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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企业网厅注册登录使用说明 

从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人 力 资 源 和 社 会 保 障 厅 网 站

（http://rst.nmg.gov.cn/）登录，如下图所示： 

 

点击“网上办事大厅”图片，选择“单位服务”；或者直接输入

http://106.74.0.248:8083/comcalogin/#/comcalogin 进入登录页

面。办事企业登录内蒙古自治区人社系统“一网通办”平台有以下 4

种方式：电子营业执照登录、账号密码登录、CA 登录、CA 的 APP 扫

码登录。  

 

1、登录详细说明 

①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合法单位，推荐使用电子营业执照登

录。 

http://rst.nmg.gov.cn/
http://106.74.0.248:8083/comcalogin/#/comcalogin


②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合法单位，但在社保信息系统里存在

多个单位编号的单位，建议如下方式： 

a.到参保地社保经办机构合并成一个单位编号； 

b.若无法合并，并愿意使用“一网通办”平台办理业务，办事

企业可自愿申请 CA 的 ukey 或者使用 CA 的 APP 注册单位信息，进

行登录。 

③民办非企业（如培训机构）等无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颁发营业执

照的单位，需要在经营地的就业服务经办机构持有效证件申请网厅登

录的账号及密码。 

④已有 CAUkey，或者用户名密码的单位，仍可以通过原渠道进行

登录。 

1.1 电子营业执照扫码登录 

电子营业执照登录方式，是供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注册过的，具

有统一信用代码和法人的单位进行注册登录的一种方式。具体登录方

式：在微信打开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或使用支付宝扫一扫功能，或

使用“电子营业执照”APP，扫一扫登录页面上的二维码，进行注册

登录。 

登录成功页面为如下： 

 



 

 

 

 

1.1.1 电子营业执照小程序安装 

1.1.1.1 微信小程序安装 

 

微信小程序安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微信扫“电子营业执照”

微信小程序二维码（或小程序码）安装，第二种是在微信中搜索“电

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安装。下图是“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



码： 

 

微信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 

1） 打开微信 APP，主页里找到“发现” 

2） 在“发现”的最下方点开“小程序” 

3） 在“小程序”里搜索中输入“电子营业执照”即可以查询

出 “电子营业执照” 

4） 点击“电子营业执照”即可安装电子营业执照微信小程序。 

   



1.1.1.2 支付宝小程序安装 

支付宝小程序安装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用支付宝扫“电子营业

执照”支付宝小程序二维码安装，第二种是在支付宝中搜索“电子营

业执照”支付宝小程序安装。下图是“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程序

二维码： 

 

支付宝中搜索“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程序安装步骤： 

1） 打开支付宝，主页里找到“朋友” 

2） 在“朋友”的最上方点开“小程序” 

3） 在“小程序”里查找中输入“电子营业执照”，查询出“电

子营业执照”。 

4） 点击“电子营业执照”即可以安装电子营业执照支付宝小

程序。 



 

1.1.2 执照下载 

法定代表人是电子营业执照的默认领取人。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

的首次领取只能由法定代表人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完成。法定代表人

领取手机版电子营业执照后，可自行或授权证照管理人员保管、持有、

使用电子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者证照管理人员可授权办事人持电

子营业执照办理相关的政务、商务、公共服务等业务。证照管理员和

办事人经过授权后可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并使用。 

其下载流程主要分为以下几步： 

1）进行实名认证，只有通过实名认证才可以下载执照；如果实名

认证不通过，需要到当地的市场监督部门下载电子营业执照。 

微信小程序： 

先输入微信支付密码，获取微信账号的实名信息，包括姓名和证

件号码。 



  

进行人脸识别，完成实名认证。 

  



支付宝小程序： 

授权获取支付宝账号的实名信息，包括姓名和证件号码，再授权

采集人脸信息进行实名认证。 

   

2）通过实名认证后，选择企业所在的登记地，显示该登记地的所

有可下载和已下载的执照记录，在“可下载执照记录”中选择企业名

称，下载该企业的电子营业执照。 



   

3）下载电子营业执照前，需要阅读并同意《执照下载声明》。如

果本 APP 上修改过密码，下载时需要输入修改后的密码。 

   

 



4）执照下载成功后，可以继续下载其他的执照；也可以修改本手

机当前 APP 已经下载的所有执照的密码，或者返回主页进行其他的操

作。 

    

1.2 CA 登录 

用户可以选择 CA 登录方式，如图 

申领过 CA-Key 的用户可以使用 CA 登录方式。 

选择对应的单位类型，统筹区等信息。 



 

1.3 CA 扫码登录 

1.进入 CA 扫码登陆 Tab 页面。 

 

2.进入密钥宝 APP,点击左下角【扫一扫】按钮，滑动选择相应

的证书，点击【认证扫描】按钮进行扫码。 

 



 
 

【注意】该功能使用时需要使用手机的摄像头功能，所以需要密

钥宝对摄像头有使用权限 

 



3.出现扫描页面，对准待扫描的二维码进行扫描， 直至出现身

份认证成功提示，等待页面跳转登录。 

 

 



1.4 账号密码登录 

选择统筹区后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系统】按钮进行登录，

选择对应企业还是机关、默认选择机关。如图 

 

 

 

2、注册详细说明 

 

2.1、CA 的 UKEY 注册 

2.1.1 申请准备 

准备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包括单位公章（或人力资源章）单位有

效证件（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1.2 提交申请 

第一步：数字证书在线受理平台（http://ws.nmgca.com:8880/），



注册并登录。 

第二步：进入单位证书及电子印章申请界面，所属项目选择“包

头、呼盟、阿拉善人社经办系统”，同时单位信息和经办人信息，确

认单位名称、单位代码信息无误。 

注：除呼市、通辽、乌兰察布以外的盟市均可用这个模块申请证

书 

 

