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网上超市”交易规则

第一章 概述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网上超市是建立在兵器工业集团采购电子商

务平台上的，用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含下属成员单位）采购商

品的网上交易平台，网上超市采用会员制管理。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经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授权，负责网上超市的日常运营管理

等事宜。

规则适用范围：本规则适用于网上超市所有会员。

第二章 定义

网上超市网址：http://ar.norincogroup-ebuy.com

会员：在网上超市进行交易的所有用户，必须经过注册才能成为

会员，会员包括客户、供应商及物流商；

客户：在网上超市上购买商品的会员；

供应商：在网上超市上销售商品的会员，包括商品生产厂家及其

授权经营的代理商或经销商；

结算商：在网上超市上为客户、供应商及物流商提供金融支持的

服务商；

物流商：在网上超市承担商品物流配送工作的承运商；

“商城在线”：网上超市专设的在线沟通工具，会员之间可通过

“商城在线”工具进行咨询沟通；

“验货”：指客户在收到商品后对商品的表面状况（包括但不

限于形状、大小、数量、重量等）且是否与网上描述一致进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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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票”：指如果客户使用“现金支付”，则供应商按客户要求

开具发票，客户收到发票后对发票上所填的信息进行确认。如果客户

使用“票据支付”，则供应商按照结算商要求开具发票，结算商收到

发票后对发票上所填信息进行确认。

网上超市运营团队：中国兵工物资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章 交易

第一条 交易时间

1.1 交易时间：工作日上午 9:00-12:00，下午 13:00-17:00，客

户仍可在其他时间下单，但供应商响应订单时间可能会有所延迟。

1.2 周末、节假日不营业；如有其它特殊原因需要暂停营业，网

上超市会在网站提示通知各会员。

1.3 网上超市官方邮箱：

ebuy1@norincogroup.com.cn； ebuy@ordins.com；

ebuy1@norincogroup.com.cn：专门用于商城向会员发送交易等业务

相关信息；

ebuy@ordins.com：专门用于处理会员的咨询、建议、投诉等日常

性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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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交易流程

2.1 现金支付



2.2 票据支付



第三条 会员注册

3.1 用户在注册时应当承诺遵守《网上超市交易规则》并提交会

员注册信息，网上超市将在 2个工作日内对用户提交的注册信息进行

审核，汇总后报集团备案。



3.2用户注册时需提交的注册信息包括企业的基本信息及银行账

户信息，银行账户涉及增值税发票以及货款的支付，请用户在填写注

册信息时务必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如因信息不准确造成的经济损失，

由用户承担。

3.3 用户在提交注册申请时，应同时申请并设立网上超市会员账

号名称及密码，在选择会员账号名称时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不得包

含违法或涉嫌侵犯他人权利等相关信息。

3.4 客户注册时，网上超市将同时为客户开设专设的结算账户，

网上超市将通过邮件等方式将客户的结算账户信息通知客户，客户可

通过网上超市查询该结算账户的收支情况及余额。

3.5当网上超市对用户提交的注册信息审核通过并完成账户设置

流程后，将通过邮件或短信方式通知用户。

3.6 当用户注册信息需要修改时，请向网上超市

ebuy@ordins.com 提交修改信息，经核实后由网上超市负责修改会员

注册信息。

3.7 当会员的行为严重违反网上超市交易规则时，网上超市将注

销会员账号。

第四条 会员权限

4.1用户在注册时提交的会员账户名称及密码为该会员管理员账

户名及密码，在一个会员账户下可设立多个子账号，请各会员妥善保

管好各自的账号，如若账号丢失造成的所有损失由各会员自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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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子账户由拥有会员管理员权限的操作者设立并配置权限，操

作方法见网上超市操作手册；

第五条 商品发布

5.1 供应商在发布商品时须依法对商品进行如实、详细描述，并

确保所售商品及服务的质量与发布信息一致，不得发布虚假、存在质

量问题的商品。

5.2 供应商应保证其出售的商品可正常使用，不存在危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危险、具备商品应当具备的使用性能、符合商品或其包装上

注明采用的标准；保证其提供的服务符合承诺标准，且承诺标准不低

于国家/行业标准等。

5.3 如发现供应商上架的商品存在描述不实或质量问题，网上超

市将立即强制下架该商品，并联系供应商进行处理。

第六条 商品选购

6.1 客户在网上超市选购商品时，应看清商品的发布信息（包括

规格参数、服务承诺、价格、贴现息率等），同时可通过“商城在线”

