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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陆 1、打开百度搜索“中拍平台”或输入网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 

模拟测试拍卖流程请进入测试平台 

测试网址：https://test.caa123.org.cn 

（推荐使用360安全浏览器、谷歌浏览器、搜狗浏览器） 

提示：企业后台账号、拍卖师账号、竞买人账号，不可同时在同一个

浏览器上登录 

2、点击——“拍卖企业后台” 

3、输入用户名密码进行登录 

（若无法正常登陆请点击“忘记密码”按钮或拨打

4008985988咨询） 

拍卖企业后台 



发布拍卖公告 



拍卖》拍卖公告管理》增加 

发布公告之前先“增加”拍卖公告 

拍卖会公告管理功能解释： 

1、查看：预览展示状态 

2、提交：发布公告，等待审核 

3、修改：修改错误信息 

4、删除：删除这个公告 

5、申请驳回：已审核发布需要修改内
容，驳回不会影响已经编辑的内容 

1、拍卖公告：在此页面提交，编辑和
等待审核 

2、拍卖公告+拍卖会：在此页面提交，
编辑和等待审核 

提交的两种公告： 



编辑公告信息： 

1、输入公告标题 

2、选择公告标的类型 

3、输入公告正文 

4、点击下一步 

公告正文编辑框可直接上传已编辑Word文档内容 

拍卖》拍卖公告管理》增加》“添加公告”——“公告信息”编辑 

编辑“增加”的拍卖公告内容——》公告信息 



拍卖会公告“资料上传”： 

1、编写竞拍须知 

2、上传附件 

3、确认无误点击完成并保存 

编辑“增加”的拍卖公告内容——资料上传 

拍卖》拍卖公告管理》增加》“添加公告”——“资料上传”编辑 



编辑“拍卖会信息”： 

1、选择拍卖时间 

2、输入预展时间 

3、输入拍卖地点（默认中拍平台，可修
改） 

4、输入预展地点 

5、输入联系电话 

6、选择媒体发布时间（即媒体展示时间） 

7、确认无误点击“下一步” 

编辑“增加”的拍卖公告内容——》拍卖会信息 

拍卖》拍卖公告管理》增加》“添加公告”——“拍卖会信息”编辑 

可按实际发布媒体名称，手动输入，
非固定内容 

建议提前媒体发布时间24小时提交，
预留出审核校验时间 



发布法定公告：中国商网 

拍卖》拍卖公告管理》增加》 

公告中的其他信息填写与之前发布的公告相同，但在第三步“拍卖会信息”，需要将“发布媒体”选择为“中国商网” 

1、保存并缴费》选择支付方式》选
择是否需要发票》确定》跳转到相应
渠道进行支付 

2、支付成功后，这个公告驳回修改
重新提交不会再次收费 

支付费用： 

1 2 

3 



编辑拍卖会 



需要“增加”,对新增的拍卖会进行编辑 
编辑拍卖会： 

1、查询：查找已经发布过的拍卖会 

2、增加：新增拍卖会 

3、预约生成档案：已结束的拍卖会生成

完整的电子档案，以便下载留存 

4、刷新：刷新当前拍卖会状态 

5、下载档案：下载前一天预约的档案 

6、查看：预览拍卖会展示状态 

7、修改：修改拍卖会信息 

8、删除：删除 

9、添加封面：给拍卖会添加封面 

 

拍卖会管理功能解释： 

拍卖》拍卖会管理》增加 



编辑“增加”的拍卖会信息、关联拍卖公告 

编辑拍卖会公告： 

1、选择拍卖会公告进行关联 

2、填写拍卖会名称 

3、选择拍卖会类型 

4、选择拍卖会属性 

5、选择支付方式 

 

6、选择报名截止时间 

7、选择拍卖师 

8、选择开始时间 

9、确认是否是专项拍卖（需要申请） 

10、点击确定 

 

拍卖会公告注意事项： 

1、公告：选择关联未发布的公告，已发布的公告无法选择 

2、拍卖会类型分两种： 

同步拍（拍卖进行中，标的按顺序一个接一个进行，全程由拍卖
师操作） 

网络拍（拍卖进行中，标的同时开始，拍卖师可不操作） 

 



拍卖会封面编辑： 

添加拍卖会封面（修改拍卖会封面） 

 

 

 

1 

3 
2 

选择本地图片（注意格式和尺寸） 

 

 

 选择系统默认图 

（与拍卖物品类型相关） 

 

 

 

修改编辑上传的本地图片，拖动显
示框到图片合适位置 

若图片过大或过小，点击放大图片
或缩小图片 

确认无误点击“保存” 

 

 

或 

“确认” 

 

给新“增加”的拍卖会“添加封面” 



如何设置： 

1、拍卖会管理 
2、“勾选”需要添加拍品的拍卖会 
3、点击“相关拍品” 

“相关拍品”按钮功能解释： 

1、关联拍品：“拍品管理”已添加
拍品，仅做关联 
2、新增拍品：“拍品管理”无拍品，
新添加单个拍品 
3、批量添加：拍品批量上传 
4、排序拍品：编辑拍品展示顺序
0.1.2.3...∞数字越小展示靠前 

图
解
向
下
翻
页 

拍卖会管理》选择拍卖会》相关拍品 给新“增加”的拍卖会添加“相关拍品” 



关联拍品：选择已录入的拍品点击“确定” 

