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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为便于用户快速认识、使用供稿系统，本手册重点介绍系统相关的基本概念、

主要功能和业务流程。用户可依据本手册内容，通过实际操作演练，尽快掌握供

稿系统操作技能。 

1.1. 产品流程简介 

主要包括账号注册审核流程、供稿流程。 

账号注册流程： 

 

供稿流程： 

1.2. 名词解释 

供稿：文章的生成方式，对应有供稿人和供稿单位。 

内容：文章。 

邀请码：新用户注册采用邀请机制，由管理员生成邀请码发放给指定用户使用。 

约稿：“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审核员有权限进行约稿发布及管理。 

2. 系统综述 

2.1. 系统简介 

为确保安全性得到最大保障，目前供稿系统分为二级系统及三级系统。二级

系统：省级其他供稿单位及市县级用户；三级系统：省级党委宣传部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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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角色简介 

供稿系统用户分为四个权限：供稿权、审核权、管理权、运营权。供

稿系统成员进入系统都默认具有供稿权限。  

用户必须通过邀请码完成账号注册，进行针对内容的编辑、送审、审核，进

行约稿管理、架构管理和人员管理 。 

2.3. 权限说明 

（注：√意为具有相应权限） 

可针对每个用户配置不同的权限（审核权限，管理权限），每个模块会开放给不

同权限的用户。 

3. 适用环境 

省级党委宣传部（三级）系统： IE11 版本以上浏览器；  

省级其他供稿单位及市县级（二级）系统： Chrome6.0 版本以上浏览器。 

页面 供稿权 审核权 管理权 运营权 

首页 √    

我要投稿 √    

我的供稿 √    

待我审核  √   

我已审核  √   

约稿管理  √（仅“学习强

国”学习平台审核

权） 

  

架构管理   √  

邀请码管理   √  

人员管理   √  

栏目管理    √ 

APP 运营    √ 

PC 运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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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操作步骤 

4.1. 初始化（注册） 

4.1.1. 账号申请操作步骤 

三级系统注册流程： 

① 三级系统使用“USB Key 登录”，请提前拿到 USB Key，并牢记初始密码：

12345678。 

② 安装证书（若已安装，请跳过此步骤） 

三级系统首页下方“下载安全证书”—下载附件 1（包含证书及 USB Key 操

作手册）解压缩后双击安装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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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更改 IE 浏览器基本配置 

a) 打开 IE11 以上版本的浏览器，点击右上角“设置”—“Internet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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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点击“安全”—“受信任的网点”—“站点”。 

 

c) 输入框中添加 https://gonggao.xuexi.cn/，点击“添加”—“关闭”

—“确定”。 

 

https://gonggao.xue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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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将 USB Key 插入电脑 USB 接口处。在 IE11 浏览器中打开 

https://gonggao.xuexi.cn/，进入“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供稿系统省委宣

传部（三级）系统登录页面。 

 

⑤ 修改 USB Key 密码（PIN 码）：初次使用时，需修改密码确保安全（可以在

键盘输入、也可用鼠标在弹窗键盘点选。其中 Caps Lock 为切换字母大小写

按钮）。 

请牢记新密码（PIN 码），若不慎遗忘，请第一时间联系联系国家信息中心当

地联络站或“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管理部。 

 

https://gonggao.xuex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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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第一次登录成功需要完善信息，需填写手机号和邀请码，点击“提交审核”。 

说明：邀请码通过邀请人发放，会关联组织信息，一旦申请成功后，该用户

即为该组织下的用户。 

⑦ 安全注意事项： 

a) 登录系统后，务必记得修改 USB Key 密码； 

b) 账号持有人有义务保护账号相关认证因素（包括 USB Key、密码）不被

窃取，且需要为该账号所有操作行为负责； 

c) 账号持有人在工作岗位发生变化时，包括岗位调整和离职，需主动告知

管理员进行权限回收、移出组织、归还 USB Key； 

d) USB Key 密码需要定期自主修改更新； 

e) 如 USB Key 丢失，请及时联系国家信息中心当地联络站或“学习强国”

学习平台学习管理部。 

二级系统注册流程： 

① 下载“学习强国”APP。 

② 注册“学习强国”APP 账号。 

a) 未注册的新用户，点击新用户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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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若已下载过钉钉 APP，则可以使用钉钉 APP 的账号密码直接登录，无需

重复注册 

c) 支持选择手机号码所在国家和地区； 

d) 输入手机号码收取验证码进行注册登录（超过 30 秒收不到验证，可以尝

试用接听电话的方式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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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填写组织名称及真实姓名。 

④ 在 chrome 或 IE 浏览器中打开 https://gonggao2.xuexi.cn/，进入“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供稿系统省级其他供稿单位及市县级（二级）系统登录页