工具与供应商进行在线咨询确认，以免误买。

6.2 客户在网上超市搜索不到需采购的商品，可向网上超市进行

“寻源采购”操作，由网上超市运营团队处理来自客户的寻源采购单，

联系供应商并让供应商上架商品供客户购买。

6.3 客户在网上超市选购商品下单时，可选择现金支付或票据支

付的结算方式，如果选定票据支付，需按照结算商公示所支持的金融



机构、承兑人、贴现息率办理银行承兑汇票、商业承兑汇票，根据承

兑期限承担相应的财务费用。

第七条 订单确认及货款支付

7.1 当供应商确认客户提交的采购订单后，此时买卖双方之间的

采购合同正式成立；当客户已将货款支付至网上超市并到账，同时网

上超市通过官方邮箱 ebuy1@norincogroup.com.cn 向供应商发送订

单确认的邮件，此时买卖双方之间的采购合同正式生效，买卖双方受

其约束，并按合同约定履行相应的权利和义务。

7.2 在客户提交的订单还需由供应商进行确认后方可成立，供应

商确认的时间最迟不超过 2 个工作日。

7.3 供应商在确认订单时，须同时填写该订单支付的有效期。

7.4客户可以自由选择现金支付或票据支付，如果选择现金支付，

该订单需要由供应商确认，如选择票据支付的结算方式，则需要由该

订单中的结算商进行确认订单，确认的时间最迟不超过 2 个工作日。

7.5 客户应在订单支付的有效期内及时支付货款，若客户未在有

效期内支付货款，网上超市将视作客户放弃该订单，订单将自动取消。

7.6 在客户及时支付货款并到账后，网上超市将通过官方邮箱

ebuy1@norincogroup.com.cn 给供应商发送订单确认的邮件，订单则

正式生效。

7.7 在客户提交订单后，一般不允许随便取消订单，可在以下的

情形下取消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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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供应商确认订单前，客户可提交取消订单申请，同时注

明原因；

（2）在供应商确认订单后，客户应首先与供应商进行沟通，再

提交取消订单申请；

7.8 客户在已支付订单货款后，不允许取消订单，如有特殊原因

确需取消订单视同退货处理，请按照退货处理的程序及时通知网上超

市及供应商，其造成的物流费用由客户承担。

7.9 供应商在确认订单后，供应商不允许取消订单。

7.10 结算商在确认订单后，结算商不允许取消订单，除非该客

户出现重大失信或违约事件，经平台认可后方可取消订单。

7.11 订单取消申请确认后，网上超市将通过官方邮箱

ebuy@ordins.com 向交易双方发送确认信息。

7.12 在供应商确认订单后，客户应及时支付货款。按照选购商

品下单时，选择的现金支付或票据支付的方式进行办理。

7.13.1 现金支付：可通过网上超市提供的网银链接登录相应银

行的网上银行页面，进行网银转账支付，货款支付到客户的结算账户，

汇款用途栏或备注栏内请填写订单号。或通过电汇方式，将货款汇款

至客户在中信银行的结算账户；电汇单填写样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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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2 票据支付：按照订单中选择承兑汇票的类别，根据承兑

期限测算的承兑汇票支付金额，开具的纸质票据或电子票据。

7.14 网上超市提供付款申请单及相应订单的打印功能供客户履

行内部付款手续。

7.15 付款成功后，现金支付时，客户可在网上超市通过点击“结

算账户余额”按钮查看结算账户的余额，如果余额足够支付该订单货

款时，客户可通过点击“确认支付”按钮，将结算账户相应货款与订

单匹配，完成订单支付过程。网上超市将匹配的货款冻结；票据支付

时，客户可选择自己在平台登记并经结算商审核过的票据，或由结算

商录入的票据，与订单匹配，完成订单支付过程。

7.16 客户在付款时请认真准确填写结算账户信息，若填写错误

造成的损失由客户自行承担。

第八条 “商城在线”使用规则

8.1 供应商应当配备专门的在线客服团队（或人员）使用“商城

在线”工具处理来自客户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商品的咨询、配送、

售后等内容。



8.2 供应商以及供应商所配备的客服团队（或人员）不得将“商

城在线”工具用于任何非法的或违背正常交易的目的，包括但不限于：

（1）反对宪法所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秘密，颠覆国家政权，破坏国家

统一的；

（3）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4）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5）破坏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6）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7）散布淫秽、色情、赌博、暴力、凶杀、恐怖或者教唆犯罪

