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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申领注册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

系统账号的通知

绵阳城区各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

为进一步提高房屋交易管理效能，向各类房地产市场主体

提供规范化、标准化、便捷化的服务，我委已上线从业主体及

信用管理系统。目前我委已对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相关数据

梳理完毕，为方便各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网签权限，请各公司

于 2021 年 3月 20 日前按要求完成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账

号的申领和注册。

一、申领和注册方式

（一）申请领取账号。在附件 1中涉及的 131 家公司需提

供账号申领书（模板见附件 2）原件的电子扫描档并加盖企业

公章后发送至 1870902612@qq.com 邮箱，申请领取账号。

（二）申请注册账号。在附件 1中没有名单的已备案的公

司，需通过绵阳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及时注册申请账号。

注册登录地址：http://cy.myfcjy.com/login.html，相关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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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程见附件 3。

二、相关要求

（一）完善企业备案信息。各房地产经纪机构在领取或注

册账号后，请及时登录绵阳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完善企业

备案信息。

（二）实名制登记从业人员。包含在本公司从业的已取得

房地产经纪人、协理证书的人员及未取得房地产经纪专业人员

登记证书的所有从业人员相关信息。

（三）账号权限。本次申领注册账号为企业管理员账号，

用于管理企业和人员的基本信息、信用信息、网签权限。

（四）按时申领注册完善信息。请各公司按时完善企业备

案信息、实名登记从业人员，未在规定时间完成该项工作的，

我委将予以通报。

附件：1.申领账号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名单

2.账号申领书

3.申请注册账号流程

4.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操作说明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1 年 3月 9 日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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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领账号的房地产经纪公司名单
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
绵阳市三人行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

司
17 绵阳燕琳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 四川烈焱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18
绵阳鑫茂源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3 绵阳汇家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19 四川腾顺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4
绵阳市阳光屋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20 四川正信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5 四川佳有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21
绵阳市力天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6 绵阳熠安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22 绵阳博成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7 绵阳市传世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23 绵阳尚辰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8 四川同利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4 绵阳安缘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9 四川长虹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25
四川鑫盛居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10 绵阳开拓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26 绵阳信合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1 四川铂川置业有限公司 27 绵阳市明岳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
绵阳市恩家宜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28 绵阳智联峰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3 绵阳高新区华夏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29 绵阳市福庭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4 绵阳玉龙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30
绵阳市同乐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15 绵阳市万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1 四川伟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6 四川上诚宜信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32 绵阳好家园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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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33 绵阳家轩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50 四川优房喔房地产营销有限公司

34 绵阳市博栋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51 绵阳三林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35
绵阳市高新区温馨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52 绵阳市余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6 绵阳市御营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53 绵阳房探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37 绵阳联成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54 绵阳房先生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38
绵阳市瑞凯美居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55 四川聚贤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39 四川千柏家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56 绵阳河海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0 绵阳市安邦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57 绵阳华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41 绵阳市巧房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58
绵阳百居易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责任

公司

42 绵阳亿晨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59 绵阳昌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3 绵阳市百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60 绵阳海佑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4 绵阳中天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61 绵阳嘉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5 绵阳市翔宇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62 绵阳天盛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46 绵阳携信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63 四川喜乔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47 绵阳市诚信不动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64 绵阳市三立房地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48 绵阳市新世纪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65 绵阳居派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49 绵阳钢运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66 绵阳筑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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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67
绵阳优居享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84

绵阳手拉手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68
绵阳优家众联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85 绵阳市城市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69 绵阳蜀昱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86 绵阳市可安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70 四川懿点清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87
绵阳美好诗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71 四川世安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88 绵阳市吉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72
绵阳尚嘉新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89 绵阳贵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73 绵阳楼兰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0 绵阳城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74 绵阳市迁喜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1
绵阳市置诚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75 绵阳市务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2 绵阳天一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76 绵阳善城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93 四川鹏腾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77 绵阳市金诺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94
四川欢乐颂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78
绵阳市紫金城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95 绵阳市伟德房产经纪有限公司

79 绵阳市佳家乐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6 绵阳人居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80 绵阳泓森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97 绵阳汇瑞逸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81 绵阳市三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98 绵阳市广华房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82 绵阳满堂红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99
绵阳市康腾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83 绵阳良固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100 绵阳德伟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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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公司名称 序号 公司名称

101
绵阳市幸福家缘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117 绵阳良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02 绵阳一个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18
绵阳市好顺祥房地产信息服务有限公

司

103
四川省绵阳市陵振房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119 绵阳市博雅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4 绵阳众鑫悦家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20
四川居家乐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责任

公司

105 绵阳宜嘉房地产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121 绵阳喜来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6 绵阳市隆达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2 四川西西里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7 四川清雪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123 绵阳市恒广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08 四川房家缘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24 绵阳华宇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09
四川圣唐宇行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125 绵阳市八宜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10 绵阳三隆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6 绵阳市木子良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11 绵阳万汇居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7 绵阳京阳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12 绵阳满天鑫房地产咨询有限公司 128 绵阳鑫家乐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13 绵阳市福森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29 绵阳市和易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