面。 

 

 

⑤ 打开“学习强国”APP—下方导航“消息”——右上角“扫一扫”。 

⼲干掉

默认党群/党委

进⼊入学

习

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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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使用手机对着电脑二维码进行扫描登录（若二维码失效，请点击“刷新”即

可）—在手机端学习强国 APP 点击“登录网页版供稿系统”。 

⑦ 第一次登录成功需要完善信息，需填写手机号和邀请码，点击“提交审核”。 

说明：邀请码通过邀请人发放，会关联组织信息，一旦申请成功后，该用户

即为该组织下的用户。 

 

 

 

 

⑧ 若扫码登录时，出现白屏的情况，请按照如下操作设置浏览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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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浏览器“Internet 选项”；选择每一个区域，全部取消勾选“启动保护

模式”选项，并重新启动浏览器。 

4.1.2. 账号审核及通过 

① 提交审核成功后，该用户会绑定到该组织架构下，需要同层级或上级管理员

在“架构管理“—“人员管理”审核通过才可进入供稿系统。 

*说明：审核时可针对用户配置审核权或管理权： 

• 管理权——创建架构和管理人员； 

• 审核权——进行文章审核。 

 

② 审核成功后，即可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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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若持续将 USB Key 插入电脑 6 小时以上，为确保安全合规，系统将

自动退回首页重新输入登录。 

安全注意事项：账号审核应对所管理的组织人员身份进行核实，并验证其手

机号码，避免伪造身份的攻击者混入。 

4.2. 供稿 

4.2.1. 我要供稿 

① 用户可通过首页左侧功能导航栏“我要供稿”。进入内容编辑页面。 

*说明：标题 （字数限制 30 个字），图片（大小限制 2M，长宽均不小于

100px，支持 jpg 或 png 格式），支持选择“约稿管理”中已发布的话题，

支持预览，如有必要需要填写原作者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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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在编辑文章过程中，可随时点击下方“预览”按钮，进行预览查看。 

③ 在“预览”页面，点击右上角“X”或最下方“关闭”按钮可退出预览，返回

编辑页面。 

④ 内容编辑完成后，点击“保存”会进入“我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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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我的供稿 

① 点击标题可进入文章预览页面，也可以进入编辑页面； 

② 可通过列表页最右侧“编辑”对创作中的文章继续编辑； 

③ 可通过列表页最右侧“提交审核”提交到上级单位的审核人员审核； 

④ 可通过列表页最右侧“历史详情”查看供稿审核及修改情况； 

⑤ 几个名词解释： 

a）客体安全标识：系统安全确认标识，仅三级系统有此标识，对用户无任何

操作影响，可忽略； 

b）最新提交时间：用户最近一次提交供稿的时间，精确到时分； 

c） 操作日期：对稿件修改的最后时间，精确到时分。 

⑥  安全注意事项： 

请勿在文章内引用外部网络链接地址； 

请确认使用的多媒体（图片等）内容是否适宜发布； 

如发现已发布的文章存在不宜发布内容，请及时通知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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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审核 

4.3.1 待我审核 

审核人员可通过首页左侧导航“待我审核”进入审核列表，审核列表包括权限范

围内的全部待审内容。 

① 可通过点击文章标题对文章进行查看和编辑。也可对审核的内容进行编辑，

编辑后点击“保存”—“审核通过/不通过”； 

② 可通过列表页最右侧“历史详情”查看文章的审核历史； 

③ 可通过列表页最右侧“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对文章进行审核。节点组

织审核通过后，文章进入下一审核流程； 

④ 注意事项： 

a）若审核员开始审核，则文章状态变为审核中，其他审核员无法审核，且供

稿人无法撤回； 

b）最终审核流程终止于“学习强国”学习平台。 

⑤ 名词解释： 

客体安全标识：同“我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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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我已审核 

审核人员可通过首页左侧导航“我已审核”进入审核列表，审核列表包括所有已

审核的供稿。 

① 可点击文章标题对文章进行预览； 

② 可通过列表页最右侧“历史详情”查看文章的审核历史； 

③ 可通过右上角“审核通过/审核不通过”查看文章审核结果。 

4.4. 组织管理 

各层级管理员可通过首页左侧导航“架构管理”生成和管理供稿链路。 

① 左键点击架构名称前的“+”符号，可展开各链路层级情况。 

 

② 左键点击组织名称，可展开操作栏（人员管理、新增下级组织、重命名组织、

删除组织）。 

a) 新增组织：在当前组织下生成子组织（三级系统可生成二级系统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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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入新组织名称（名称不超过 40 个字）—选择“层级”—点击“确定”—“关

闭”； 

 

b) 删除当前组织，需确保组织下无人员。点击确定可删除（该操作不可恢

复，请谨慎选择）。注意：若组织下有成员，则无法删除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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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重命名组织：对当前组织进行重新命名。 