的；

（8）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9）含有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内容的。

8.3 供应商以及供应商所配备的在线客服团队（或人员）违反

规定，给网上超市及客户造成损失的，供应商必须承担全部的赔偿责

任，同时网上超市将保留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的权利。

第九条 物流配送

9.1网上超市交易的商品可由供应商或其委托的第三方物流商提

供物流配送服务。

9.2 订单的物流状态由物流配送的承担者负责登记，物流节点至

少应包括“已出库发货”和“客户已签收”两个物流状态。客户可通

过网上超市查看商品的物流配送状态。



9.3 确认客户已签收商品后，物流配送的承担者应及时在网上超

市上通过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确认货物送达。

第十条 商品验收

10.1 客户在收到商品时应首先对商品的物流包装进行验收，若

物流外包装出现破损问题，可拒绝接收，并及时与供应商联系处理问

题。

10.2 商品的验收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1）客户可当场验货，并与供应商或物流商委派的人员进行当

场签收如发现商品的表面状况有问题或者商品与订单描述不一致，可

当场拒收；

（2）若当场无法验收商品，应在 3 个工作日的验收有效期限内

完成商品验收；若发现商品的表面状况有问题或者商品与订单描述不

一致，应及时与网上超市和供应商联系处理问题。

10.3 客户验收货物之后，请在网上超市点击“验货确认”按钮

完成货物的验收程序。

10.4 若客户已签收商品，但未在 3个工作日有效期内及时在网

上超市点击“验货确认”按钮完成商品的验收程序时，网上超市将以

供应商登记的货物送达时间作为客户验货时间予以确认。

10.5 若客户确因特殊原因无法在 3个工作日的有效期内进行验

收货物时，客户可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申请延期支

付。



10.6 若供应商交付的商品存在质量问题，客户可直接与供应商

协商处理，同时通过网上超市的退换货功能申请退款或换货。

第十一条 商品发票

11.1 发票由供应商直接开具发票，客户可在提交订单时注明所

开发票的类别（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或普通发票）。

11.2 供应商在开具发票后，需在网上超市上点击“确认开票”

按钮，作为货款结算的一个时间依据，同时网上超市将通过邮件或短

信方式向客户（现金支付的订单）或结算商（票据支付的订单）发送

发票已寄出提醒。

11.3 现金支付的订单，在客户收到发票并验票完成后，需在网

上超市点击“验票确认”按钮，网站将依据验票确认的时间与上游供

应商进行货款转移支付。

票据支付的订单，在结算商收到发票并验票完成后，需在网上超

市点击“验票确认”按钮，网站将依据验票确认的时间与上游供应商

进行货款转移支付。

11.4 若客户/结算商已收到发票，但未及时在网上超市点击“验

票确认”按钮时，网上超市将以供应商登记的开票时间作为客户/结

算商验票时间予以确认。

11.5 若客户/结算商因收到的发票有误或未收到发票，客户/结

算商应尽早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申请延期支付。

第四章 货款转移支付流程

第十二条 现金支付的货款转移支付



12.1 网上超市在银行或第三方支付公司开立专门的账户，用于

买卖双方之间货款的转移支付，流程图及货款流向如下图所示。

12.2 网上超市以“验货”、“验票”全部完成作为订单物流、

票据流执行完毕可转移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订单完成日期。

12.3 网上超市将冻结的客户订单货款转移支付至供应商在网上

超市登记的开户银行及账户。若供应商登记的银行账户有误，造成的

所有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2.4 货款转移支付的时间以客户点击“验货确认”按钮（验货

完成时间）与点击“验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两者最晚的时

点为依据；“验货完成时间”和“验票完成时间”必须全部确定，才

执行后续的转移支付。

12.5 验货完成时间的确定存在以下情况：

（1）供应商已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网上超市将通过短

信或邮件方式提醒客户进行验货确认。



1）客户收到货物，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包括 3 个工作日）在网

上超市点击“验货确认”按钮，验货完成时间以客户点击“验货确认”

