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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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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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ZAS政务服务标准化专业委员会提出。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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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的建设要求、运行要求和评价及改进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建设与运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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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58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GB/T 26189  室内工作场所的照明 

GB/T 32169.3  政务服务中心运行规范  第3部分：窗口服务提供要求 

GB/T 36112  政务服务中心服务现场管理规范 

GB/T 39734 政务服务“一次一评”“一事一评”工作规范 

GB/T 40762 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规范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3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222  建筑内部装修防火设计规范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DB33/T 2036.4  政务办事“最多跑一次”工作规范  第4部分：服务大厅现场管理 

T/ZAS 4008  政务服务礼仪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便民服务中心  convinient service center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设立的，集中办理县（市、区）政府委托和本级政府权限范围内政务

服务事项的综合性管理服务机构。 

4 建设要求 

组织机构 

4.1.1 机构设置 

4.1.1.1 设立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负责便民服务中心运行管理。 

4.1.1.2 简单描述职责 

4.1.1.3 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命名为“××县（市、区）××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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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人员配置 

4.1.2.1 应配置业务主管人员、咨询导办人员、综合受理人员、后台审批人员、安全保卫人员。 

4.1.2.2 人员数量和素质应满足便民服务中心日常工作需求。 

4.1.2.3 进驻部门可根据工作需要向便民服务中心派驻工作人员。 

服务场所 

4.2.1 基本要求 

4.2.1.1 建筑防火设计应符合 GB 50016、GB 50140、GB 50222 的要求，室内应设置符合 GB 50116 要

求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4.2.1.2 建筑自然采光应符合 GB 50033的要求，人工照明应符合 GB 50034、GB/T 26189的要求。 

4.2.1.3 室内空气质量应符合 GB/T 18883的要求。 

4.2.1.4 应设置无障碍停车位、无障碍出入口、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等无障碍设施，无障碍设

施设计应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4.2.2 选址及面积 

4.2.2.1 便民服务中心应选择在交通便利、公共设施较完善、方便服务对象办事的地方，与公共交通

站点直线距离不宜超过 200 m。 

4.2.2.2 新建大厅应符合区域规划的要求，建筑面积宜根据常驻人口划分：
  

—— 常住人口不低于 3万的乡镇（街道），建筑面积不低于 200 m
2
；

 

—— 常住人口不超过 3万的乡镇（街道），建筑面积不低于 100 m
2
。

 

4.2.3 功能分区 

4.2.3.1 室外 

4.2.3.1.1 入口宜实行人车分流。 

4.2.3.1.2 应设置停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及无障碍停车位，车位数量规划宜参照以下要求： 

—— 机动车停车位：1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 非机动车停车位：2车位/100 m
2
建筑面积； 