第三步：选择“邮寄领取”，选择快递，查看邮寄相关信息是否正

确 

 

注：人社项目暂不支持“上门自取”方式。 

第四步：上传附件信息 

下载单位证书及电子印章申请申请表和法人委托书模板，确认信



息无误后打印、盖章（可参考案例）并扫描成图片格式。同时将营业

执照扫描成图片格式。（营业执照扫描件需要加盖公章，且文件大小

在 1M 之内） 

将单位证书及电子印章申请申请表、法人委托书、营业执照的扫

描件上传之后点击“提交”按钮，申请提交成功。 

 

2.1.3 审核信息 

提交申请成功后内蒙古 CA 工作人员对申请信息进行审核，审核通

过后进入费用支付流程，审核未通过的工作人员进行驳回处理，并说

明驳回原因。 

2.1.4 费用支付 

证书申请审核通过后点击“待支付”进行支付，支付微信支付。 



 

2.1.5 证书发放 

费用到账后，内蒙古 CA 工作人员根据用户提供信息进行证书、签

章制作并按用户提交的邮寄地址进行邮寄。 

 

 

2.2 CA 的 APP 注册 

2.2.1CA 扫码登录方式注册 

点击“CA 扫码登录”Tab 页面，点击单位注册按钮进行单位注册（首

次使用必须进行注册）。注册时填写的统筹区、统一信用代码与工商

营业执照一致，单位社保编号和社保系统一致。 

 

 



 

2.2.2 客户端 APP 下载和安装 

一、客户端APP 下载 

用电脑浏览器打开 

http://58.18.170.115:8084/myb/f/qrcode/createEwm，使用 

手机浏览器的扫一扫功能，扫描二维码下载密钥宝APP。 

【注意】下载过程中，保证手机可以连接外网，并且网络信号较强和

稳定。 

二、客户端APP 安装 

1.下载完成后，点【安装】按钮开始安装。 



2.安装完成后，点【打开应用】按钮打开APP。 

2.2.3 客户端 APP 登录与证书新办 

2.2.3.1 客户端 APP 登录 

1.在手机找到密钥宝图标，打开后，出现如下页面： 

 



2.输入手机号，在手机联网的情况下，点“获取验证码”按钮，

获取验证码。 

【注意】：手机号需与单位注册时专管员手机号一致 

3.将验证码输入后，点【下一步】按钮，在如下页面输入真实的

姓名和身份证号，如果身份证最后一位是X 时，X 必须是大写。 

【注意】：姓名和身份证号需与单位注册时专管员姓名和身份证 

号一致 

 



4.输入姓名和身份证信息后， 点【下一步】按钮，登录完成。  

2.2.3.2 证书新办 

1、登录完成后弹出如下页面，点【确定】按钮： 

 



【注意】用户只有申请证书后，才可以修改PIN 码  

2、如下图页面点【+】按钮或在看到的证书信息点【申请】 

 

3、弹出窗口，输入正确的PIN 码(首次为默认PIN 码)，点【确定】

按钮 



 

4、申请成功后，弹出如下页面，点【确定】按钮 



 

5.证书申请成功，显示证书 



 



二、机关事业单位 

1、机关事业单位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 

1.1 机关事业单位注册 

机关事业单位可以通过线上方式，申请注册用户名及密码，申请

成功即可通过用户名密码进行登录。具体注册方式：机关事业单位进

入“账号密码登录”登录页面，点击单位注册，如下图： 

 

 

注册信息页面如下： 



 
 

1.2 机关单位登录 

1.2.1 用户名密码登录 

机关事业单位办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时，择账号密码登

录，默认选择“机关”选项、选择统筹区、输入用户名密码，点击【登

录系统】按钮进行登录，如图 1.2。 



 

1.2.2 CA-key 登录 

CA 申领参考图（目前已经不开放 CA 申领，原 CA 用户可以使用

CAKEY 继续登录） 

 

CA 的 UKEY 登录 

用户可以选择 CA 登录方式，如图 

申领过 CA-Key 的用户可以使用 CA 登录方式。 

选择对应的单位类型，统筹区等信息。 



 

2、机关事业单位办理企业养老保险、失业、工伤、

劳动就业等业务 

2.1 单位注册 

机关单位办理非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业务时，携带有效证件到

社保经办机构申请企业网厅的单位账号及密码。通过用户名密码方式

登录网厅办理相关业务 

2.2 单位登录 

选择统筹区、企业类型、输入企业的用户名密码，点击【登录系

统】按钮进行登录，如图。 



 

 

 

机关事业单位办理非机关事业养老保险业务时，可以在社保局柜

台带有效证件申请企业网厅的单位账号及密码。通过用户名密码方式

登录网厅办理相关业务。也可以申请 CA 的密钥宝注册信息，用 CA 的

app 扫码登录。 

 

 

 

 

 

 

 

 

三、常见问题 

问题 1: 登录地址不对，会提示请线下办理。 

答：请从正确入口进入登录地址。 

http://106.74.0.248:8083/comcalogin/#/comcalogin 



问题 2: 登录后加载 15%。 

答：需要清理浏览器缓存、建议使用谷歌浏览器清除所有缓存。 

问题 3：支持哪些浏览器？ 

答：登录页面主页下方有浏览器说明及浏览器下载。 

问题 4：注册发送手机验证码，手机未收取到验证码。 

答：是因为存在通讯运营信息网络异常，请第二天再试。 

问题 5：办理 CA 的 UKEY 后，能否用原有用户名密码方式登录？ 

答：可以登录，但建议用电子营业执照登录或者 Ukey 登录，用户

名密码安全等级低 

问题 6：注册登录时有报错信息 

答：按照报错信息提示操作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