按钮的时点为准；

2） 客户收到货物，但未在 3个工作日在网上超市点击“验货确

认”按钮，验货完成时间以供应商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的时点

为准；

3）客户收到货物，发现货物存在质量异议，应在 3个工作日内，

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并说明原因，申请暂缓支付，

此后验货完成时间由网上超市运营团队根据后期协调处理情况予以

确认。

4）客户在收到网上超市邮件或短信提醒后，应及时对供应商登

记的交货信息予以确认，如发现信息有误，应及时在网上超市申请延

期支付，同时与网上超市和供应商联系。

（2）供应商未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

1）客户收到货物，并点击“验货确认”按钮，验货完成日期以

客户点击“验货确认”按钮的时点为准；

2）客户在网上超市一直未点击“验货确认”按钮，网上超市视

同未到货。

12.6 验票完成时间的确定存在以下情况：

（1）供应商已点击“确认开票”按钮，网上超市将通过短信或

邮件方式提醒客户在收到发票后进行验票确认



1）客户收到发票，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包括 5 个工作日）在网

上超市上点击“验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以客户点击“验票确

认”按钮的时点为准；

2）客户收到发票，但未在 5个工作日内在网上超市上点击“验

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以供应商点击“确认开票”按钮的时点

为准；

3）客户收到发票，发现发票信息有误，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在网

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并说明原因，申请暂缓支付，此

后验票完成时间由网上超市运营团队根据后期协调处理情况予以确

认。

4）客户在收到供应商“确认已开票”的短信或邮件提醒后的第

5个工作日仍未收到发票，可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

并说明原因，申请暂缓支付，此后验票完成时间由网上超市运营团队

根据后期协调处理情况予以确认。

（2）供应商未点击“确认开票”的情况下：

1）客户收到发票并点击“验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以客

户点击“验票确认”按钮的时点为准；

2）客户在网上超市一直未点击“验票确认”按钮，网上超市视

同未开票。

12.7 客户在订单确认成立后，可通过网上超市跟踪订单的执行

情况，特别是物流和结算发票信息，若发现信息有误时，及时通知网

上超市，并在网上超市申请延期支付。



12.8 客户在订单确认成立后，可通过网上超市跟踪订单的执行

情况，特别是物流和结算发票信息，若发现信息有误时，及时通知网

上超市，并在网上超市申请延期支付。

12.9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客户可在网上超市通过点击“申请延

期支付”按钮申请延期支付：

（1）客户未收到货物；

（2）发现商品存在质量异议；

（3）未收到发票；

（4）发票信息有误；

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处理结果由网上超市

与客户沟通予以确认。

12.10 货款结算涉及到交易双方的利益，买卖双方应及时在网上

超市上点击相应的确认按钮，声明自己的权利义务。

第十三条 票据支付的货款转移支付

13.1 网上超市仍以“验货”、“验票”全部完成作为订单物流、

票据流执行完毕可转移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订单完成日期。

13.2 网上超市将冻结结算商按照订单现款金额支付的货款，当

订单完成后转移支付至供应商在网上超市登记的开户银行及账户。若

供应商登记的银行账户有误，造成的所有损失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13.3 货款转移支付的时间以客户点击“验货确认”按钮（验货

完成时间）与结算商点击“验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两者最



晚的时点为依据；“验货完成时间”和“验票完成时间”必须全部确

定，才执行后续的转移支付。

13.4 验货完成时间的确定存在以下情况：

（1）供应商已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网上超市将通过短

信或邮件方式提醒客户进行验货确认。

1）客户收到货物，并在 3 个工作日内（包括 3 个工作日）在网

上超市点击“验货确认”按钮，验货完成时间以客户点击“验货确认”

