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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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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网 UI 风格统一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通用组件的适用范围、部件说明、代码接入说明，明确了政务服务网的页面要求、视

觉要求，且包括了UI改造的示例及相关数据源的接口。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政务服务网带原网厅风格的页面整改工作，主要针对广东政务服务网地市网站中

带有原网厅风格(主要为页头/页尾)的外链页面进行UI风格统一。

特别说明：本标准不适于统一申办页面的 UI 整改，申办 UI规范详见《广东政务服务网统一申办受理平台统一 UI 交

互规范》。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25646-2010 信息技术 中文Linux用户界面规范

GB/T 36114-2018 政务服务中心进驻事项服务指南编制规范

DB44 1147-2017 行政许可事项办事指南编写规范

DB44 1148-2017 行政许可事项业务手册编写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用户界面 User Interface(UI) 指对软件的人机交互、操作逻辑、界面美观的整体设计。

4 通用组件说明

4.1 组件概述

gdui 组件库是广东政务服务网基于 Vuejs 的通用 UI 组件库，也是后续广东政务服务网相关系统

的改造方向。对于通用的组件，各个业务系统无需关注实现细节，只需要直接调用即可调用。

4.2 总体要求

接入要求：gdui 基于 Vuejs，页面其他相关元素需要做相应的技术改造。对开发人员基础要求较高，

需掌握基本的 Vuejs、MVVM 基础知识，不支持 IE8 及以下浏览器。

接入优势：政务服务网的标准前端技术方案，有专人维护组件库，升级迭代方便，开发人员不用关

心组件的实现和设计还原细节，专注系统业务逻辑。

接入方式：

1. 安装 dnpm：政务服务网相关的公共组件会通过 dnpm 进行发布，前端开发者可以通过以下命令

安装 dnpm（使用方式与 npm 一致并兼容，可作为 npm 的替代品使用）；

2. 安装 gdui 组件库；

3. 将 gdui 注册到 vue 组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4%A8%E6%88%B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F%E4%BB%B6/1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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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使用 gdui 组件。

4.3 通用导航样式

4.3.1 适用说明

适用于地市、区县需要导航栏，在当前页面刷新的页面。例如，首页、个人服务、法人服务、政务

公开、效能监督等内容，以及各个地市在导航栏扩展新增的专题页面。

4.3.2 部件格式

通用导航样式有五种，以下为通用导航部件的示意图 1与部件说明表 1。

图 1 部件示意

表 1 部件说明

部件名称 部件说明 代码接入方式

部件1 固定显示广东政务服务网，点击返回广东政务服务网 1. 使用gdui组件库：

2. 使用静态文件模版：部件2 根据用户所在的政务服务网区域，进行呈现，最多呈现两级

部件3 点击切换当前区域和部门，数据源见接口说明

部件4 显示推荐网站，建议为地市或区县门户网站，保持与地市、区县政务

服务网一致

部件5 固定显示首页、个人服务、法人服务、政务公开、效能监督数据源

见接口说明

4.4 专题导航样式

4.4.1 适用说明

适用于独立的业务系统或功能页面，不需要地市切换，建议在新窗口打开页面。例如：审批系统、

一站式联办系统、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投诉、离线咨询、通知、建议、留言、知识库、统一申办、注册、

搜索、办事指南等模块。

4.4.2 部件格式

专题导航样式有两种，以下为专题导航部件的示意图 2与部件说明表 2。

图 2 部件示意

表 2 部件说明

部件名称 部件说明 代码接入方式

部件1 固定显示广东政务服务网，点击返回广东政务服务网
1. 使用gdui组件库：

2. 使用静态文件模版：
部件2 建议根据所在地区加上系统名称，进行呈现。如：河源市行政服务中

心预约系统，清远市公共交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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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底部样式

4.5.1 适用说明

适用于所有新网厅风格的页面

4.5.2 部件格式

底部样式有五种，以下为专底部样式的示意图 3 与部件说明表 3。

图 3 部件示意

表 3 部件说明

部件名称 部件说明 代码接入方式

部件1 政府网站快链，均为下拉样式。建议显示中国政府网、国家部委网站、

各省区市府网站、驻港澳机构网站、省政府部门网站、市县镇府网站，

其他网站中可添加自定义链接。

1. 使用gdui组件库：

2. 使用静态文件模版：

部件2 网站信息，包含网站介绍和服务建议，建议使用省统一内容。

部件3 联系我们，包含联系电话及详细联系信息。

部件4 推荐公众号或业务系统二维码，可推荐广东省人民政府微信公众号、

网上办事微信公众号、固定显示网上办事客户端app等。

部件5 推荐业务和政府网站找错、党政机关。

4.6 侧边栏

4.6.1 适用说明

适用于需要智能咨询、留言咨询、办件进度、网站纠错、投诉等侧边功能的页面。目前侧边栏功能

只有地市、区县两级，各地市可根据需要使用，若选用，建议与页面所属地市或区县政务服务网的侧边

栏保持数据一致。

4.6.2 部件格式

侧边栏部件的格式有两种：未选中、选中状态，以下为侧边栏部件的示意图 4与部件说明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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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中状态 选中状态

