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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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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大厅建设与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广东省各级政务服务大厅的术语和定义、建设、运行管理、监督与评价等。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省行政区划内的市、区、街（镇）政务服务综合大厅管理工作，分厅及村(社

区)公共服务中心（站）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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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83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

GB/T 19085 商业、服务业经营场所传染性疾病预防措施

GB/T 20269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安全管理要求

GB/T 2027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基础安全技术要求

GB/T 20271 信息安全技术 信息系统通用案例技术要求

GB/T 21061 国家电子政务网络技术和运行管理规范

GB/T 21064 电子政务系统总体设计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8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GB/T 28002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指南

GB/T 2893.1 图形符号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第1部分：安全标志和安全标记的设计原则

GB 2894 安全标志及其使用导则

GB/T 32170.2 政务服务中心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2部分：标准体系

GB/T 36112-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GB/T 36113-2018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投诉处置规范

GB 50068-2001 建筑结构可靠度设计统一标准条文说明

GBZ 188 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

JGJ 48 商店建筑设计规范

WS 205 公共场所用品卫生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政务服务大厅

政务服务综合大厅

提供集中办理依申请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的综合性服务场所。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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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厅

因办公场所、技术条件、业务政策性和专业性强等因素限制，暂不能进驻政务服务综合大厅集

中办理的事项所设立的专业性服务大厅。

3.3

进驻部门

进驻政务服务大厅或分厅，为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依申请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的

政府部门和相关服务单位。

3.4

窗口

进驻部门或政务服务中心设立的服务单元。

[GB/T 32170.2，定义3.4]

3.5

综合窗口

政务服务大厅设立的不分行业、不分部门，对事项提供统一的接件受理、办件流转、发证等通

办服务的窗口。

3.6

专业窗口

政务服务大厅内设立的对某一类专业性较强的政务服务事项提供接件受理、办件流转、收费、

发证等服务的窗口。

3.7

事项标准

办理政务服务事项所依据的指引，包括办事指南和业务手册。

4 政务服务大厅建设

4.1 基本要求

政务服务大厅应实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的综合服务模式。通过

采取线上线下融合、受审分离、联审联办、同城通办、跨城通办、容缺受理等服务方式，实现政务

服务综合化、网络化、标准化、同城化。

4.2 大厅建设

4.2.1 选址。服务场所选址应符合城市规划要求，宜选择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完善的地点。

4.2.2 建筑结构。政务服务大厅的建筑结构安全等级应符合GB 50068-2001中二级以上要求。

4.2.3 建筑面积。政务服务大厅建筑面积的确定应根据本级行政区划内的人口总量、业务办理、经

济社会发展水平等情况，同时参考省内其他同一层级地区的政务服务大厅办件量、办件效率、人流

量等数据，综合评估政务服务大厅建筑面积，以满足自身政务服务功能定位的需求。

4.2.4 建筑外观。政务服务大厅主体建筑外观应简洁、整洁、大方。镇（街）及以上政务服务大厅

应按全省统一规范标志标识，为“xxx政务服务大厅”。



GDZW xxxx—20xx

3

4.2.5 窗口建设。窗口高度、宽度、座位间距以舒适并满足办事需要为宜。政务服务大厅综合窗口

实行敞开式办公，前台电脑的摆放桌面应与办事群众接待的台面垂直，以不影响办事群众与审批人

员面对面交流为宜。

4.3 标志标识

4.3.1 VI 标志

全省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应统一VI标志，且该标志与政务服务网VI标志一致，标志样式及标志使

用示例参见GDZW xxxx-2019。

4.3.2 服务标语

政务服务大厅服务标语要求：

a） 全省各级政务服务综合大厅应在适当的位置设置政务服务大厅标语，如：为人民服务；

b) 标语统一采用毛体，标语字体大小根据设置位置以比例缩放。

4.3.3 导向标识

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应结合整体布局、视觉效果、服务对象流动线路等因素，在外部醒目位置设

置交通导向标志、政务服务大厅出入口、机动车停车场和自行车停放处等标识。在大厅内部醒目位

置设置各楼层办事示意图、当前层功能区、公共设施（如公共卫生间、母婴室、复印机等）等标识，

为服务对象提供引导和提示。

4.3.4 安全标志

政务服务大厅内部及外部，应在醒目位置张贴公共安全标志。安全标志的使用应符合GB/T

2893.1和GB 2894的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禁止标志，如“禁止吸烟”“禁止攀爬”“禁止停车”等；

b） 警告标志，如“注意安全”“当心触电”；

c） 提示标志，如“紧急出口”“应急电话”“小心烫伤”等。

4.4 空间布局

4.4.1 功能区

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宜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