—— 无障碍停车位：1个～2个。 

4.2.3.2 室内 

4.2.3.2.1 室内宜划分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功能区域： 

—— 咨询导办区：帮助服务对象获得所需办理政务服务事项的相关信息，引导其到达整齐的功能

区域，可提供取号服务； 

—— 自助服务区：为服务对象提供电脑、手机或平板、自助终端等设施设备，供其自主办理，包

括 24小时自助服务区、“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区； 

—— 综合受理区：由工作人员为服务对象提供综合受理、统一出件等服务； 

—— 后台审批区：提供部门事项审批，为综合受理区提供业务支撑； 

—— 信息公开区：提供政府信息查询、信息公开申请等服务； 

—— 便民服务区：为服务对象提供填表、休息、盥洗、阅读等便民服务，包括填表区、等候区、

洗手间、阅读区等； 

—— 办公后勤区：管理机构开展日常工作，包括管理办公室、会议室、档案室、机房、工具间等。 

4.2.3.2.2 24 小时自助服务区面积宜不小于总面积的 5%，“互联网+政务服务”体验区面积宜不小于

总面积的 10%，综合受理区面积宜不小于总面积的 20%。 

4.2.3.2.3 咨询导办区应位于便民服务中心入口处。有多个入口的，可选择在主要入口设置咨询导办

区。 

4.2.3.2.4 24小时自助服务区宜单独开设。 

4.2.3.2.5 后台审批区宜与综合受理区相连接，为窗口及时提供协助。 



T/ZSM XXXX—XXXX 

3 

4.2.3.2.6 信息公开区宜设置在醒目位置。 

4.2.3.2.7 便民服务区布局应考虑群众需求、大厅结构等要求，科学合理设置相关便民服务设施。 

4.2.4 服务窗口 

4.2.4.1 窗口数量应根据大厅建筑面积设置，符合以下要求： 

—— 建筑面积大于 200 m
2
，窗口数量不少于 5个； 

—— 建筑面积为 100 m
2
～200 m

2
，窗口数量不少于 3个； 

—— 建筑面积小于 100 m
2
，窗口数量不少于 2个。 

4.2.4.2 应按照“一窗受理”模式，设置综合受理窗口，按需设置公安专窗，综合受理窗口数量应不

少于窗口总数的 80%。 

4.2.4.3 宜设置“办不成事”反映窗口，可选择挂靠在综合受理窗口。 

4.2.5 设施设备 

4.2.5.1 办公设备型号、颜色宜统一，各区域建议配置设备见表 1。 

表1 设备配置表 

区域 设施设备 

咨询导办区 导办台、椅子、取号机、电话 

自助服务区 自助一体机、智能文件柜、电脑（手机、平板）等 

综合受理区 办公桌（受理台）、椅子、电脑、键盘、鼠标、打印机、高拍仪、评价器等 

后台审批区 办公桌椅、电脑、键盘、鼠标、打印机、资料柜等 

信息公开区 信息宣传栏、电脑等 

便民服务区 叫号显示屏、填单台、等候椅、冷热饮水设备、AED急救设备等 

办公后勤区 办公桌椅、电脑、键盘、鼠标、档案柜、网络服务器、监控服务器、空调等 

4.2.5.2 桌椅、导办台、受理台设计应符合人体工效学的要求，典型示例见附录 A。 

4.2.6 标志设置 

4.2.6.1 公共信息标志、导向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4.2.6.2 附近路口设有便民服务中心的引导标识。 

4.2.6.3 应设置便民服务中心标志。 

4.2.6.4 应在出入口醒目位置张贴告示，告知业务办理时间。 

4.2.6.5 应在入口处、窗口设置一米线标志。 

4.2.6.6 可移动设备应设置定位标志。 

数字化建设 

4.3.1 便民服务中心网络应按照入驻事项接入政务内网、政务外网、公安专网、互联网等，政务内外

网、专网应与互联网事项逻辑隔离。 

4.3.2 应设置覆盖服务区域的便民无线网络。 

4.3.3 应安装浙政钉、浙里办等终端，接入相应的办事系统。 

4.3.4 网络与终端应具备计算机病毒和网络攻击防护能力，符合 GB/T 25058要求。 

5 运行要求 

管理制度 

应建立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AB岗工作制度、限时办结制、代办帮办制、延时服务制、告知

承诺制、容缺受理服务等服务制度。 

事项管理 

5.2.1 进驻便民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事项主要包括依申请办理的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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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进驻事项实行清单式管理，设置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可办事项清单、高频事项清单。 