输入新组织名称（名称大于 2 个字，且不超过 40 个字）—点击“确定”

—“关闭”。 

d) 人员管理：对当前单位进行人员权限赋予、封禁及审核操作。 

 各层级管理员可通过架构管理中的各层级“人员管理”进行各组织下

的人员管理操作，包括封禁、认证审核、移出； 

 可针对单个用户进行权限配置，包括审核权限和管理权限，两种权限

不可同时具有，普通用户无审核或管理权，仅有供稿权限； 

 可依据人员所属组织，人员姓名进行搜索查找； 

 封禁：指该用户无法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供稿系统，但不影响

被封禁用户的稿件审核流程； 

 移出：点击操作栏“移出”，可将该成员进行移出操作。 

移出成员前请务必确认以下信息： 该成员所供稿件均已提交审核；

如该成员拥有审核权限，所有稿件均已审核完毕。 

③ 安全注意事项 

a) 账号分配要求如下： 

 账号分配需明确到人； 

 原则上每个人仅能分配一个 USB Key； 

 管理员在分配账号时需明确通知被分配人，在离开工作岗位时需及

时交还 USB Key 并通知管理员删除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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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理员需定期梳理账号清单，更新账号所有人信息，并清除已离开原

工作岗位的人员账号。 

b) 权限分配要求： 

 管理员在分配人员权限时需经明确授权， 权限仅能分配给指定人员

账号； 

 管理员账号禁止拥有审核权限，反之亦然。 

4.5. 邀请码管理 

各层级管理员可通过首页左侧导航“邀请码管理”生成、下载邀请码及查看使用

情况。 

① 查看邀请码使用情况：在筛选框选择组织或输入组织名称—点击“查找”，可

查看该组织下的邀请码使用情况（已使用、未使用）。同时可对未使用的邀请

码作删除处理； 

② 生成邀请码：选择需要生成邀请码的组织—点击“生成邀请码”—填写“邀

请码数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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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下载未使用邀请码，线下发放至各级组织：  

选择需要下载邀请码的组织—点击“下载未使用邀请码”—下载 CSV 文件

至本地（该文件可使用 excel 软件打开）。 

文件命名规则：架构名称-邀请码数量-下载时间（精确到日期） 

④ 安全注意事项 

a) 邀请码应当严格按需创建、分配； 

b) 各级管理员仅为自己管理的组织创建邀请码； 

c) 如果有出现邀请码被占用的现象，需要排查并验证占用邀请码的人员是

否存在异常； 

d) 如邀请码由于某种原因不再使用，一周内会自动过期。 

4.6. 帮助中心 

4.6.1  根据角色不同，可点击下载针对性的新手引导手册； 

4.6.2  学习强国 APP 扫描二维码，可在线咨询客服。 

5. 特殊情况处理方式 

   如忘记登录密码，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进行修改； 如发现账号被盗或者其

他异常行为，请先联系管理员封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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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常见问题 

1、什么是供稿系统？ 

答：供稿系统是“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原创内容生产系统，是全国学习平台在

内容生产环节的重要支撑。通过供稿系统，可以实现以省、市、县三级宣传部门

为主节点，以各供稿单位为子节点搭建供稿链路，稿件经过逐级审核、层层把关，

最终在学习平台展示，是学习平台“全党办、大家办”“全党学、大家学”理念

的重要体现。 

 

2、供稿系统有几个角色？各有什么权限？ 

答：根据工作职能，供稿系统可划分为供稿员、审核员、管理员、运营员四种角

色，对应着供稿、审核、管理、运营四种权限。 

供稿权，即创作、送审稿件的权限，所有用户入驻系统均默认具有供稿权； 

审核权，即对下游供稿人员报送稿件进行审核、再次编辑的权限，为供稿审核员

所专有； 

管理权，即创建链路、邀请码管理、人员管理的权限，为供稿管理员所专有。 

运营权，即创建栏目，完成 PC 和 APP 运营相关工作，为省级运营员专有。 

 

3、供稿系统的登录方式有几种？ 

答：供稿系统有两种登录方式，省级党委宣传部节点用户须使用 IE11 浏览器通

过 USB Key 登录；省级党委宣传部节点外的其它省级、市级、县级供稿单位用户，

均通过学习强国 APP 扫码登录。 

 

4、登录供稿系统，对电脑系统和浏览器有什么要求？ 

答：省级党委宣传部节点用户使用的电脑，应安装 Win7 及以上版本操作系统，

并使用 IE11 浏览器。 

省级党委宣传部节点以外的用户，使用学习强国 APP 扫码登录时，应当使用 IE

或谷歌 Chrome 浏览器，以确保稳定性、兼容性。 

 

