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政务服务网

申办受理平台界面设计（UI）规范

2019-08-20 发布 2019-08-20 实施

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发布

ICS 35.240.99

L 67 ZWFW
广 东 数 字 政 府 标 准 规 范

GDZW 0014-2019





GDZW 0014—2019

目 次

前 言.................................................................................................................................................................I

引 言...............................................................................................................................................................II

1 范围.....................................................................................................................................................................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1

3 术语和定义.........................................................................................................................................................1

4 缩略语.................................................................................................................................................................2

5 总体要求.............................................................................................................................................................2

6 组件使用方式.....................................................................................................................................................3

6.1 概述............................................................................................................................................................. 3
6.2 使用方式..................................................................................................................................................... 3

7 组件 UI 要求.......................................................................................................................................................3

7.1 概述............................................................................................................................................................. 3
7.2 组件要求..................................................................................................................................................... 3

8 网页 UI 要求.......................................................................................................................................................9

8.1 概述............................................................................................................................................................. 9
8.2 页面要求..................................................................................................................................................... 9

9 视觉 UI 要求.....................................................................................................................................................16

9.1 概述........................................................................................................................................................... 16
9.2 视觉 UI 要求............................................................................................................................................. 16



GDZW 0014—2019

I

前 言

本标准按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广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归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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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规范入驻到广东政务服务网的在线申办事项所涉及业务系统的UI设计，包括组件、网页、视觉UI

三方面，制定本界面设计（UI）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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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政务服务网申办受理平台界面设计（UI）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东政务服务网申办受理平台界面的组件UI、网页UI、视觉UI规范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省、市、县（市、区）、镇（街）、村（居）所有入驻到广东政务服务网的在线申办

事项所涉及的业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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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681-2003 信息技术开放系统中文界面规范

C 0102-2018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门户建设要求

C 0104-2019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政务服务移动端界面视觉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网页

可在互联网上进行信息查询的信息页。

3.2

业务系统

需要接入申办受理平台的第三方系统。

3.3

gdui
政府设计用户界面(Government-designed User Interface)，为实现UI风格统一而设计的组件库。

3.4

html
超文本标记语言(Hyper Text Markup Language)，用于描述网页内容。

3.5

css
层叠样式表(Cascading Style Sheets)，用于控制网页样式。

3.6

js
同JavaScript，一种浏览器运行的脚本语言。

3.7

Vue
一套用于构建用户界面的渐进式JavaScript框架。

3.8

IE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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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ows系统自带浏览器第8代版本（Internet Explorer 8）。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UI 用户界面（User Interface）

5 总体要求

业务系统的界面设计要求见表1：

表 1 规范要求

规范类型 类型子集
新建业务系统设计规范要

求
已有业务系统设计规范要求

组件UI规范

组件：头部 必须 必须

组件：底部 必须 必须

组件：选择办理情形 必须 参考

组件：事项基本信息 必须 参考

组件：办理条件自检 必须 参考

组件：材料清单自检 必须 参考

组件：申请人信息 必须 参考

组件：经办人信息 必须 参考

组件：法人信息 必须 参考

组件：协议信息 必须 参考

组件：填写表单 参考 参考

组件：电子材料上传 必须 参考

页面UI规范

页面：信息自检页 必须 参考

页面：填写表单页 参考 参考

页面：材料上传页 必须 参考

页面：完成反馈页 必须 参考

页面：事项详情页 必须 参考

页面：材料补正页 必须 参考

视觉UI规范

色彩 必须 必须

字体 必须 必须

按钮 必须 参考

对话框 必须 参考

开关 参考 参考

下拉菜单 参考 参考

步骤条 必须 参考

输入框 必须 参考

分页 必须 参考

锚点 必须 参考

文字提示 必须 参考

多选框与单选框 必须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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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页 必须 参考