图 4 部件示意

表 4 部件说明

部件名称 部件说明 代码接入方式

1智能咨询 各地市可采用省智能咨询系统或者自建智能咨询（AI咨询）系统； 1. 使用gdui组件库：

2. 使用静态文件模版：2留言咨询 各地市可根据各自建设情况选用。

3办件进度 可统一使用省建功能。

4网站纠错 可统一使用省建功能。

5投诉 各地市使用自建投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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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UI改造

A.1 概述

为保证政务服务网风格的一致性，导航栏、侧边栏、底部都可采用广东省政务服务网的通用组件的

接入方式、接入要求进行整体 UI 风格的改造，以下为改造示例说明。

A.2 UI改造示例图

UI 履行示例图见图 A.1。

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原方案 调整后方案

图 A.1 UI 改造示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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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数据源接口

B.1 概述

为保持数据一致性，导航栏、侧边栏、底部的数据源可采用广东政务服务网的接口服务。若自行配

置，建议相关数据与地市、区县政务服务网保持一致。

注意：接口必须通过数字广东网关调用数据服务接口，相关接口调用和注册请链接数字广东相关网

关负责人（注册服务 PaaSSid: mhyy-be）。

B.2 切换区域和部门接口

以下为切换区域和部门接口地址、调用示例见表 B.1：

表 B.1 切换区域和部门接口

接口 url 地址 http://zwfw.gd.gov.cn/ebus/mhyy-be/node/gdbsNav/index

请求参数 1. regCode 行政区划，如：440100（广州市）

2. customRegion 自定义获取某区划信息，如：440100（广州市）

3. customOrgcode 自定义获取某机构信息，如：006940140（省公安）

注意：customRegion 和 customOrgcode 不要同时传入

请求返回值 {

data : {} // 详细返回数据，见下面

errCode: 0 // 请求返回码，0 为正常，非 0 为异常

msg : "" // 请求返回信息说明，一般异常会有数据

result : 0 // 服务返回码，暂未使用，忽略

serverTime : 1532957110 // 服务器当前时间

}

详细返回数据 {

current: data // 自定义获取某部门或区划信息 – 默认是当前区划

department: [data...] // 该区划下面的子级部门集合

hall: [data...] // 该区划下面的子级区划地方集合

}

注意：data 为行政机构部门统一的数据对象，详细见下面

行政机构结构 {

DISPLAY: "1" // 是否显示，1显示，0不显示

ORGNAME:"广州市" // 机构（区划）全称

ORGSNAME:"广州市" // 机构（区划）简称

ORGTYPE:"市分厅" // 机构（区划）类型

ORGUPAREACODE:"440000" // 上级行政区划代码

ORGAREACODE:"440100" // 行政区划代码

ORGNUMBER:"" // 机构编码

SITES_URL: "http://mh.digitalgd.com.cn/portal/index.do?region=440100"

// 地址链接

SORT:"1" // 排序

city:"" // 归属市级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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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y:"" // 归属区县名称

province:"广东省" // 归属省份名称

town:"" // 归属镇街名称

id: 10200000002 // 数据记录 id

}

B.3 全站公共区接口

以下为全站公共区-接口调用地址、调用示例见表 B.2：

表 B.2 全站公共区接口

接口 url 地址 http:// zwfw.gd.gov.cn/ebus/mhyy-be/node/gdbsPortal/common

请求参数 regCode 行政区划，如：440100（广州市）

请求返回值 {

data : {} // 详细返回数据，见下面

errCode: 0 // 请求返回码，0为正常，非 0为异常

msg : "" // 请求返回信息说明，一般异常会有数据

result : 0 // 服务返回码，暂未使用，忽略

serverTime : 1532957110 // 服务器当前时间

}

详细返回数据 {

id：13000000141 // 数据记录 id

footer: { // 页面尾部区域数据

id 数据记录 id

contact: "http://www.gdbs.gov.cn/portal/ContactUs.do" // 联系地址

intro: "http://www.gdbs.gov.cn/portal/web_explain.do" // 介绍地址

suggest:

"http://www.gdbs.gov.cn/commonservice/suggest/suggestIndex.do?type=2" //

建议地址

telephone: "020-83134264" // 联系电话

}

nav: { // 页面头部导航区域数据

id 数据记录 id

channel：[ // 快速链接

{

name: "肇庆市人民政府" // 链接名称

url: "http://www.zhaoqing.gov.cn/" // 跳转链接

}

]

logo：" /logo/logo.png" // logo 地址

menu：[

{

name: "肇庆市人民政府" // 菜单名称

url: "http://www.zhaoqing.gov.cn/" // 跳转链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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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 导航名称

nav_url："" // 导航地址，暂未使用

}

sidebar: { // 页面侧边栏区域数据

id 数据记录 id

menu：[

{

icon : "ai" // 图标，csswebfont-样式

qr: "" // 二维码地址，暂未使用

text: "智能咨询" // 文案

url: "http://znkf.digitalgd.com.cn/gdbs/customer.html"

// 跳转链接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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