5.2.3 事项的进驻、变更或终止，进驻部门应与便民服务中心管理机构协商后实施。 

人员管理 

5.3.1 便民服务中心应建立健全岗前培训和日常培训制度，对工作人员开展法律法规、业务知识、服

务礼仪等培训，服务礼仪应符合 T/ZAS 4008的要求。 

5.3.2 便民服务中心应建立健全人员绩效考核制度，对工作人员服务质量、服务礼仪、工作效能等定

期开展考核评价。 

5.3.3 宜建立首席事务代表制度，首席事务代表由后台审批人员担任。 

现场管理 

应按照GB/T 36112和DB33/T 2036.4的要求，开展便民服务中心现场管理工作。 

安全管理 

5.5.1 应按照 WS/T 698 的要求，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 

5.5.2 应按照 GB/T 40248的要求，落实各项消防安全措施，定期开展消防演练。 

5.5.3 应建立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明确应对措施，并定期开展培训。 

服务要求 

5.6.1 咨询导办 

5.6.1.1 咨询导办工作人员应对服务对象的咨询一次性答复。无法答复的问题，可 

5.6.1.2 咨询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法规政策咨询； 

—— 事项办理咨询； 

—— 公共信息咨询。 

5.6.1.3 咨询导办工作人员应提供引导服务： 

—— 根据服务对象办事需求，引导其有序取号并进入等候区等待叫号； 

—— 征得服务对象同意后，可引导其至自助服务区自助办理。 

5.6.2 预约办理 

5.6.2.1 便民服务中心应依托浙里办、电话等渠道为服务对象提供预约服务。 

5.6.2.2 预约办理时间应包括法定工作日和延时服务时间。 

5.6.2.3 预约办理事项应包括便民服务中心的全部可办事项。 

5.6.3 自助服务 

5.6.3.1 自助服务包括 24小时自助服务和“互联网+政务服务”。 

5.6.3.2 24小时自助服务区应 24小时开放，提供自助缴费、自助查询等服务。 

5.6.3.3 在醒目区域张贴温馨提示，便于服务对象知晓自助设备的使用方法。 

5.6.3.4 主动辅导服务对象使用自助设备，在业务高峰时期主动引导服务对象至自助区办理。 

5.6.4 上门服务 

5.6.4.1 宜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上门服务。 

5.6.4.2 服务对象可通过电话、网络、网格员等渠道预约上门服务。 

5.6.5 收件与受理 

5.6.5.1 服务对象可通过窗口、邮寄、网络等方式提交政务服务事项办理申请。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应

按规定及时接收，根据申请事项材料清单，逐项审核材料的完整性、一致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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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5.2 申请事项属于进驻部门职权范围、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场子以受理并出具

受理通知书；申请材料不能当场决定受理，但符合相关要求的，应当场收件并出具收件凭证。 

5.6.5.3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一次性书面告知服务对象需要补正的材料,并出具补

正材料通知书。未被告知需要补正材料的，则视为正式受理，收件凭证即为受理凭证。 

5.6.5.4 基本条件具备、主要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法定条件，但次要条件或手续有欠缺的申请事项，

应采用容缺受理方式，服务对象填写容缺受理承诺书，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先子受理,一次性书面告知需

补正的材料、期限和超期处理办法，并出具容缺候补通知书。 

5.6.5.5 申请事项依法不需要审批、不属于受理部门职权范围,或因数量限制、政策变动等原因停止受

理的，受理窗口工作人员应以书面形式即时告知服务对象不予受理。 

5.6.5.6 申请事项受理后依法有公示、听证、招标等特殊环节的,应向服务对象清楚说明。 

5.6.5.7 能够通过调用电子证照、数据共享核验、实施告知承诺、运用行政协助等方式免于提交的申

请材料,进驻部门不得要求受理窗口工作人员继续收取材料的原件或复印件。 

5.6.6 审查与决定 

5.6.6.1 只需进行形式要件审核的申请事项,经进驻部门授权，受理窗口工作人员能够当场作出决定的，

应当场作出决定，出具批准决定书或不予批准决定书；不能当场作出决定的，应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决定；