新增拍品：按要求填写拍品内容 

相关拍品操作图解： 

1 2 

3 

拍卖会管理》相关拍品》关联拍品 

拍卖会管理》相关拍品》新增拍品 

给新“增加”的拍卖会“添加”拍品》关联拍品/新增拍品 



批量添加 

① 拍品信息模板下载 
② 使用说明下载（请仔细阅读） 
③ 点击上传（编辑好的拍品信息Excel表） 
④ 下一步 

① 相关资料模板下载 
② 点击上传（按要求压缩的文件包） 
③ 完成添加 

1 

2 

3 

拍卖会管理》相关拍品》批量添加 

给新“增加”的拍卖会批量“添加”拍品》批量添加 



提示： 

① 在关联好标的后需要给拍品排序才可
正常提交 

② “网络拍”此排序为展示顺序 
③ “同步拍”此排序为拍卖顺序 

拍卖会管理》相关拍品》拍品排序 给新“增加”的拍卖会拍品》“排序” 

逻辑图 

1编辑拍公告 2编辑拍卖会 

4添加标的 6“提交”发布 

5排序拍品 

3添加封面 

关
联 

关  联 



拍卖会管理—》相关拍卖师操作 

提示：拍卖会状态“已结束”，拍卖师不可变更 

给新“增加”的拍卖会》“变更拍卖师”》添加“相关记录员” 

拍卖会管理—》相关记录员》关联记录员 

提示： 
1、仅限同步拍下有记录员，用于记录现场竞
买人出价 
2、如无记录员可关联，则需要先添加 
3、记录员“添加”》账号管理》用户管理》“新
增”相关记录员 



拍品管理 



拍品管理—》新增拍品 1 

2 

3 

4 

1、拍品管理》增加 
2、拍品信息：填写拍品基本信息 
3、拍品介绍：填写拍品介绍 
4、资料上传：增加拍品图片，为最
佳展示，建议上传标的图比例为3：2 

对拍品进行单独管理：新增、修改、删除、查看 



竞买人管理 



竞买人管理  》详情  》确认缴
纳  》确定  》下一个竞买人 

详情：可查看竞买人证件信
息 
确认缴纳： 
  网络拍：确认竞买人报名
信息 
 同步拍：确认竞买人报名

信息，选择多个标的，确认可成交拍
品数 

竞买人管理》确认缴纳》授权 

1 

2 



竞买人管理——》优先买人管理》增加 

竞买人管理——》现场竞买人管理 

竞买人管理——》限制竞买人管理 

现场竞买人管理：“增加”——填写“证件号”、
“证件类型”、“姓名”、“竞买号”或其他信息 

优先/特殊竞买人： 
需要竞买人先报名才可增加 

优先购买权人：在拍卖中根据法律规定，同等
条件下优先于第三人购买权利的人，添加时需
要设置优先等级 

特殊购买权人：根据法律规定，本场拍卖会免
交全部或部分保证金的竞买人 

添加限制竞买人，限制其出价的权力“谨慎操
作” 

竞买人管理》增加优先竞买人、限制竞买人、现场竞买人 



拍卖师操作 



点击企业后台登录 

正式平台地址：
https://paimai.caa123.org.cn 
（推荐使用360安全浏览器、谷歌浏览器、
搜狗浏览器） 
提示：企业后台账号、拍卖师账号、竞买人账号，不
可同时在同一个浏览器上登录 
 
关于账号： 
1、拍卖师账号为拍卖师证号 
2、密码忘记后需登录企业后台修改》企业后台》账
号管理》用户管理》重置密码 

拍卖师登录 



拍卖师后台》查看 
“一键结束拍卖会”请谨慎操作，结束后所有拍品为流拍状态，不可恢复 

拍卖师后台 



撤拍： 

单独撤销某个标的时点击，
谨慎操作，不可恢复 

点击修改： 

可修改灰色框体的所有信
息 

开始竞拍： 

（仅限同步拍）倒计时结
束后续手动点击开始，竞
买人才可出价竞拍 

拍卖师发言板块：手动输
入发言信息 

竞价显示版面：显示当前
竞买人出价信息 

查看竞买
人IP地址 

拍卖师开始控制拍卖会 



暂停》回退 

此功能可回退当前最高价，以第二或更早出价为领
先价格 

倒计时结束： 
点击确认成交、确认流拍、继续拍卖 
（一旦操作不修改） 

拍卖师进行拍卖会控制 



打印留档 
打印“成交确认书”“竞价记录” 

1 

2 

3 

4 

步骤： 

竞价记录可以直接下载打印 



其他功能 



运营——》企业管理——》编辑 

添加企业简介、logo、企业电话、地址等
信息 

运营——》银行卡管理——》增加 

线上支付开通后可用，是保证金接收账户，
根据提示填写信息绑定即可 

运营 

运营——》公告费用管理——》充值、查
询 

充值媒体公告费、查询账户明细 



账号管理——》用户管理——》新增 

提示：角色拍卖师不可自主添加，拍卖师由行业协会调转 

账号管理 

新增记录员、运营人员、管理员 修改手机号、密码等 



拍卖师管理——》名字》主持的拍卖会》查询企业名下拍卖师信息 

可以勾选后查看拍卖师证件是否上传，联系方式，以及【主持的拍卖会】信息 

拍卖师管理 



现场竞买人管理——》新增 

提示：同步拍的模式下会使用到现场竞买人，后台“新增”填写现场竞买人信息，与拍卖会关联后“记
录员”可替代现场竞买人在网上出价竞拍 

现场竞买人新增 



新增：添加招商信息（根据提示填写内容即可） 
结束招商：结束已经过期的招商 
申请驳回：驳回需要修改的招商信息 

招商管理——》我的招商 

招商信息发布 



技术热线：400-898-5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