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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省统一电子印章系统 

1.1 系统简介 
海南省统一电子印章系统（公众侧）[以下简称“平台”]提供对各类法人电子印章和自然人手绘签名章的

统一制作和管理，满足企业和个人用户在各类政务服务场景下对相关电子文档进行可信签署的业务需求。
用户通过海南省统一身份认证系统及海易办 APP 进行账号注册与实名认证后，即可登录海南省统一电子印
章系统申领和管理电子印章。  



 

二、海南政务服务网入口 
访问 https://wssp.hainan.gov.cn/dzyz/esign/进入平台首页。 

2.1 法人用户 

2.1.1 法人登录 
进入平台首页后，点击右上方【登录】按钮，跳转至登录页。 

 
切换到【法人登录】，点击下方的【海南政务服务网（法人）】跳转至海南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 

 
同样的，在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面，切换到【法人登录】，选择对应的登录方式进行登录（“电子

营业执照”登录见 2.1.1.1，“帐号密码”登录见 2.1.1.2）。 



 

  

登录成功即可在右上角查看当前登录信息。 

 
 

2.1.1.1 电子营业执照登录 
在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面的【法人登录】页面，点击【电子营业执照】。  



 

 
打开微信，扫描弹出的二维码。 

 
选择对应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未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的，根据小程序下方的提示进行操作）。 

 



 

输入电子营业执照密码。 

 
确认授权登录海南省政务服务网。 

 

 

2.1.1.2 账号密码登录 
通过帐号密码登录后自动跳转到平台；没有帐号密码的，请先点击【去注册】注册法人帐号，注册成功

后再通过帐号密码进行登录。 



 

 
 

2.1.2 印章申领 
法人电子印章分为【标准印章】和【业务印章】。 
标准印章包括“法定名称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和“法定代表人名章”。 
业务印章包括 “部门章”、“行业章”等，在领取业务印章的页面上，自行选择申领对应的印章类型。 

2.1.2.1 领取标准印章 
    操作路径：印章服务 -> 印章列表 -> 立即领取 

选择【印章服务】，点击【立即领取】。 

 
预览印模并选择要申领的印章，点击【立即领取】按钮；未被选中的，在此次申领完成后，可再次申领。 



 

 
企业法定代表人用海易办 APP 扫描弹出的二维码，进行人脸识别，认证成功后等待印章申领结果。

 



 

 

2.1.2.2 领取业务印章 
    操作路径：印章服务 -> 印章列表 -> 领取业务印章 

注：需先申领标准印章后才能申领业务印章。 
 
点击印章列表页面右上角的【领取业务印章】 

 
选择对应的印章类型，填写对应的信息（以“工程勘察设计文件专用章”为例，需要输入实物印章的有

效期，格式为 1990-12-31，以减号“-”分隔），下载《印模采集表》文件，填写好表中信息后上传，最后点
击【提交申请】，等待后台审核。



 

 
左侧导航栏选择“申请记录”，查看刚提交的印章申请记录。 

 

2.1.3 印章授权 
 

2.1.3.1 添加企业成员 
操作路径：用户中心 -> 成员管理 -> 添加成员 

    以法人身份登录后，点击右上角的【用户中心】。 



 

 
输入被授权人的姓名及手机号，勾选该企业成员所具备的权限。 
印章管理员角色权限： 
签署管理员角色权限： 

 
添加成功后，查看成员列表信息。 



 

 

2.1.3.2 添加经办人 
    操作路径：用户中心 -> 个人信息 -> 我的经办人 -> 创建经办人 

访问海南省政务服务网 https://wssp.hainan.gov.cn/hnwt/home 登录法人帐号后，进入【用户中心】。 

 
    依次点击个人信息->我的经办人->创建经办人 

https://wssp.hainan.gov.cn/hnwt/home


 

 
分别输入姓名、身份证号和手机号码，查询自然人账号，在查询结果中点击【授权】按钮。 
注：经办人需要提前注册好个人帐号。 

 

    经办人通过点击手机短信中的链接，同意授权。 



 

 

 

 



 

2.1.3.3 授权指定印章 
 

2.1.4 待我签署 
操作路径：签署服务→签署管理→签署记录 

 

2.1.5 签署验真 
点击顶部的【签署验真】，上传需要验真的已签署文件，进行一键核验。 

 

2.2 经办人用户 
经办人用户类型为“个人”，法人用户通过“2.1.3.1 添加企业经办人”和“2.1.3.2 添加经办人”两步操作后，



 

即可将个人用户添加成经办人用户。 

2.2.1 经办人登录 
进入平台首页后，点击右上方【登录】按钮，跳转至登录页。 

 
切换到【法人登录】，点击下方的【海南政务服务网（法人）】跳转至海南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 

 
同样的，在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面，切换到【法人登录】，点击【海南省政务服务网（法人）】，

在跳转后的页面上，选择【个人登录】，输入已在“2.1.3”中“被法人添加为经办人”的帐号密码后，选择对应
的“企业”经办人身份进行登录。 



 

 

 

2.3 个人用户 
 

2.3.1 个人登录 
访问 https://wssp.hainan.gov.cn/dzyz/esign/进入平台首页，点击【登录】按钮跳转至登录页。 

 
切换到【个人登录】，点击下方的【海南政务服务网（个人）】跳转至海南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 



 

  
同样的，在统一身份认证系统登录页面，选择【个人登录】，输入正确的账号密码后点击【登录】。 

  

登录成功即可在右上角查看当前登录信息。 



 

 
 

2.3.2 印章申领 

2.3.2.1 领取标准印章 
操作路径：印章服务 → 印章列表 → 领取印章（根据需求选择领取“个人名章”或“个人手绘章”） 

 

2.3.2.2 领取业务印章 
操作路径：印章服务 → 印章列表 → 领取业务印章（根据需求选择领取的印章类型） 



 

 
    选择对应的印章类型，填写对应的信息（以“一级注册建筑师”为例，需要输入实物印章的有效期，格式
为 1990-12-31，以减号“-”分隔），上传执业资格证书，下载《印模采集表》文件，填写好表中信息后上传，
最后点击【提交申请】，等待后台审核。 

 

2.3.3 待我签署 
参考 2.1.4 



 

2.3.4 签署验真 
参考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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