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成武府办发〔2008〕47号 

 

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武侯区政务服务窗口管理规范》的

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各部门： 

《武侯区政务服务窗口管理规范》已经区政府第 30次常务

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二○○八年四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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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政务服务窗口管理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保证政

务服务的系统化和规范化，提高我区政务服务水平，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四川省政务服务监督管理办法》、

《武侯区政务服务窗口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特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本规范所称政务服务窗口是指在区政务中心服务

大厅之外，由各街道办事处设立的社会事务服务中心和各职能

部门（包括直管部门）设立的服务大厅（以下统一简称政务服

务窗口）。 

  第三条 凡涉及经济发展、公共管理以及与公众利益密切

相关的各类行政服务事项，均应当设立办事窗口统一办理。各

政务服务窗口实行一门受理、限时办结、统一收费。 

第四条 区规服办对各政务服务窗口的对外形象、服务规

范等进行全面规范统一。 

第二章  窗口形象与设施 

第一节 统一形象 

第五条  各街道办事处和上级职能部门无统一规范的区级

职能部门，按本规范实施；直管部门和上级职能部门有业务规

范要求的区级职能部门，需将本规范涉及的有关内容报区规服

办审查、备案后方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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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本规范规定了各类标识标牌的式样、规格、色彩，

各单位须严格按照本规范的范本标准进行制作，不得随意改动

其中的要素。确因实际条件限制需作改动的，将变更方案报区

规服办审核备案后方能改动。 

第七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的标牌须按以下要求进行规范

统一： 

（一）各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服务中心的名称为： 

中文：成都市武侯区 XXX街道办事处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英 文 ： The Public Affairs Service Center Of XXX 

Sub-District Office Of Wuhou,Chengdu，其中 XXX为各街道

名称汉语拼音全拼。 

 

（二）各部门设置的对外服务大厅名称为： 

直管部门中文：成都市武侯区 XX服务（办证）中心(大厅)；

英文：XX Service Center(Hall) Of Wuhou District Chengdu,

其中 XX为各自部门名称或业务名称的英文。 

区级其他职能部门按照本部门服务窗口业务需要拟定名

称。 

（三）标牌底色为灰色（色值为 C0 M0 YO K30），汉字为

 －３－ 



黑色文鼎 CS大宋(色值为 C0 M0 Y0 K100)，标识为枣红色(色

值为 C0 M100 Y60 K30)，辅助色为浅米色（色值为 C0M10 Y10 

K0）（以下所涉及到的颜色均采用此标准）。 

第八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内设置灰底枣红色宗旨形象墙，

内容为“勤政、务实、高效、廉洁”，尺寸以适合各自办公场所

为宜。 

 

第九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的办事指南以及各类办件说明

材料格式如下，其中材质为：四色印刷，规格：95×210（mm）,

色彩：按规定标准色、辅助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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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资料架为以下式样，其中材质

为：不锈钢柱、冷轧板烤漆十字背板、亚克力盒，规格见图示,

色彩：按规定标准色、辅助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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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应设置群众投诉卡、服务评价

卡，式样及内容如下，其规格为：140×1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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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的窗口吊牌和导向牌，式样如

下，其中材质为：亚克力水晶板，规格：服务区标识牌 570×

350（mm），其中内容为可更换 PVC 材质窗口名称标识牌 550×

320（mm），色彩：按规定标准色、辅助色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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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政务服务窗口须在各自的服务大厅正门明显处设置作息

时间牌，式样如下，其中材质为：亚克力背雕双面粘结，规格：

600×400（mm）,色彩：按规定标准色，辅助色应用。 

 

第十三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须设置功能座牌，以告知办事

群众有关事项，式样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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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须统一制作工作胸牌

和座牌，式样及标准如下，其中所有需要印制照片的位置，均

为工作人员着工作装的红底一寸免冠照： 

 －１０

－ 



 

 

座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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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服装：街道社会事务