114 绵阳中恒利房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30 四川省铭都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115 绵阳本家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31 绵阳房多多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司

116
绵阳博海美居房地产经纪服务有限公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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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账号申领书

绵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公司名称） 于 年 月 日因需要领

取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账号，请贵委将账

号及密码发送至邮箱： 。

我公司向贵委提供的邮箱号准确、有效，并对邮箱号的真

实性、有效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特此申请。

法定代表人（签字或签章）

公司 （签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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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申请注册账号流程

第一步：微信扫码关注“绵阳城建”微信公众号，如下：

第二步：进 入“绵阳城建”公

众号--〉点击“城建便民”

--〉点击“房屋交易服务平台”--〉点击“从业主体账号申请”，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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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点击“从业主体账号申请”，进行账号申请。申请完成

会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将账号密码发送到到注册手机。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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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通过网址 http://cy.myfcjy.com/login.html 进行登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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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操作说明

1.企业管理

1. 1 企业模块流程说明

2. 1 企业申请详细说明

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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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扫码从业主体及信用管理系统首页二维码。如下：

第二步：找到城建便民--〉找到房屋交易服务平台--〉找到从业

主体账号申请如下图：



—— 15 ——



— 16 ——

第三步：点击从业主体账号申请界面，进行账号申请。申请完

成会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将账号密码发送到到注册手机。如下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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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通过网址 http://cy.myfcjy.com/login.html进行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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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已有企业信息的企业无须操作前四步步骤

第五步：补全企业基础资料入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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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登录系统后找到企业模块管理，找到申请。点击申请进

入企业管理申请模块。点击修改。将企业信息补全。完成企业

基本信息录入操作。

第六步:录入企业资料信息如下图

在企业申请界面选中需要上传资料的企业信息，点击附件按钮。

进入附加填写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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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按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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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公司必须上传（营业执照，专职人员身份证，法人身份

证，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专职人员聘用合同，分支机构相关

管理制度）

分公司必须上传（营业执照，负责人有效身份证明，专职人员

聘用合同，分支机构相关管理制度，专职人员身份证）

3.1 企业审核

3.1.1 查看

查看企业审核基本信息及审核资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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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审核

审核页面展示

业务类型：新增申请、变更申请、年审申请、注销申请

申请方式：系统、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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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可不填意见，确定后自动提交到备案功能，状态为‘待

备案’

回退：必须填写回退原因，确定后自动回退到申请功能，状态

为‘回退’

若没有资质，则只能回退，不能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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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日志

查看到企业涉及的流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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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企业备案

4.1.1 查看

查看企业备案基本信息及备案资质信息

4.1.2 备案

只能对状态为‘待备案’的企业进行备案

确定：无须填写意见，确定后状态为‘有效’

回退：必须填写回退原因，确定后业务件回到申请功能，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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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为‘回退’

若业务类型为‘新增申请’‘变更申请’‘年审申请’，且最终

备案通过，系统会保留当前这条业务件，失效掉该企业上一条

或多条业务。

例：

该企业第一条业务为‘新增申请’且‘有效’，第二条为年审

申请，但被回退（可查看日志），则业务号为 269 的企业则不

能进行任何操作，只能对业务号为 267的进行变更或注销申请。

第三条为变更申请：

若变更申请备案通过，则最终保留展示 270，同时失效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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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为 267，269的件。

若业务类型为‘注销申请’，且最终备案通过，会失效掉所有

企业信息，不再展示页面上

（新增备案成功，自动添加系统配置中设置的初始分值）

4.1.3 日志

查看到企业涉及的流程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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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从业人员管理

2.1 人员申请

2.1.1 新建

如果企业不对或不显示等，可点击‘选择企业’按钮进

行企业搜索，搜索出后双击，待搜索框中出现数据后点击保

存，新增页面即会显示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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添加人员基本信息（资格证书类型：无证书的从业人员

选择其他）

点击下一步添加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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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新增：

点击确定完成资质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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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击保存完成步骤：

2.1.2 修改

与新增步骤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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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注销

点击按钮，确定注销后，人员状态为失效，不再展示在页面

上

2.1.4 查看

查看人员基本信息及资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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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人员审核

2.2.1 查看

查看人员基本信息及资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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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审核

审核页面展示

审核

通过：可不填意见，确定后自动提交到备案功能，状态为‘待

备案’

回退：必须填写回退原因，确定后自动回退到申请功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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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回退’

2.1.3 日志

查看到人员涉及的流程日志



—— 37 ——

2.3 人员备案

2.3.1 查看

查看人员基本信息及资质信息

2.3.2 备案

只能对状态为‘待备案’的人员进行备案

确定：无须填写意见，确定后状态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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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退：必须填写回退原因，确定后业务件回到申请功能，状

态为‘回退’

若备案通过，自动生成一个用户账号密码，登录名为人员编

号（例：30460917），密码 elink2019。

（新增备案成功，自动添加系统配置中设置的初始分值）

2.3.3 日志

查看到人员涉及的流程日志

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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