有承诺期限的，应在承诺期限内作出决定。 

5.6.6.2 需要逐级审批的申请事项,各级审批人员应依据法定条件、程序和职责,及时审查服务对象提

交的材料等并提出是否准予批准的意见。 

5.6.6.3 审批人员应遵守相关规定，按照业务手册审查申请事项,不应擅自增删审批条件。 

5.6.6.4 采用容缺受理的申请事项,待服务对象在承诺期限内补齐补正容缺材料后作出批准决定。服务

对象未在承诺期限内补齐补正容缺材料的，按退办件处理。 

5.6.6.5 共同审批事项由牵头部门负责组织协调审查过程,各参与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按照办理时限

要求,进行材料流转，反馈审查意见。 

5.6.6.6 进驻部门未在便民服务中心设置审批后台的,应承担相应的材料流转职责，通过安排专人、邮

寄等方式，及时前往便民服务中心领取申请材料。便民服务中心也可将申请材料送达进驻部门并留存相

关凭证。 

5.6.6.7 需要收费的申请事项，应公开收费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列明法定收费项目和标准。不得擅

自设立收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费范围。收费涉及减免优惠政策的，应按照政策要求执行。收

费后应开具合法有效的凭证。 

5.6.7 出件与送达 

5.6.7.1 进驻部门应在法定期限或承诺期限内办结申请事项。办理结果及送达回执可通过邮寄、出件

窗口、24 小时自助取件柜等方式送达。 

5.6.7.2 服务对象通过邮寄、出件窗口领取办理结果的，应提供收件凭证或受理通知书并经核验身份

后签收；通过自助取件柜领取办理结果的，应通过身份验证后自取。 

6 评价及改进 

6.1.1 便民服务中心运用“好差评”、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现场巡查、电子稽查等方式对工作开展

督查，“好差评”评价可参照 GB/T 39734执行,政务服务满意度评价可参照 GB/T 40762 执行。 

6.1.2 开展便民服务中心评定工作（评分细则见附录 B）。 

6.1.3 便民服务中心应根据评价结果，制定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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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设备尺寸参考图 

A.1 导办台的尺寸 

 

图A.1 导办台示意图 

A.2 窗口区尺寸 

 

图A.2 窗口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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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分细则 

评分细则参加表B.1。 

表B.1 评分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内容 

现场管理 

厅外设施 

1 配套设施 

1.周围宜有公交车站，配有停车场，

停车场应有机动车、非机动车停车区

域，停车数量和面积可满足日常车辆

停放需求； 

2.中心出入口设置无障碍通道，设有

轮椅坡道，设置无障碍停车位； 

3.周边道路设置消防车道并保证消防

车道未被占用，中心设置安全疏散出

口。 

2 信息公示 

1.中心名称统一，乡镇(街道)统称为

便民服务中心； 

2.中心出入口醒目位置张贴告示，告

知业务办理时间； 

3.在高德、百度、腾讯地图上标识便

民服务中心位置且定位准确、名称正

确，并在附近路口设有便民服务中心

的引导标识（路标、指示牌等）。 

厅内布局 

3 咨询导办区 

乡镇（街道）区域内常住人口大于等

于6万的，便民服务中心应在中心出入

口醒目位置设置咨询服务台。 

4 自助服务区 
设立“24小时自助服务区”，配备自

助服务设备且能正常使用。 

5 

综合受理区 

窗口上方设置电子显示屏显示窗口编

号及窗口名称。 

6 

1.应配备桌、椅、存储柜、办公电脑、

打印机、复印机、高拍仪、电话、满

意度评价器等办公用品。 

2.配备签字笔、老花镜、且公安窗口

还需配有印泥等便民服务用品。 

7 
合理设置窗口数量，窗口类型为无差

别受理窗口和公安综合受理窗口。 

8 后台审批区 

1.设立后台审批区，且后台原则上与前

台窗口相连接，方便及时提供业务支

撑； 

2.应配备桌、椅、存储柜、计算机等办

公用品； 

3.后台工位应设置工作人员工位签，工

位签应包含工作人员姓名、所属部门、

党员身份。 

4.后台进驻部门应包括人社、医保、民

政、残联、卫健、市场监管等部门。 

9 

信息公开区 

在醒目位置摆放意见簿或意见箱，公

开办事咨询和投诉监督电话、收费标

准。 

10 
1.在政务公开栏或电子显示屏上，公开

本中心可办理的政务服务事项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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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内容 