日期选择框 必须 参考

注 1：标注为“必须”是指必须遵循的规范要求。

注 2：标注为“参考”是指建议项，可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使用。

6 组件使用方式

6.1 概述

组件的使用方式包括gdui、静态html+css+js、引入静态JS渲染方法三种方式。

6.2 使用方式

6.2.1 gdui
基于vue制作的组件库“gdui”，推荐使用此方式。

使用说明：需要掌握基本的vue、mvvm基础知识，不支持IE8及以下浏览器。

更新说明：当组件库更新后，只需要执行dnpm i @digitalgd/gdui@x.x.x –save，然后重新使用wefe build打包

便可。

6.2.2 静态 html+css+js
使用原生html、css实现，内置新版网厅样式，可在任何框架下直接使用。

使用说明：

a) 无需熟悉任何前端mvvm框架，支持IE7及以上、市面绝大部分浏览器；

b) 该方式不便于更新迭代，可能需要自己实现部分交互，可能存在与业务系统css的classname污染问题。

6.2.3 静态 JS渲染

基于静态html+css+js文件模板，通过原生js去实现UI的渲染。

使用说明：

a) 快速接入，只需要引入一段<script>，并执行初始化方案即可；

b) 对现有系统改造成本低；

c) 无需关注后续UI的更新迭代；

d) 方案缺点：可能与现有业务系统产生样式冲突，需要少量调试工作。

7 组件 UI 要求

7.1 概述

组件包括头部、底部、选择办理情形、事项基本信息、办理条件自检、材料清单自检、申请人信息、

经办人信息、法人信息、选择办理情形、填写表单、电子材料上传、完成反馈页面等内容。

7.2 组件要求

7.2.1 头部

申办流程头部组件见图1；事项详情头部组件见图2。

图1 申办流程头部组件

图2 事项详情头部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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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2 底部

底部组件见图3。

注：自建系统：版权、ICP、电话须改成对应自建系统信息。

图3 底部组件

7.2.3 选择办理情形组件

选择办理情形组件见图4。

图4 选择办理情形组件

7.2.4 事项基本信息组件

事项基本信息组件见图5。

图5 事项基本信息组件

7.2.5 办理条件自检组件

办理条件自检组件见图6。

图6 办理条件自检组件

7.2.6 材料清单自检组件

材料清单自检组件见图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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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材料清单自检组件

7.2.7 申请人信息组件

申请人信息组件见图8。

图8 申请人信息组件

7.2.8 经办人信息组件

经办人信息组件见图9。

图9 经办人信息组件

7.2.9 法人信息组件

法人信息组件包括申请人信息组件和经办人组件，见图10、图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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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 法人信息-申请人信息组件

图11 法人信息-经办人组件

7.2.10 协议信息组件

协议信息组件应包括协议信息选择、协议信息弹窗，见图12、图13。

图12 协议信息选择

图13 协议信息弹窗

7.2.11 填写表单组件

填写表单组件见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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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填写表单组件

7.2.12 电子材料上传组件

电子材料上传组件包括单材料上传和多材料上传，展现样式见图15、图16、图17、图18、图19。

图15 单材料上传展现样式1

图16 单材料上传展现样式2

图17 多材料上传展现样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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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多材料上传展现样式2

图19 多材料上传展现样式3

7.2.13 完成反馈页面组件

完成反馈页面组件见图20。操作步骤：

a） 点击“工单流水号”跳转至用户中心，我的事项/我的办件详情页；

b） 点击“我的事项”跳转至用户中心，我的事项/我的办件列表；

c） 点击“返回首页”跳转至广东政务服务网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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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完成反馈页面组件

8 网页 UI 要求

8.1 概述

网页UI包括信息自检页、填写表单页、材料上传页、完成反馈页、事项详情页、材料补正页等内容。

8.2 页面要求

8.2.1 信息自检页

信息自检页包含头部组件、横向步骤条、选择情形组件、事项基本信息组件、办理条件自检组件、

材料清单自检组件、经办人信息组件、法人信息组件之一申请人信息及底部组件等。见图21、图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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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信息自检页样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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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信息自检页样式2

8.2.2 填写表单页

填写表单页包含头部组件、横向步骤条、填写表单组件及底部组件等。见图23。



GDZW 0014—2019

12

图23 填写表单页

8.2.3 材料上传页

材料上传页包含头部组件、横向步骤条、电子材料上传组件（多材料上传）展现样式及底部组件等。

见图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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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4 材料上传页

