南

一、办理证书说明

数字证书用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项目，使用数字证书和电子签章对中山大学附

属第五医院项目上的相关文件进行电子签名及签章，确保数据和信息安全。

二、数字证书及电子印章收费标准

申 请 人

类型
数字证书 收费标准 新增业务 续期业务 证书补发 办理要求

单位

机构证书

数字证书载

体费
200 元/个 --- 200 元/个

用于投标业务使

用，每个投标人

必须办理 1 个

机构业务证书用

于机构证书补充

使用，投标人按

需办理

服务费（含

证书及电子

印 章 服 务

费）

150元/个/年 150元/个/年 ---

机构业务

证书

数字证书载

体费
200 元/个 --- 200 元/个

服务费（含

证书及电子

印 章 服 务

费）

150元/个/年 150元/个/年 ---

个人

机构法人

证书

数字证书载

体费
200 元/个 --- 200 元/个

用于机构法定代

表人使用，每个

投标人必须办理

1 个

机构个人证书用

于机构法人证书

补充使用，投标

授权人人按需办

理

服务费（含

证书及电子

印 章 服 务

费）

130元/个/年 130元/个/年 ---

机构个人

证书

数字证书载

体费
200 元/个 --- 200 元/个

服务费（含

证书及电子

印 章 服 务

费）

130元/个/年 130元/个/年 ---

注：证书资料更新/印章更新、证书解锁、证书撤销（注销）等售后业务均为免费办理



收费其他相关说明：

1.GDCA 收费标准根据佛山市相关部门要求结合制定；

2.证书服务年费有效期自证书签发日生效。未及时续费的单位,证书服务年费将

按照缴费时间重新开始计算；

三、证书业务申请资料说明（相关填报表格请在本文最下方“附件”中下载）

 证书新申请业务需准备的材料

客户类型 所需提交资料 办理渠道

企业

1.机构（企业）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2.《GDCA 数字证书用户协议》（一式两份，签名加盖公章）；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复印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5.电子印章（签章）填报表（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现 场 或

GDCA 微

信 公 众

号、淘宝

多渠道办

理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1.机构（企业）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2.《GDCA 数字证书用户协议》（一式两份，签名加盖公章）；

3.申请机构证明文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请根据其单位类型提

供相关证件；

事业单位：须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或事业单位法人登记

证（副本）复印件。

国家机关：须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或机关单位成立批复

函件复印件。

社会团体：须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或社会团体登记证复

印件。

4.电子印章（签章）填报表（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5.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注：部分未完成“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的企业需提供“组织机构代

码证”复印件（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个人

【机构个人】：适用于以“机构（含所属机构名称）中个人名义"申请

使用

1.《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一式一份，申请人或经办

人签名加盖公章）；

2.《GDCA 数字证书用户协议》（一式两份，签名加盖公章）；

3.申请人证件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章）；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章），如申请



人本人办理则无需提交；

5.电子印章（签章）填报表（一式一份，如需申请该项目的个人印章

需提供此项资料）。

 证书售后服务业务需准备的材料

序

号

售后服务类型 所需提交资料 办理渠道

1

数字证书补发

服务费

（范围：

USBKEY 遗失，

人为损坏等）

1.机构（企业）或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2.《GDCA 数字证书用户协议》（一式两份，签名加盖

公章）；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复印件（一式一份，加

盖公章）；

4.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

章）；

5.数字证书（如遗失则无需提供）

现场办理

2

数字证书及电

子签章资料更

新

1.机构（企业）或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2.《GDCA 数字证书用户协议》（一式两份，签名加盖

公章）；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副本）复印件（一式一份，加

盖公章）；

4.电子印章（签章）填报表（一式一份，签章变更时需

提供）；

5.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

章）；

6.数字证书

现场办理

3

数字证书及电

子签章应用续

期

1.机构（企业）或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

章）；

3.数字证书

现场或 GDCA
微信公众号

4 数字证书解锁
1.机构（企业）或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现场办理或

在线自助解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

章）；

3.数字证书

锁（操作流程

见指南）

5 数字证书注销

1.机构（企业）或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

（一式一份，签名加盖公章）；

2.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一式一份，加盖公

章）；

3.数字证书；

现场办理

四、数字证书办理方式

现场业务办理:

