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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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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在遵循国家电子证照系列基础标准的基础上，广东省编制本地电子证照系列标准，包括以下5项：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总体规范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编码规范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数据标准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接口规范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实施规范

其中：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总体规范围绕电子证照的业务、技术、实施三大方面提出明确要求；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编码规范规定了电子证照目录编码、电子证照标识编码的具体规则；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数据标准规定了证照目录、证照信息、证照索引、证照附件、账户信

息、服务事项等数据标准；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接口规范提供电子证照系统与省市业务系统对接的接口方式、接口规

范等标准说明；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实施规范规定了电子证照系统的实施流程、实施步骤及不同地区角色

工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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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证照 实施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电子证照的业务实施流程、面向不同部门的实施步骤及实施过程操作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电子证照的应用推广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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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总体规范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编码规范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接口规范

GDZW XXXX-201X 电子证照 数据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全省电子证照目录 electronic certificate catalog of whole province
由省电子证照管理部门统一管理和发布的省、市、县三级电子证照目录。

3.2

应开通电子证照目录 obligatory lectronic certificate catalog of localities
相关法律、法规，国家和地方政策、文件要求，明确了各级政务部门（地区）必须开通电子证照服

务。

4 实施流程

4.1 部署互联

部署互联流程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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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部署互联流程

说明：

a) 省、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进行网络和服务器、加密机等运行环境检查。确保本地安全加密设备性能满足性

能要求；

b) 省、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部署电子证照系统，进行系统初始化；

c) 省、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协调配置实施，省市互联，实现省市互联互通。

4.2 部门进驻

部门进驻流程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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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部门进驻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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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a) 各级政务部门梳理三张清单和进驻申请表，并向本级管理部门提交；

b) 本级电子证照管理员进行审核确认；

c) 各级管理部门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创建政务部门组织机构、政务部门账号，并依据三张清单登记权

责事项；

d) 各级政务部门需购买“机构证书”（UKEY）和“业务证书（签发证书）”两类证书并同时开通电子证照系

统应用；

e) 各级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进行机构证书绑定和激活本部门的账号；

f) 各级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完成电子印章的加载和绑定工作。

4.3 目录注册

目录注册流程见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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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目录注册流程

说明：

a) 各级政务部门进行本部门的发证清单梳理；

b) 各级政务部门以全省证照清单为基础，对全省目录进行目录注册登记；

c) 本级管理部门完成证照数据项、照面等实施配置工作；

d) 各级政务部门对证照数据项、照面等进行确认，通过则进入第 5步省管理部门审核发布，不通过则返回第 3

步实施配置；

e) 省管理部门进行目录审核，不通过则结束办件单，通过则结束办件单并发布该全省目录。

4.4 系统接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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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接入流程见图4。

图4 系统接入流程

说明：

a) 电子证照管理部门提供测试环境；

b) 各级政务部门依据省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业务系统改造；

c) 各级政务部门业务系统与电子证照系统进行对接联调，管理部门提供测试功能协助业务系统接入工作；

d) 电子证照管理部门对业务系统接入效果进行确认。

4.5 发证实施

发证实施流程见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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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发证实施流程

说明：

a) 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管理员账号将政务部门的应开通目录纳入该部门；

b) 各级政务部门进行发证事项和证照的绑定；

c) 各级政务部门进行电子印章和证照的绑定；

d) 各级政务部门依据省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业务系统改造，并与与电子证照系统进行对接联调，管理部门

提供测试功能协助业务系统接入工作；

e) 各级政务部门向管理部门提交发证服务开通申请；

f) 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进行发证开通审核。

4.6 用证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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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证实施流程见图6。

图6 用证实施流程

说明：

a) 各级政务部门进行用证事项与证照关系的绑定；

b) 各级政务部门依据省统一的标准规范进行业务系统改造，并与与电子证照系统进行对接联调，管理部门提供

测试功能协助业务系统接入工作；

c) 各级政务部门向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提出用证服务启用申请；

d) 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进行用证启用审核。

5 实施步骤

5.1 面向地市管理部门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主要有 6大实施任务，包括：地市基础版部署、部门进驻管理、应开通目录