8.2.4 完成反馈页

完成反馈页包含头部组件、横向步骤条、完成反馈组件及底部组件等。见图25。



GDZW 0014—2019

14

图25 完成反馈页

8.2.5 事项详情页

填写表单页包含头部组件、事项名称、工单流水号、横向步骤条、纵向步骤条、事项基本信息组件

（包含办理情形、事项基本信息、经办人信息、申请人法人信息）、表单信息（包含表单基本信息）、

材料信息（材料上传信息）、回执通知书（包含回执通知书信息、回执单信息）及底部组件等。见图26、

图27、图28、图29、图30。

图26 事项详请页-基本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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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7 事项详请页-表单信息

图28 事项详请页-材料附件

图29 事项详请页-回执通知书

图30 回执通知书-查看详情

8.2.6 材料补正页

材料补正页包含头部组件、事项名称、工单流水号、材料补正、表单补正及底部组件等。见图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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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材料补正页

9 视觉 UI 要求

9.1 概述

视觉UI包括色彩、字体、按钮、对话框、开关、下拉菜单、步骤条、输入框、分页、锚点、文字提

示、多选框与复选框、标签页、日期与单选框、标签页、日期与单选框等。

9.2 视觉 UI要求

9.2.1 色彩

色彩见图32。

文字颜色 背景颜色

类型 色块 十六进制颜色码 类型 色块 十六进制颜色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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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文字 #0D1C28 一级背景 #C5C8CA

二级文字 #45484B 二级背景 #DFE1E2

三级文字 #727475 三级背景 #F1F2F3

背景色反色 #FFFFFF 页面背景 #FFFFFF

链接颜色 强调色

类型 色块 颜色码 类型 色块 颜色码

链接 #3E97DF
强调

#F13939

链接悬停 #0066B9
强对比背景

#152E48

已点链接 #5635A0

按钮颜色 状态色

类型 色块 颜色码 类型 色块 颜色码

按钮 #3E97DF
成功提示

#0C9363

按钮悬停 #3784C2
错误提示

#F13939

图32 色彩

9.2.2 字体

字体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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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字体

9.2.3 按钮

按钮见图34。

主按钮 次按钮

状态：默认状态

背景色：#3E97DF

文字：#FFFFFF、16px

状态：默认状态

背景色：#EBF4FB

文字：#3E97DF、16px

状态：鼠标悬停状态

背景色：#0066B9

文字：#FFFFFF、16px

状态：鼠标悬停状态

背景色：#D8EAF9

文字：#3E97DF、16px

状态：禁用状态

背景色：#EBF4FB

文字：#B7D7F2、16px

状态：禁用状态

背景色：#EBF4FB

文字：#B7D7F2、16px

图34 按钮

9.2.4 对话框

对话框见图35、图36、图37、图38、图39。

类型 情景

类型1 文字阅读,例如:信息传达,操作反馈,警示提示

字号 说明

Bold,42px 一般为网页一级办事事项的标题，也可以用于阿拉伯数字

等

Bold,24px 用于页面标签页的标题

Bold,18px 用于非常重要的阅读文字等，也可以是标题

Regular,18px 用于二级正文字体

Bold,16px 用于被强调的正文字体等，如需填写的表单内文字等

Regular,16px 用于文本阅读的基础字号

Regular,14px
说明文本，如标注文字、版权信息、复杂的表单内文字、

附件名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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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2 单层层级表单填写

类型2变体 信息和表单混排,多层级表单填写

类型3 操作提醒和二维码

类型3变体 无标题二维码三

图35 对话框类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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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6 对话框类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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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7 对话框类型二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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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8 对话框类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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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9 对话框类型三变体

9.2.5 下拉菜单

下拉菜单见图41。

图40 下拉菜单

9.2.6 步骤条

步骤条见图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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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1 步骤条

9.2.7 输入框

输入框见图43。

图42 输入框

9.2.8 分页

分页见图44。

图43 分页

9.2.9 锚点

锚点见图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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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4 锚点

9.2.10 文字提示

文字提示见图46。

图45 文字提示

9.2.11 多选框与复选框

多选框与复选框见图47。

图46 多选框与复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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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2 标签页

标签页见图48。

图47 标签页

9.2.13 日期与单选框

日期与单选框见图49。

图48 日期与单选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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