携带申请资料，现场审核资料及缴费（支持现金/刷卡/支付宝/微信），现场制证办结。

现场办理地址：

地区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工作时间

广州市

1、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14 号粤民大厦

1306 室（中山大学正门斜对面）

95105813

QQ 号：8008301560

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8：00

（周六日及节假日休

息）

2、广州市越秀区越华路 112 号珠江国际大

厦 3001 室业务前台

深圳市
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 8 号设计大厦 13 楼

1320A

佛山市
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南海大道北 57 号南海新

闻中心一楼大门左侧

0757-85132820

QQ 号：8008301560

上午：9：00~12：00

下午：14：00~17：30

（周六日及节假日休

息）

在线业务办理：收到资料且审核通过后根据订单的先后顺序尽快处理，请预留足够的时

间提前申请（在线办理无需纸质资料，合规的纸质申请资料按步骤扫描上传。查询 QQ 号：

8008301560 可通过 QQ 号查询线上申请证书进度，查询时需提供订单编号及单位名称。



在线业务办理：

在线申请证书时需提前确定合适的领取方式，申请过程中不允许变更领取方式！

①现场领取：请经办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前往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14 号粤民大

厦 1306 室（中山大学正门斜对面）海珠受理点地址领取介质；

②快递邮寄：GDCA 将根据用户所填写的快递地址信息邮寄介质。

数字证书在线业务办理-中山大学智能电子采购系统（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数字证书

及电子签章业务在线办理流程

数字证书在线客户服务（可通过 QQ：8008301560 咨询）

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智能电子采购系统数字证书在线解锁操作流程：（在线解锁功能只对中山大学

智能电子采购系统、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智能电子采购系统和智慧云平台的专用数字证书用户开放）

在线解锁入口：http://gdcamc.95105813.cn/mcmodule/unlock.html

操作流程：

情景一：当前经办人与系统记录证书联系人一致

情景二：当前经办人与系统记录的证书联系人信息不一致（可通过 QQ：8008301560 咨询）

五、数字证书客服热线（数字证书办理及电子签章业务办理咨询）

http://gdcamc.95105813.cn/mcmodule/unlock.html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00139/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00140/


GDCA 全国客服热线：95105813

GDCA 在线技术支持：QQ：8008301560

技术支持热线：020-84158040/13380054534（只提供本项目技术问题处理）

GDCA 官网：www.gdca.com.cn；

工作时间：上午：9：00~12：00 下午：13：30~18：00（周六日及节假日休息）

六、附件

1、机构（企业）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下载链接：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

hments/downloadfile20220629078-1-1-.doc

2、机构（个人）数字证书业务申请表，下载链接：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

hments/downloadfile20220629079-1-2-.doc

3、GDCA 电子印章填报表，下载链接：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

hments/downloadfile2022042201.doc

4、GDCA 数字证书用户协议（通用版协议）GDCA2021-V1.0，下载链接：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GDC

A-00029/

七、需要下载及安装数字证书驱动（共三项）

下载地址详见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智能电子采购系统“资料下载”：

https://www.zhizhengyun.com/cms/document/downloadList.html

https://www.gdca.com.cn/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629078-1-1-.doc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629078-1-1-.doc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629079-1-2-.doc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629079-1-2-.doc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42201.doc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42201.doc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GDCA-00029/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GDCA-00029/
https://www.zhizhengyun.com/cms/document/downloadList.html


1、 GDCA 数字证书客户端（版本：4.3.2），下载链接：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

ide/GDCA4.3.2/；

2、 GDCA 电子印章客户端（版本：V4.3.6）；下载链接：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

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21802-GDCA02.14.zip

3、中大五院投标书编制软件（正式版）（仅供应商下载使用），下载链接：

https://www.zhizhengyun.com/cms/document/view?id=11be0ac3-7073-4357-b

386-6890278a49a5

数安时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2 月 13 日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GDCA4.3.2/；
https://www.gdca.com.cn/customer_service/guide_service/application_guide/GDCA4.3.2/；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21802-GDCA02.14.zip
https://www.gdca.com.cn/export/sites/default/customer_service/.content/attachments/downloadfile2022021802-GDCA02.14.zip
https://www.zhizhengyun.com/cms/document/view?id=11be0ac3-7073-4357-b386-6890278a49a5
https://www.zhizhengyun.com/cms/document/view?id=11be0ac3-7073-4357-b386-6890278a49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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