管理、系统接入管理、发证服务开通、事项用证启用。

5.1.1 地市基础版部署

地市基础版部署包括：

a) 数字证书申办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需向 CA 采购用于管理部门本身的“机构证书”（UKEY）。“机构证书”用于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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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单位账号、管理印章样式和重置单位账号密码等工作。

b) 运行环境准备

1)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按照地市基础版的安装部署要求准备应用服务器，数据库服务器、

存储设备、加密设备。

2) 确保地市电子证照系统与省电子证照系统的网络畅通。

c) 地市基础版安装

1)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机构证书”（UKEY）登录地市电子证照系统，部门管理员凭

2) 机构证书 Key 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激活管理员账户（部门有且仅有一个部门管理员角

色）。

3) 地市管理员登录地市电子证照系统开设地市实施员等账户。

4) 与 CA 对接联调，检测确认加密设备配置成功。

5) 检测确认市系统与省系统互联对接成功。

5.1.2 部门进驻管理

部门进驻管理包括：

a) 部门进驻初始化：

1） 地市政务部门提交接入申请表。

2） 地市管理部门进行审核确认。

3） 地市管理部门登录地市电子证照系统，创建地市政务部门组织机构、地市政务部门管理

员账号。

4） 地市政务部门需购买“机构证书”（UKEY）和“单位服务器证书（签发证书）”两类证书

并同时开通电子证照系统应用。

5）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电子证照系统，进行机构证书绑定和激活本部门

的部门业务员、部门用户等账户，并对部门进驻信息进行确认。

6）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电子证照系统，完成电子印章的加载和绑定工作。

b) 权责事项初始化：

1) 根据部门的权责清单，分析本部门的权责事项，梳理办事指南对应事项名称、事项编码、

证照名称、证照信息项、证照样本等，形成哪些事项用哪些证、哪些事项发哪些证，完成

部门的事项与证照之间关系的梳理。

2) 按已梳理的部门事项与证照信息，接入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对部门权责事项进行手动

录入或批量导入，并以事项为中心，配置事项申报材料所需的证照、事项办理结果所签的

证照，完成本部门事项与证照的关系配置。事项与证照的关系与本级政府权责清单保持同

步更新。

5.1.3 应开通目录管理

应开通目录管理包括：

a) 界定本级应开通目录

1)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基于全省目录界定的本级应开通的电子证照范围，梳理应开通目录

内电子证照的发证部门。

2)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按本级应开通目录进行发证开通。

b) 证照目录注册管理

1)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地市管理员角色对已提交的目录注册申请进行初审以及对证

照信息项数据标准、照面配置等进行实施配置。

2)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进行证照配置确认。

3) 省电子证照系统使用省管理员角色进行审核，通过后发布到全省目录。

5.1.4 系统接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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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接入管理包括：

a) 系统接入管理

1) 地市政务部门填写系统接入申请表，并提交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

2)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根据接入申请表，开设对接部门 App 账户，禁止泄露调用服务接口

所需的 AppKey 和密钥，确保只在调用服务接口的后台服务器配置 AppKey 和密钥。

b) 系统对接联调

1) 地市政务部门业务系统根据《电子证照接口规范》进行系统改造，调用电子证照系统发证

/用证接口实现电子证照的制证签发/事项用证。

2)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系统接入成功。

3) 确认对接成功后，正式完成系统接入。

5.1.5 发证服务开通

发证服务开通包括：

a)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绑定证照与发证事项关系、绑定印章。

b)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申请发证开通，填写开通信息（包括开通时间、可签发时间

和印章绑定）。

c) 地市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地市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发证对接成功，并进行审核

确认。

5.1.6 事项用证启用

事项用证启用包括：

a)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绑定事项与使用证照关系。

b) 地市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提交事项用证申请。

c) 地市电子证照系统管理部门使用地市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事项用证成功，并进行

审核确认。

5.2 面向县（市、区）管理部门

5.2.1 基本要求

县（市、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主要有5大实施任务，包括：部门进驻管理、应开通目录管理、系

统接入管理、发证服务开通、事项用证启用。

5.2.2 部门进行管理

部门进行管理包括：

a) 部门进驻初始化

1) 县区政务部门提交进驻申请表；

2) 县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进行审核确认；

3) 县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管理员登录县区电子证照系统，创建县区政务部门组织机构、接入