——咨询导办区。应设在大厅入口处或醒目的地方，主要实现咨询导办、排队取号和接待服务

等功能；

——申报辅导区。应安排专人为办事人提供精确、专业的申报辅导，并配备电脑供办事人在现

场进行申报使用；

——窗口服务区。应提供综合窗口服务；

——自助办理区。应配备终端机实现申报表格的电子化填写和申报材料的电子化上传，申报后

直接提交到政务服务平台，供办事人自助申报审批事项，实现自助办事、自助申报功能；

——洽谈区。为重大投资建设项目的企业提供咨询洽谈等个性化服务；

——休息等候区。应与窗口服务区关联设置，方便办事群众在办事窗口就近等候；

——投诉调解区。应配备相对独立的区域为投诉调解区，解决群众在办事过程中出现的投诉、

纠纷等；

——其他功能区。如宣传展示区、母婴室等，可根据场地面积大小和服务工作需要设立。

各功能区的设置应充分考虑工作实际，可合并设置。

4.5 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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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大厅应设置相关服务设施以方便服务对象办事。服务设施包括但不限于：咨询导办台、

触摸仪、显示屏、取号机、叫号机、材料展示本、服务评价器、录像监控系统、缴费POS机、自助终

端、电脑、复印打印机、身份证阅读器、高速文档扫描仪等。

4.6 进驻

4.6.1 部门进驻

审批职能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企事业单位应根据相关要求，宜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开展相关审

批工作，政务服务大厅应为进驻部门提供必要的办公条件。

4.6.2 事项进驻

除对场地有特殊要求的事项外，各审批职能部门应根据国家、省级政务服务工作要求，积极推

进政务服务事项进驻政务服务大厅，基本实现“应进必进”。

在不改变进驻事项所属职能部门法定职责的基础上，职能部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应向政

务服务中心进行服务授权，并签订综合服务授权委托书。综合服务授权委托书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

于授权关系的主体双方、授权事项、授权范围（包括服务范围和对象、服务内容和要求、业务章授

权）、委托期限、权利义务、保密责任等。

4.7 窗口设置

各级政务服务大厅根据事项进驻及办理情况，设置窗口：

a） 应根据改革实际、业务量等，合理设置综合窗口，并合理配置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可根据

业务量、办事主题等对综合窗口进行主题式分类；

b） 除综合窗口外，可根据各政务服务领域实际需求，设置专业窗口，如公安、税务、社保、

水电煤气、工程建设审批、咨询、出件、投诉及招投标咨询、中介服务超市咨询等窗口；

c） 应根据事项进驻情况，合理设置后台审批窗口。

5 政务服务大厅管理

5.1 通则

政务服务管理部门负责本级政务服务大厅的部门进驻、事项进驻等工作的统筹与指导，负责组

织对本级政务服务情况进行监督、抽查与考评。

政务服务中心负责政务服务大厅进驻部门、进驻人员、日常运作等的管理。

政务服务大厅负责日常秩序管理，组织对综合窗口工作人员开展相关业务培训等。

5.2 服务与管理机制

各级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健全运行与管理服务机制，包括但不限于首问责任制、首办责任制、

一次性告知制、服务承诺制以及内部工作制度等相关服务与管理机制，明确岗位、责任人、职责分

工、工作流程、工作要求等。

5.3 人员管理

5.3.1 素质要求

5.3.1.1 政务服务大厅管理人员应具备较高的素质，具有较强的沟通、协调、管理能力。

5.3.1.2 窗口工作人员应具备较高的素质，熟练掌握政务服务相关政策法规和与本岗位相关的工作

标准，能熟练应用计算机，使用服务对象能够理解的语言和文字。

5.3.1.3 窗口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和执行各项规章制度、工作纪律和职业道德规范，按标准化办事

程序和流程为群众提供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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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培训与管理

5.3.2.1 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窗口工作人员培训制度，组织窗口工作人员的常态化培训工作，并对

培训和考核情况进行记录和建档。培训内容包括服务意识、服务礼仪、服务流程、岗位职责、业务

标准、政策法规、常见问题、系统操作等。培训方式可采取第三方专业培训、集中轮训、定期业务

知识考核、跟班学习、日常专题培训等。同时，应加强人员交流，形成常态化工作总结、业务问题

研讨的全员学习和培训模式。

5.3.2.2 窗口工作人员属政务服务中心的，受政务服务中心管理，属审批职能部门的，受职能部门

与政务服务中心双重管理。政务服务大厅应对窗口工作人员日常工作程序、工作效率、工作质量等

进行监督与评价。

5.4 事项标准管理

职能部门根据权限负责本部门进驻政务服务大厅的事项标准的编制、更新。

政务服务大厅提供自助终端、App、微信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方式公开的事项标准应与省政