事项名称规范，及时动态调整； 

2.窗口可提供简版办事指南。 

11 

1.公开一次性告知、首问责任、限时办

结、容缺受理、责任追究、午休预约、

代办帮办、投诉处理等管理制度； 

2.公开窗口工作人员信息（姓名、所属

部门、党员身份）。 

12 

配套功能区 

设置洗手间等便民功能区，根据场地

条件增设冷热饮水并提供一次性饮水

纸袋，提供手机充电服务。 

13 

设置休息等候区，不宜在人流密集的

过道和出入口区域，不得堵塞消防设

施。应配置休息座椅、爱心专座等设

备。 

大厅管理 

14 

秩序管理 

综合受理区、智能服务区正确设置1米

线，维护办理秩序。 

15 

实行封闭式单向入口管理，设立体温

检测岗，严格落实查码、测温、戴口

罩、通风消毒等疫情防控措施； 

16 

物品管理 

1.窗口及后台的公共物品及办公物品

定位摆放、规范整齐. 

2.物品表面不得积灰，大厅不得有蜘

蛛网、大面积污渍等情况。 

2.扫把、畚箕、拖把、抹布等清洁工

具存放在办事群众视线不可见的位

置。 

3.垃圾桶同区域放置位置统一,桶内

垃圾不超过容量的四分之三； 

4.配备绿植等绿化设施，大小适宜、

摆放整齐，无黄叶等杂物。 

17 

1.座椅上的坐垫、靠垫颜色尽量与座

椅颜色相近,不可放置色差大的坐垫、

靠垫； 

2.脱下的衣服应摆放于私人物品柜

内,不可搭放在椅背上； 

3.水壶、水杯等日常用品定点放置； 

4.及时收纳整理其他私人物品至私人

储物柜或抽屉内，不宜出现在办事群

众视线可见的位置，摆放合理分类、

整洁有序，不得出现物品有异味、发

霉等脏乱情况。 

18 

1.设置失物认领处，遗失物品定位寄

放于认领处； 

2.建立登记认领机制，设置失物认领

表，明确遗失物品登记、保存、认领、

记录等要求。 

3.配备急救药箱，急救药箱药品应涵

盖碘伏、消毒棉签、创口贴、医用绷

带或医用纱布等。 

19 设备管理 

1.大厅能提供免费无线网络，实现区

域全覆盖并公开无线网络名称和密

码，无线网络名称为便民服务中心名

称； 

2.监控设备应具备视频、音频录制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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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内容 

能，监控范围能基本覆盖大厅所有区

域，依据《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监控

录像应保存 30 天以上; 