服务中心和没有统一工作服装的部门，原则上春、秋、冬季为

藏青色西装套装、白衬衫，夏季为灰蓝色短袖、藏青色长裤或

裙装；有制式服装的单位不另行制作，穿着本系统的制服。 

第二节  基本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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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办公环境应庄重、美观、整洁，

原则上为敞开式低柜台办公。 

  第十七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要设立投诉窗口、投诉电话、

投诉信箱，或与有关投诉机构建立信息互通和工作协作，受理

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政务服务事项办理情况的投诉举报，

并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八条 政务服务应当将服务内容、办事程序、申报材

料、办理期限、收费标准、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

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利用现代化设备或采取有效形式进行

公示。提醒服务对象注意的警示语应张贴于醒目处；公告、通

知等应统一设置张贴处，集中张贴。 

第十九条 在办公场所，工作台上除了文件材料、电脑及

必须的办公用品外，不得放置其他杂物；除茶水杯外，工作人

员的私人物品均放置于屉、柜内；清洁卫生用具应统一归放在

室内墙角等隐蔽处，以不妨碍服务对象出入和影响美观为宜。 

第二十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内应设置方便群众的桌椅、饮

水机等便民设施，并摆放笔墨纸张。各窗口、方便群众的桌椅、

饮水机等便民设施及内部工作台必须做到环境整洁，办公家具

摆放有序，办公桌、文件柜干净整齐，手摸不得有尘。地面不

得有烟头、纸屑、痰迹等。 

  第二十一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应严禁在大厅内吸烟，采取

防火措施并安装消防设施保障人员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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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工作场所受限，但业务量大、人员密集的窗

口应设置“一米线”，有条件的应使用电子排号系统，以维护办

公场所秩序。 

第二十三条 在大厅和内部办公室中，用于美化环境的盆

栽植物，要放置平稳、悬挂牢固，不得随意吊挂在门窗上。 

第二十四条 工作人员的交通工具应停放在指定区域内，

而不得停靠在大厅内和公共区域的非停车区；雨具应装在塑料

袋内并和卫生用具放在一起。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一节 申请 

第二十五条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依法向政务服务

窗口提出申请。申请书需要采用格式文本的，各政务服务窗口

应当向申请人提供申请书格式文本。申请书格式文本中不得包

含与申请事项没有直接关系的内容。 

  申请人要求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政务服务窗口

工作人员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第二十六条 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对申请人提出的申

请，应当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处理：  

  （一）申请事项依法不能办理的，应当即时告知申请人不

受理，或向申请人告知如何补充要件和手续，从而满足受理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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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请事项依法不属于本单位职权范围的，应当即时

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职能部门申请；  

  （三）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应当允许申

请人当场更正；  

  （四）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一

次性书面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未当场告知的，自

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五）申请事项属于本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

符合法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

应当受理申请。 

  第二十七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受理或者不予受理

申请，应当出具加盖本政务服务窗口专用印章和注明日期的书

面凭证。  

  第二十八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应当积极推行电子政务，建

立互联网网站，并在网站上公布事项，方便申请人。如无禁止

通过信函、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方

式提出申请的，要允许通过以上形式提出。 

  对实行网上办理的事项，应当同时提供现场办理和网上办

理两种方式，申请人可自行选择办理方式。 

第二节 审查与决定 

  第二十九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应当对申请人提交

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查。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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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政务服务窗口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当场作出书面的

决定。 

  第三十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对申请进行审查后，除当场作

出决定的外，应当按照规定程序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  

  第三十一条 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政务

服务窗口应当依法作出准予的书面决定。  

  第三十二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作出不予批准的书面决定

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

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第三十三条 服务事项需要多个窗口办理的，应当确定一

个窗口统一受理申请，统一送达决定。 

第三十四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出具的各类批文、单据等，

应表述完整、字迹清楚、准确无误。 

第四章 行为规范 

  第三十五条 文明服务的基本要求：一张笑脸相迎、一身

正气行政、一腔热情办事、一句亲切道别。 

第一节 服务态度 

  第三十六条 要主动用起立、热情打招呼等方式接待服务

对象。 

  第三十七条 对待服务对象，必须做到”三个一样”，即：

领导与群众一个样、生人与熟人一个样、内宾与外宾一个样。

接待时做到”三声”，即：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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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十八条 服务对象来咨询有关问题时，要主动热情、