按钮的时点为准；

2）客户收到货物，但未在 3个工作日在网上超市点击“验货确

认”按钮，验货完成时间以供应商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的时点

为准；

3）客户收到货物，发现货物存在质量异议，应在 3个工作日内，

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并说明原因，申请暂缓支付，

此后验货完成时间由网上超市运营团队根据后期协调处理情况予以

确认。

4）客户在收到网上超市邮件或短信提醒后，应及时对供应商登

记的交货信息予以确认，如发现信息有误，应及时在网上超市申请延

期支付，同时与网上超市和供应商联系。

（2）供应商未点击“确认客户收货”按钮：

1）客户收到货物，并点击“验货确认”按钮，验货完成日期以

客户点击“验货确认”按钮的时点为准；



2）客户在网上超市一直未点击“验货确认”按钮，网上超市视

同未到货。

13.4 验票完成时间的确定存在以下情况：

（1）供应商已点击“确认开票”按钮，网上超市将通过短信或

邮件方式提醒客户在收到发票后进行验票确认

1）结算商收到发票，并在 5个工作日内（包括 5个工作日）在

网上超市上点击“验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以客户点击“验票

确认”按钮的时点为准；

2）结算商收到发票，但未在 5个工作日内在网上超市上点击“验

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以供应商点击“确认开票”按钮的时点

为准；

3）结算商收到发票，发现发票信息有误，应在 5个工作日内在

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并说明原因，申请暂缓支付，

此后验票完成时间由网上超市运营团队根据后期协调处理情况予以

确认。

4）结算商在收到供应商“确认已开票”的短信或邮件提醒后的

第 5个工作日仍未收到发票，可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

钮，并说明原因，申请暂缓支付，此后验票完成时间由网上超市运营

团队根据后期协调处理情况予以确认。

（2）供应商未点击“确认开票”的情况下：

1）结算商收到发票并点击“验票确认”按钮，验票完成时间以

客户点击“验票确认”按钮的时点为准；



2）结算商在网上超市一直未点击“验票确认”按钮，网上超市

视同未开票。

13.5 客户/结算商在订单确认成立后，可通过网上超市跟踪订单

的执行情况，特别是物流和结算发票信息，若发现信息有误时，及时

通知网上超市，并在网上超市申请延期支付。

13.5 客户/结算商在订单确认成立后，可通过网上超市跟踪订单

的执行情况，特别是物流和结算发票信息，若发现信息有误时，及时

通知网上超市，并在网上超市申请延期支付。

13.6 在以下几种情况下，客户可在网上超市通过点击“申请延

期支付”按钮申请延期支付：

（1）客户未收到货物；

（2）发现商品存在质量异议；

（3）未收到发票；

（4）发票信息有误；

在网上超市点击“申请延期支付”按钮，处理结果由网上超市与

客户沟通予以确认。

13.7 货款结算涉及到交易三方的利益，三方应及时在网上超市

上点击相应的确认按钮，声明自己的权利义务。

第十四条 售后服务

14.1 网上超市销售的商品的售后服务由供应商负责，供应商应

按照国家相关的法律规定履行相应的责任和义务。

第十五条 客户评价及投诉



15.1 客户有权基于真实的交易在订单交易成功后对供应商及结

算商所售商品及服务进行评价，客户评价将作为供应商考核评价的重

要依据。

15.2 在网上超市交易过程中，出现争议任何一方可向网上超市

进行投诉。

第十六条 短信及邮件提醒

16.1 网上超市在多个节点通过短信及邮件方式向会员发送交易

等业务相关信息，关键节点如下：

网上超市发送信息节点
接受信息会员

供应商 客户 结算商 物流商

会员注册信息审核通过 √ √ √ √

网上超市为客户设立交易账户 √ √ √ √

客户提交订单 √ √

确认订单 √

结算商拒绝订单（自动值班） √ √

客户在订单有效期内仍未支付货款（有效期截止的当天） √

客户未在有效期内支付，订单自动取消 √ √ √

网上超市收到客户支付的货款 √ √

供应商委托第三方物流商配送 √

物流商配送受理确认 √

货物已出库发货 √

结算商发货通知 √

客户提交退换货申请 √

供应商已“确认客户收货”，但客户未“验货确认” √

供应商已“确认客户收货”3个工作日后，客户仍未“验货确认” √ √

供应商“确认开票”后的第 4个工作日，但客户仍未 “验票确认” √

供应商已“确认开票”5 个工作日后，客户仍未“验票确认”，系统自动默认验票 √ √

客户提交“申请延期支付” √

结算商票据业务暂停通知 √ √ √

结算商票据业务恢复通知 √ √ √

买家票据业务暂停通知 √ √ √

买家票据业务恢复通知 √ √ √

预警提醒 √



16.2 会员接收短信及邮件发送的信息的手机号码及邮箱，由会

员注册时提供并确认其准确性，如因会员注册时提交信息有误，造成

业务相关信息无法送达，其造成的损失由会员自行承担。

第五章 市场管理

第十七条 供应商应按照与网上超市运营团队签订的合作框架

协议维护市场的正常秩序，履行应尽的义务。如发生危及交易安全或

扰乱网上超市运营秩序等行为，网上超市将依照其行为的危险程度采

取账户强制措施、限制发布商品、限制网站登录、限制使用商城在线

等保障交易安全的临时性管理措施。

第十八条 客户应按照注册时的承诺维护市场正常交易秩序，

履行应尽的义务，若发生违约行为，网上超市将视情形的严重程度采

取账户强制措施、暂停交易、限制使用商城在线等保障交易安全的临

时性管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