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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GDZW 0001《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分为六个部分：

——第1部分：总体规范；

——第2部分：数据规范；

——第3部分：功能规范；

——第4部分：建设规范；

——第5部分：运营规范；

——第6部分：安全规范。

本部分为GDZW 0001的第1部分。

本部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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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第 1 部分：总体规范

1 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广东省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总体要求、技术架构、应用架构。

本部分适用于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规划、设计和建设，同时可作为广东省各级政府及部门其

他移动政务服务平台规划、设计和建设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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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01.2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第2部分：数据规范

GDZW 0001.3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第3部分：功能规范

GDZW 0001.4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第4部分：建设规范

GDZW 0001.5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第5部分：运营规范

GDZW 0001.6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第6部分：安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粤省事小程序

广东省集成政务民生服务的小程序，为用户提供一站式民生服务。

3.2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

包括构建在广东省政务云平台、公共支撑平台上的粤省事小程序、粤省事公众号、后台支撑系统和

运营管理系统等。

3.3

政务服务应用

由各级政府部门向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的各类网上政务服务。

3.4

业务系统

各级政府部门使用的支撑其业务运作和职能履行的系统。

3.5

管理方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主管方，即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部门。对该平台拥有所有权、管理

权和使用权，统一管理接入的政务服务事项，向运营方下达具体建设和运营工作任务。



GDZW 0001.1-2019

2

3.6

接入方

接入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省直部门和地市政府。负责组织业务系统的建设运营，提供政务服

务事项的办理服务、信息发布和咨询投诉处理等。

3.7

运营方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运营方。为管理方和接入方提供相关技术支持服务。

3.8

公共支撑平台

由接入网关、API 网关和各应用支撑平台等组成，为政务应用系统提供公共技术组件和公共服务支

撑能力。

4 缩略语

API 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IAAS 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OCR 光学字符识别（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PAAS 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

5 总体要求

5.1 通用性

应服务所有群体。保证残障人士、老年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能方便地使用相关功能。

5.2 可扩展性

应综合考虑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架构设计，为建成后的运营、维护预留扩展空间。

5.3 经济性

应统筹规划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建设，提高建设过程中各方协作效率，减少重复投入。

5.4 人性化

应基于用户的真实需求、使用习惯、认知及操作能力进行设计，简化用户办事流程，减少提交材料

数量。

6 技术架构

6.1 概述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技术架构自上而下应分为访问层、接入层、应用层、支撑层、数据层和基

础层。标准化管理制度和安全运维系统贯穿平台多个层面，通过制度和技术的结合实现平台的规范化管

理和安全保障。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的建设应符合GDZW 0001.4的规定，运营应符合GDZW 0001.5

的规定，安全设计和管理应符合GDZW 0001.6的规定。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技术架构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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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技术架构

6.2 访问层

访问层包括面向用户的政务服务小程序和公众号。用户在小程序中通过“实人+实名”认证后，小

程序应为用户提供社保、公积金、交管等热门服务，实现一次登录、全网漫游、通办全部业务。

6.3 接入层

接入层基于公共支撑平台的接入网关和 API 网关，对各个外部系统接口进行集中接入管控。接入层

应具备以下功能：

a) 实现 API 的创建、配置、修改、测试、上线、运行和下线的完整生命周期管理功能。

b) 根据业务量对 API 服务进行流量配置。

c) 实现请求过滤和控制，避免突发高流量导致后端服务过载。

d) 实时监控 API 调用情况，提供多维度视角用于流量分析和错误分析，确保稳定安全的提供 API

服务。

6.4 应用层

应用层包括粤省事后台支撑系统和运营管理系统。后台支撑系统对前端功能提供后台服务。运营管

理系统提供服务事项配置、运营数据统计分析等功能。

6.5 支撑层

支撑层包括统一身份认证服务、电子证照服务、电子支付服务等业务支撑和应用管理平台、工作流

引擎、容器服务等应用支撑。

6.6 数据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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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层包括数据支撑服务、数据共享服务和数据交换管理。

数据层存储的业务数据应符合 GDZW 0001.2 的规定。数据层还可存储小程序用户使用服务过程中产

生的日志，如用户收藏、用户访问日志、业务预约日志、任务通知、缓存等，供统计分析、审计之用。

6.7 基础层

基础层应基于广东“数字政府”政务云平台。

7 应用架构

7.1 概述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包含4个子系统：粤省事小程序、粤省事公众号、后台支撑系统、运营管

理系统。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应用架构见图2。

图 2 粤省事移动政务服务平台应用架构

7.2 粤省事小程序

用户可在粤省事小程序（简称小程序）内一站式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小程序提供的功能应符合 GDZW

0001.3 的规定。

7.3 粤省事公众号

粤省事公众号（简称公众号）提供个人事项办理、政策图解、咨询服务、办事提醒、进入中国政务

服务平台等功能。

公众号应向用户推送各类证件到期提示、服务办结通知、服务评议、投诉应答等消息，用户在查看

消息时能快速链接到服务办事入口。对于已经关注公众号的用户，应直接推送公众号模板消息；对于未

关注的用户，应利用城市服务公众号推送模板消息，并引导用户关注公众号。

7.4 后台支撑系统

后台支撑系统应为前端功能及使用到的云能力，提供后台服务支撑。

支撑的前端功能应包括但不限于：

a）办件查询；

b）消息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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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个人信息；

d）功能反馈；

e）咨询与投诉；

f）电子证照；

g）搜索等。

支撑的前端功能使用到的云能力应包括但不限于：

a）车牌 OCR 识别；

b）证件卡号 OCR 识别；

c）拍证件照等。

7.5 运营管理系统

运营管理系统应为后台运营人员提供政务服务应用配置、优化，政务服务应用图标配置排序，公告

信息配置，对使用意见反馈的回复等功能。运营管理系统还应有数据统计分析功能，提供用户访问量(UV，

Unique Visitor)、页面访问量(PV，Page View)等统计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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