部门管理员账号；

4) 接入部门需购买“机构证书”（UKEY）和“单位服务器证书”两类证书并同时开通电子证

照系统应用；

5)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电子证照系统，进行机构证书绑定和激活本部门的

部门业务员和部门用户等账户，并对部门进驻信息进行确认；

6)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电子证照系统，完成电子印章的加载工作。

b) 权责事项初始化

1） 根据部门的权责清单，分析本部门的权责事项，梳理办事指南对应事项名称、事项编码、

证照名称、证照信息项、证照样本等，形成哪些事项用哪些证、哪些事项发哪些证，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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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门的事项与证照之间关系的梳理；

2） 按已梳理的部门事项与证照信息，接入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对部门权责事项进行手

动录入或批量导入，并以事项为中心，配置事项申报材料所需的证照、事项办理结果所

签的证照，完成本部门事项与证照的关系配置。事项与证照的关系与本级政府权责清单

保持同步更新。

5.2.3 应开通目录管理

应开通目录管理包括：

a) 界定本级应开通目录

1) 县（市、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基于全省目录界定的本级应开通的电子证照范围，梳理应

开通目录内电子证照的发证部门；

2)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进行全省目录的登记注册。

b) 2、证照目录注册管理

1）县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县区管理员角色对已提交的目录注册申请进行初审以及对证照

信息项数据标准、照面配置等进行实施配置；

2）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进行证照配置确认；

3）省电子证照系统使用省管理员角色进行审核，通过后发布到全省目录。

5.2.4 系统接入管理

系统接入管理包括：

a) 系统接入管理

1) 县区政务部门填写系统接入申请表，并提交县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

2) 县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根据接入申请表，开设对接部门 App 账户，禁止泄露调用服务接口

所需的 AppKey 和密钥，确保只在调用服务接口的后台服务器配置 AppKey 和密钥。

b) 系统对接联调

1） 县区政务部门业务系统根据《电子证照接口规范》进行系统改造，调用电子证照系统发证

/用证接口实现电子证照的制证签发/事项用证；

2）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系统接入成功；

3) 确认对接成功后，正式完成系统接入。

5.2.5 发证服务开通

发证服务开通包括：

a)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绑定证照与发证事项关系、绑定印章；

b)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申请发证开通，填写开通信息（包括开通时间、可签发时间

和印章绑定）；

c) 县区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县区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发证对接成功，并进行审核

确认。

5.2.6 事项用证启用

事项用证启用包括：

a)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绑定事项与使用证照关系；

b) 县区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提交事项用证申请；

c) 县区电子证照系统管理部门使用县区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事项用证成功，并进行

审核确认。

5.3 面向各级政务部门

5.3.1 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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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政务部门主要有6大实施任务，包括：部门进驻、业务优化、目录维护、系统接入、发证服务

开通、事项用证启用。

5.3.2 部门进驻

部门进驻要求包括：

a) 部门接入登记。按要求填写部门接入登记表，明确本部门名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内设机构、

下属单位、所用印章、部门管理员等信息，盖部门公章提交本级管理部门；

b) 数字证书申办。凭部门进驻申请表和数字证书用户责任书向 CA 申办机构证书、业务证书；

c) 激活管理员账号。各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管理员根据申请表，创建部门组织机构和部门管理员

等账号。各级政务部门的部门管理员凭机构证书 Key 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激活部门的账户，

主要包括部门管理员、部门业务员、部门用户（部门有且仅有一个部门管理员角色）；

部门管理员角色主要用于本部门证照目录的注册登记、配置事项与证照、开通本部门证照服务。

部门业务员角色用于进行本部门的制证签发、证照应用（如手工、批量制证，证照签发，证照

废止，证照查阅等）。部门用户角色用于查看本部门的信息，包括部门信息、发证服务开通情

况等。

d) 电子印章加载。部门管理员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印章管理模块，录入印章信息，绑定业务证