耐心周到、百问不厌、百查不烦、解释全面。说话时轻声细语，

语言表达简练准确；不允许说讽刺、挖苦、有损服务对象自尊

心的话，不允许说责备、埋怨、教训服务对象的话，不允许说

脏话、粗话。 

  第三十九条 服务对象提出意见、建议和批评时，要耐心

听讲，不予争辩，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第四十条 服务对象出现误解，出言不逊时，要做好政策

的宣传和解释工作，不要与其争吵，也不要与其争辩，及时向

部门负责同志或值班人员汇报，予以解决。 

第四十一条 暂时不能回答服务对象的咨询或满足不了

服务对象要求时，要向服务对象表示歉意，切忌用“不知道”

答复；提醒服务对象时，要注意语气，个别服务对象违反相关

规章制度时，应认真、严肃地讲清道理，耐心帮助，妥善处理，

严禁与服务对象发生争执。 

第二节 服务用语 

第四十二条 在接待服务对象和公务往来时提倡使用普通

话。 

  第四十三条 在接待服务对象和公务往来时，应使用“请”、

“您好”、“谢谢”、“对不起”、“再见”等十字文明用语。 

  第四十四条 在接待服务对象和公务往来时，应使用下列

礼貌服务敬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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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务办理 

  “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 

  “您好，请稍候。” 

  “请把您的材料给我看一下。” 

  “请您到＊＊窗口询问（办理）。” 

  “麻烦您把表格填一下。” 

  “请出示您的有关证件，谢谢合作！” 

  “别着急，请坐下慢慢填写。” 

  “有事请讲，没关系” ；“别着急，请慢慢讲。” 

  “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 对不起，＊＊项填错了，请重填一下好吗？” 

  “对不起，您的手续不全，请您于＊月＊日前补齐材料。” 

  “对不起，网络（电脑）出现故障了，请＊＊时间来办理

好吗？” 

  “请稍等；我马上给您办理。” 

  “您的申请事项我已受理，请于＊月＊日后来取件。” 

  “对不起，根据＊＊（法规）规定，＊＊项（件）属控制

事项，不能办理，请您理解！” 

  “请您配合一下，先到＊＊窗口缴＊＊元工本费（或规费），

谢谢！” 

  “对不起，请您稍候，这件事我汇报（了解）一下马上给

您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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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收好有关的证件、资料。” 

  “请您×月×日来取证件（批复）。” 

  “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再见！” 

  “谢谢您对我们工作的支持！” 

  “请多提意见，欢迎再来，您慢走。” 

  “对不起，如果我工作中有失误，请您指正。” 

  （二）接打电话 

  “您好！我是＊＊政务服务＊＊窗口。” 

  “对不起，请稍候，待我问明后或请示领导后给您回复，

请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这事不属我的业务范围，请您到＊＊窗口，请他们解释

好吗？再见！” 

  “对不起，他现在不在，（他今天请假或开会）请在＊＊时

间再打来或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请他本人跟您联系。” 

  “您好！我是＊＊＊。” 

  “请问您贵姓。” 

  “有个会议通知或有件事麻烦您记一下。” 

  “谢谢！” 

  “麻烦您，我找＊＊或有事转告＊＊人。” 

  “我想了解一件事，请您帮忙。” 

  “麻烦您了”、“谢谢”、“再见”。 

 －１９

－ 



  第四十五条 在接待服务对象和公务往来时，应避免使用

下列服务忌语： 

  “不知道，你自己看（自己找），你问我，我问谁！” 

  “我不知道，这不归我，你问别人去。” 

  “你说什么，我不懂。” 

  “别罗嗦，快点讲。” 