3.应急设备应配备消防器材，并对设

备开展日常检查维护； 

4.配备电子展示屏，展示政务服务数

据、政务公开内容、宣传资料等。 

20 

1.各类设备设施布局合理，区域摆放

整齐有序； 

2.电源插线板、电源线不触及地面，

线缆标志清晰、整齐不杂乱，对线缆

分类套管或捆扎、线头端有功能标识。 

21 
设施设备保持完好、整洁，标识标志

清晰，正常运行。 

22 文档管理 

1.现场文档应及时整理，定期对纸质

和电子文档进行整理，做好归档登记，

长期保存文档应由专用档案室或移交

档案管理机构，清理无用文档； 

2.文档分类置于资料柜（架）或文件

盒中，并标注具体文档类型或名称，

文档分类设有分类总表； 

3.重要文件存放于上锁柜中； 

4.业务资料及时流转，按环节在流转

单上签署责任人，并保留流转记录。 

23 

标志管理 

“禁止吸烟”等禁止标志、“注意安

全”“当心触电”等警告标志、“紧

急出口”“应急电话”等提示标志的

使用符合GB/T 2893.1和GB/T2894的要

求。 

24 

1.设置方向标识、出入口标识、卫生

间等便民功能区以及无障碍设施等导

向标识。 

2.导向标志醒目、美观、大方，精确

直 观 、 指 示 简 洁 清 晰 ， 满 足

GB/T10001.1和GB/T10001.9的要求。 

25 

1.设置功能区域、窗口号、办公室号

等公共标识且风格和谐统一； 

2.设置人员信息去向牌，标明工作人

员在岗、休假、外出等状态信息； 

3.“最多跑一次”标识缩放比、颜色、

使用符合DB33/T 2036.5要求； 

26 

用定位标志显示设施设备及物品摆

放，定位标识完整准确，破损、过期、

失效的标志及时更换或撤除。 

人才队伍 

人员配置 

27 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实行一岗多能，满足AB岗工

作需要，鼓励综合型人才培养，并保

持相对稳定。 

28 派驻人员 

建立对职能部门后台派驻人员管理机

制，后台对前台进行业务支撑，加强

日常管理，促进服务规范，并体现在

考核指标中。 

服务礼仪 29 仪容仪表 

工作人员不得染夸张发色、染指甲油、

佩戴夸张首饰、妆容夸张、露出纹身、

女士需盘发或束发、男士不得留长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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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三级指标 评分内容 

党员需佩戴党员徽章。 

30 举止行为 

坐姿端正、站姿挺拔、行姿稳重，微

笑服务、态度温和，言行得体、自然

真诚。 

31 服务用语 服务时使用礼貌用语，回答简明扼要。 

培训教育 

32 业务培训 

1.按照区县安排和要求，落实好窗口

人员业务培训工作，培训每季度至少

开展一次。 

2.组织开展村级代办员的业务培训工

作，培训每季度至少开展一次。 

33 职业资格 

按照《行政办事员（政务服务综合窗

口办事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组

织开展职业资格培训考核，实施持证

上岗，鼓励窗口人员取得高级职业资

格证书，窗口工作人员入职满一年必

须持证上岗。 

服务模式 

“一窗受理”线下服务

模式 

34 运行模式 

1.按照“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

批”模式，实行综合受理； 

2.落实政务服务配套制度，包括但不

限于一次性告知制、首问责任制、限

时办结制、容缺受理制、责任追究制、

午休预约制、代办帮办制、投诉处理

制、出件免费邮寄等。 

35 事项集中 

1.乡镇（街道）政务服务高频事项100%

进驻便民服务中心，可在中心办理。 

2.推动本地区特色政务服务事项进驻

便民服务中心办理。 

“一网通办”线上服务

模式 
36 网办推广 

指导帮助群众使用“浙江政务服务

网”、“浙里办”APP、自助服务终端

实现事项网上办、掌上办。 

服务闭环 

咨询服务 37 咨询渠道 

利用大厅窗口（咨询台）、电话等线

上线下渠道为群众提供规范化、精准

化咨询服务，做到及时、准确回复。 

考核评价 38 投诉机制 

1.引导群众进行服务评价； 

2.全面落实“好差评”工作； 

3.完善现场投诉、电话投诉、网上投

诉等投诉机制，及时有效合情合理进

行处置。 

 

 

 

 

 

 



T/ZSM XXXX—XXXX 

11 

参 考 文 献 

[1] GB/T 14774  工作座椅一般人类工效学要求 

[2] GB/T 14776  人类工效学  工作岗位尺寸  设计原则及其数值 

[3] QB/T 4668  办公家具人类工效学要求 

[4] 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指导意见（国发〔2022〕5号） 

[5] 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行政服务中心建设的实施意见》

的通知（浙委办发〔2020〕73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