务服务网公布的事项标准一致，应与当前业务系统中的办事要素一致。

5.5 投诉处置

政务服务大厅投诉处置的原则、处置机构及人员、投诉方式和渠道、处置程序以及处置结果运

用应符合GB/T 36113-2018的规定。

5.6 信息公开

应及时公开政务服务大厅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目录、办事指南、咨询电话、收费、人员、办事

流程、办理结果、投诉电话、相关政策等，并及时动态更新，确保公开内容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5.7 环境管理

政务服务大厅外应保持地面卫生清洁，车辆摆放整齐，垃圾清运及时，草坪整洁美观，门厅内

外干净整洁。

政务服务大厅内的桌、椅、窗、灯干净整洁，电话、门把、柜门把、开关、管道、空调、柜顶

无灰尘、脏迹，走廊、楼梯、走道、平台干净，卫生间干净不留异味，办公场所花卉的摆放要简约

美观。政务服务大厅各办公室及窗口应保持办公桌上摆放整齐，文件柜内摆放整齐。

5.8 秩序管理

政务服务大厅取号秩序、等候秩序、办理秩序等日常秩序管理应符合GB/T 36112-2018的规定。

5.9 物品管理

政务服务大厅日常公共物品、办公物品、私人物品、遗失物品的管理应符合GB/T 36112-2018

的规定。

5.10 文档管理

政务服务大厅业务资料、文件资料、宣传资料等文档的整理、存放、流转、归档应符合GB/T

36112-2018的规定。

5.11 安全与应急管理

5.11.1 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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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1.1 服务场所的出入口、楼梯、扶梯等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设置，应当符合 JGJ 48《商店建筑

设计规范》的有关规定。

5.11.1.2 应在出入口处、自助服务终端设备等主要位置安装监控、报警装置，监控录像宜保存 30

日以上。

5.11.1.3 按照有关规定配备消防器材、应急照明灯和标志，并加强对消防安全的日常监督管理，

定期组织人员对各类安全隐患进行检查、排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消防安全。

5.11.1.4 配备相应的安全保卫人员，并定期对安全保卫人员进行基本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安全保

障措施，确保安全。

5.11.1.5 环境卫生、室内空气质量、职业健康安全等执行 GB/T 18883 、GB/T 19085 、GB/T 24001、

GB/T 28001 、GB/T 28002 、GBZ 188、WS 205 相关国家和行业标准，室内照明要符合 GB/T 5700

的要求。

5.11.1.6 信息、网络、数据安全执行 GB/T 20269、GB/T 20270 、GB/T 20271 、GB/T 21061、GB/T

21064 相关国家标准。

5.11.1.7 服务群众遗留或弃置在窗口的多余材料，工作人员应及时提醒群众带走或经群众同意后

当场销毁。

5.11.2 应急管理

5.11.2.1 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健全安全应急机制，明确工作职责，每年定期开展应急教育培训，

制定应急演练方案并开展应急演练。

5.11.2.2 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处理预案，预案内容应涵盖政务服务大厅可能出现

的突发性事件，包括公共安全、网络信息及数据安全等，发生突发事件时，应针对突 发性情况及

时采取应对措施。

5.11.2.3 在开展政务服务过程中，遇到服务对象情绪激动、言语过激时，应由相关负责人将其引

至处理纠纷的区域或场地进行处理，不影响办事大厅的正常工作秩序。

5.12 纠纷调解

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投诉纠纷调解机制，遇到现场投诉纠纷应及时响应，引导相关人员至投诉

调解区进行调解。

6 监督、评价与改进

6.1 监督

6.1.1 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可采取行政层级监督、社会监督和内部监督等多种监

督形式。

6.1.2 政务服务大厅应建立意见反馈机制，可采取电话、网络、信函、传真、意见卡、电子评议等

多种意见反馈渠道。

6.1.3 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问题以及投诉，政务服务大厅应及时调查核实、公正处理。调查处理结

果应在规定时间内向当事人反馈，必要时对外公开。

6.1.4 应建立政务服务责任追究制度，严格按照实施流程及要求，明确责任追究的范围、对象、条

件、执行情况、检查与监督等。对进驻部门或工作人员违反相关制度的，视情节轻重由本级政府及

监察机关追究相关责任。

6.2 评价与改进

政务服务大厅应定期对政务服务效能进行评价，根据评价发现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持续改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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