  “不是告诉你了吗？我已讲了多少次了，怎么还不明白？” 

  “急什么？等一下！ “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办好。” 

  “还没上班，谁叫你这么早来！” 

  “没看我一直在忙吗？” 

   “怎么不早来，快下班了，明天再来办。” 

  “你怎么这么恼火呀，表格都填不清楚。” 

  “这表格不行，你重填。” 

  “材料不齐，你来干什么。” 

  “没钱，你来办什么证。” 

  “我不知道，问我领导去。” 

  “有意见，找我领导提。” 

  “有意见，你去投诉我。” 

  “找谁？他不在。”“不知道去哪里。” 

  “我就是这样的，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要下班了，你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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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仪容仪表 

第四十六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应精

神饱满、精力集中，着装整洁得体，言行文明礼貌，仪态端庄

大方。 

  有统一制服的职能部门窗口，在政务服务工作时统一着制

服；按区规服办要求需着工作装的，在政务服务工作时间必须

统一着工作装，遵守着装相关规定，并保持衣着与鞋面清洁。 

  第四十七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男工作人员工作期间不得蓄

长发、留胡须或留怪异发型，头发以不遮盖住衣领为宜，不得

剃光头，头发不得染过于鲜艳的颜色，不得留长指甲，不允许

佩带任何夸张饰物。 

  第四十八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女工作人员工作期间只允许

带一条项链、一付耳环、一枚戒指，耳环直径不能大于 1.5厘

米，头饰、耳环下垂长度不能超过 3厘米；不得化浓装，指甲

不得过长，不得染彩色指甲、趾甲，头发不得染过于艳丽的颜

色（不超过《国际染发色版标准》定义的 4.4度）；发型以庄重

大方为宜，烫发卷度适宜，长发挽成发髻或扎成马尾。 

  第四十九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在站姿接待服务对

象时，应双腿并拢挺直，上体微向前倾，身体正面面对服务对

象，正视服务对象；坐姿接待服务对象时，应上体挺直，抬头

正视服务对象；走路时遇到服务对象询问，应停步并面对服务

对象，注意倾听并回答服务对象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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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工作纪律 

第五十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实行“早九晚五”工作制，应

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按时开门、关门，未到下班时不得让服务

对象离开。   

第五十一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应实行考勤制度，政务服务

窗口工作人员必须按要求进行考勤登记，所属行政主管单位每

周汇总一次考勤情况。 

  第五十二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应按时到岗在位，

未经批准不得脱岗、离岗、私自外出，严禁迟到、早退、不假

离岗等行为。确需请假的按政务服务窗口考勤制度规定执行，

请假均须填写《请假条》，按程序进行审批和办理销假登记。请

假人员的岗位必须有替岗人员进行补位，保证窗口正常办公。 

第五十三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佩

戴相关证件，挂牌上岗或按规定佩戴上岗证，放置岗位牌和正

确使用各类功能座牌。 

第五十四条 在公众场所和内部办公室中，工作人员不得

坐在桌（台）子上，不得蹲、踏椅子或仰面半躺；在接待服务

对象时不得架腿、晃脚或双手抱臂；在接待服务对象时，应克

服侧视他人、剔牙齿、挖鼻孔、掏耳朵等不良习惯；工作人员

在服务时不得背对服务对象。 

  第五十五条 公众场所、服务窗口的桌（台）上，不得放

置任何食物，并不得在上述地点进餐和吃瓜果、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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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十六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禁止睡

觉、打牌、下棋、上网聊天、玩游戏、看电影、听音乐及从事

与工作无关的活动。 

  第五十七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不准

推诿扯皮，久拖不办，态度蛮横，刁难群众，办事效率低；不

准违规收费。 

  第五十八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不准在工作时间、

工作日中午及值班时间饮酒。 

第五十九条 各政务服务窗口工作人员不准接受办事人员

以各种方式给予的现金、礼品和有价证券。 

第五章  附则 

第六十条  本规范由区规服办负责解释。 

第六十一条  本规范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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