5、如何邀请新用户入驻系统？ 

答：管理员在邀请码管理中，在新用户对应单位组织下生成邀请码，发放给用户，

用户一周内访问供稿系统填写邀请码及个人信息提交审核，管理员在人员管理中

审核通过，并可根据实际配置相应权限，如未配置权限，则默认为普通供稿员。

邀请码有效期为 7 天，逾期未使用的自动过期，管理员须重新生成、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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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稿件标题、内容和配图有什么基本要求？ 

答：标题字数为 5-30 个字，不包含特殊符号。 

文章内容做到真实、准确、要素完整，符合供稿规范各项要求。文章格式规范、

布局清晰。 

正文配图支持从本地上传，居中展示，自行调试大小，图片单张最大不超过 2M，

长宽均不小于 100px，支持 JPG、JPEG、PNG 格式。 

 

7、稿件创作有几种方式？ 

答：共有两种稿件创作方式，即自由供稿和依约稿供稿。自由供稿即供稿人员可

自行设定主题，创作内容；约稿供稿即供稿人员根据学习平台发布的约稿公告确

定的主题和要求进行供稿。 

 

8、能否创作、送审音视频类稿件？ 

答：试点阶段，供稿系统暂时只支持图文类稿件创作，未来将同时支持图文、音

视频等多种形式的稿件创作。 

 

9、供稿人员如何修改、删除文章？ 

答：稿件暂不支持删除。未提交审核的稿件，可随时进行修改；已提交审核，但

上游审核员未审的稿件，可撤回修改；审核中的稿件，不支持删除和修改；审核

未通过的稿件，供稿人员可再次编辑。 

 

10、供稿员、审核员能否修改他人原创稿件？ 

答：可以修改，但修改应有合理原因。原作者如对原创文章的改动存疑，可向本

级供稿员或通过本级供稿员向上级审核员进行意见反馈、申诉。 

 

11、稿件审核不通过的原因是什么？ 

答：违反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及宣传纪律，违反全国学习平台发文规范，稿件质

量存在显著瑕疵等，具体可登录供稿系统首页参阅发文规范。 

 

12、审核员是否审核本单位供稿员报送稿件？ 

答：供稿单位对本单位人员报送的稿件质量具有审核把关责任，但为避免稿件审

核链路过长，影响时效，对本单位稿件的审核主要通过线下完成，审核员原则上

不在供稿系统中对本单位供稿员的稿件进行审核，但省委宣传部供稿人员直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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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的稿件，需要经过本级审核员审核。 

 

 

13、如何查看稿件的审核状态？ 

答：供稿员可在“我的供稿”列表、审核员可在“我已审核”列表查看稿件的审

核状态。 

 

 

14、供稿系统单位名称可否修改？ 

答：系统支持对供稿单位重命名，但设置时须遵循命名规范要求。 

 

15、供稿管理员可否删除下级供稿单位？ 

答：可以删除，但应当预先确认该单位无下游供稿单位，且已将单位内的供稿人

员移出。 

 

16、供稿系统账号会否被封禁？ 

答：不符合相关发文规定或出现安全风险的账号将被封禁。 

 

17、供稿系统账号被封后能否解封？ 

答：账号被封禁后，可向中宣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管理部申请，经审核

批准后可对相关账号解封。 

 

18、使用过程中如何寻求帮助或反馈意见建议？ 

答：用户可在供稿系统帮助中心下载新手引导手册；可在帮助中心使用“学习强

国”APP 扫码询问客服；可联系本级供稿系统管理员进行意见反馈；可在试点交

流群中寻求支持人员帮助，也可进行意见建议的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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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运营后台 

7.1 栏目管理 

地方供稿单位签发通过的内容通过栏目管理将内容按栏目分配；后续再通过 app

端运营、PC 端运营的运营能力将各栏目下内容分别展示在手机端、电脑端。 

 

 

 

 

 

 

 

 

 

7.2 APP 运营 

 

 

 

 

 

 

 

 

 

 

App 端运营栏目通过发布后直接在 app 端地方站展示。App 端运营支持栏目添加、

删除、重名、预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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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PC 运营 

 

 

 

 

 

 

 

 

 

PC 端运营通过选择各版式组件模块运营 PC 地方站首页样式；版式组件的样式会

不断丰富以满足地方站运营需求。 

①当前组件模块包括：头图、头条、栏目多图、栏目多内容、多栏目多图、多内容多

图；各模块均有限制条件 

②头图 

 

 

 

 

 

③头条 

 

 

 

 

 

 

 

 

④ 栏目多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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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栏目多内容 

 

 

 

 

 

 

 

 

⑥ 多图多内容 

 

 

 

 

 

 

 

 

 

⑦ 多栏目多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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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全国试点供稿链路架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