书，并上传印章图样；

e) 对于使用自备加密设备的部门，应按要求部署电子证照系统部门端，实现与本级电子证照制证

签发功能对接。

5.3.3 业务优化

业务优化要求：

a) 梳理事项发证用证信息。根据部门的权责清单，分析本部门的权责事项，梳理办事指南对应事

项名称、事项编码、证照名称、证照信息项、证照样本等，形成哪些事项用哪些证、哪些事项

发哪些证，完成部门的事项与证照之间关系的梳理，提交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

b) 明确服务优化目标。明确采用电子证照后面向公众的服务优化目标（办事人如何少走快办、少

填少报），更新对应事项的办事指南；

c) 制定业务规范要求。制定采用电子证照后面向工作人员的受理、审查、决定、出证、归档等业

务规范要求，更新对应事项的业务手册。

5.3.4 目录维护

目录维护要求：

a) 目录注册登记。各级政务部门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对本部门的证照信息进行注册登记，包括填

写证照基本信息、初始化证照数据标准（如名称、类型、长度等）、上传证照模版、配置证照

照面信息等；

b) 目录变更维护。接入部门可使用部门管理员角色登录本级电子证照系统，对证照目录进行编辑、

修改、注销操作。

5.3.5 系统接入

系统接入要求：

a) 各级政务部门填写系统接入申请表，并提交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

b) 各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根据接入申请表开设对接部门 App 账户，禁止泄露调用服务接口所需的

AppKey 和密钥，确保只在调用服务接口的后台服务器配置 AppKey 和密钥。接入部门要做好本

部门的 App 账户和密钥的管理保密工作；

c) 完成业务系统接口开发。接入部门根据《电子证照接口规范》要求对业务系统进行改造。本级

电子证照系统同步记录相关信息（如：调用单位、调用人、调用系统名称、办理事项名称、调

用时间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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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对接联调确认。由电子证照系统管理部门、电子证照系统开发商、政务部门业务系统管理部门、

政务部门业务系统开发商，四方核实确认，完成接口联调工作。

5.3.6 发证服务开通

发证服务开通要求：

a) 发证开通申请

1) 各级政务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申请开通目录，填写开通信息（包括事项绑定、印章绑定、

开通时间和可签发时间）；

2) 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发证对接成功，并审核各级

政务部门提交的开通申请。

b) 制证签发

按照业务规范要求，开通之日起增量实现业务办结出证时同步签发电子证照。对开通前的存量证照，

逐步转化为符合标准要求的电子证照并进行签发。

各级政务部门使用部门业务员角色按本部门的制证的实际情况完成证照制证工作，制证工作结合应

用场景主要有三种，分别是：手工制证签发、批量制证签发、系统对接制证签发。具体操作要求：

1) 手工制证签发主要通过系统的证照目录，人工填写证照信息的内容，当业务系统制证同时，

人工通过电子证照系统同步录入一个证照信息。该方式适用于业务量较少的部门；

2) 批量制证签发主要通过系统的批量导入功能实现，通过业务系统将大量的证照信息按证照

目录的数据标准导出，并由部门制证员完成批量导入的操作。该方式适用于存量数据转换

为电子证照的场景；

3) 系统对接制证签发主要通过系统改造，接入部门可根据《电子证照接口规范》要求对业务

系统进行开放改造，实现电子证照系统自动制证签发，系统同步记录制证签发的相关信息

（如：制证签发单位、经办人、制证签发系统名称、制证签发时间等信息）。该方式适合于

业务量较大的部门。

5.3.7 事项用证启用

事项用证启用要求：

a) 事项用证管理：

1) 各级政务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申请事项用证启用，填写启用信息（包括证照绑定和启用时

间）；

2) 本级电子证照管理部门使用管理员角色，通过测试，检测确认事项用证对接成功，并审核

各级政务部门提交的启用申请。

b) 业务应用：

1) 网上办事系统。接入部门的网上办事系统要支持使用电子证照作为申办材料提交。网上办

事系统办理业务时，调用电子证照 list_license 接口获取办事人电子证照作为申办材料

提交；

2) 受理系统。接入部门的受理系统要支持办事人通过现场提交的有效身份证件使用电子证

照。受理系统办理业务时，调用电子证照 list_license 接口获取办事人电子证照作为申

办材料提交；

3) 审批系统。接入单位的审批系统要支持通过申办受理环节得到的电子证照用证码，查阅、

提取电子证照数据并应用到业务办理。审批系统调用电子证照 view_license 接口获取办事人

电子证照档案查验电子证照，并提取电子证照数据填充业务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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