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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湖州市吴兴区织里镇人民政府提出。 

本文件由湖州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经略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吴兴区织里童装产业园、

吴兴区科技创业园、南太湖青年科技创业园、中节能(湖州)节能环保产业园、浙江佳成科技创业园。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宁云、陈勇杰、丁百川、史宁慧、费潇、林锋、盛静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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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企业园管理与服务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范了小微企业园的管理与服务的基本原则、规划、设施、园区管理、园区服务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湖州市小微企业园的管理与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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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GJ 36  宿舍建筑设计规范 

CJJ 27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小微企业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符合《中小企业划型规定标准规定》的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划型标准，并按规定程序通过认定的小

型、微型企业。 

3.2  

小微企业园 small and micro enterprise park 

由政府统一规划，各类主体开发建设，集聚效应明显，产业定位明确，配套设施齐全，运营管理规

范，生产生活服务健全，企业入园成本合理，为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和成长壮大提供的生产经营场所，具

有准公共属性。 

4 基本原则 

4.1 配套齐全 

应具有较齐全的、有特色的基础设施和公共配套，能够为入驻企业提供有针对性的配套设施，包括

但不限于交通、消防、安全、环保、仓储、物流、电力、供水、供热、供气、通信、网络等基础设施及

商务、办公、宿舍、餐饮等生产生活服务配套设施。 

4.2 服务完善 

应提供较完善的、有针对性的园区服务，包括但不限于政务代办、政策法律咨询、信息服务、人事

代理、创业辅导、项目路演、展览展示、财务代理、人才服务、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研发设计、检验

检测、电商孵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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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运营规范 

应设立独立的运营管理机构，导入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有完善的园区管理制度、企业服务流程、

收费标准和服务质量监督保证措施。具备明晰的服务台帐。有明确的年度目标和实施方案。 

5 规划 

5.1 规划要求 

小微企业园在规划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明确小微企业园的产业特色； 

b) 指导企业招引、入驻与考核工作； 

c) 规范园区生产设施、基础设施与配套设施的建设； 

d) 指导园区服务功能的开展； 

e) 规范园区的日常管理； 

f) 应坚持高起点和现代化的思路，及时对规划进行调整和更新。 

6 设施 

6.1 基础设施 

6.1.1 水电设施 

6.1.1.1 园区的供水应符合 GB/T 36575 的规定。 

6.1.1.2 园区的电力供应，以地区电网供应为主，宜采用太阳能、地热能、风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 

6.1.2 交通设施 

6.1.2.1 园区主干路应与过境公路相连，各方向保证至少两个出入口。 

6.1.2.2 园区内部路网应满足行车需求，并保证企业的出入要求，路网设置应力求平衡，确保交通顺畅、

安全。 

6.1.2.3 合理设置人行道路系统，确保设施间的步行通道顺畅、安全。 

6.1.2.4 园区内设有符合生产生活需求的停车场。  

6.1.2.5 设有便捷的公共交通系统，与城市公共交通系统相衔接。 

6.1.3 信息设施 

6.1.3.1 园区驻地网应保证用户可自由选择平等接入的各个运营商，并提供具有可以满足园区通信和数

据备份需求的驻地网设施。 

6.1.3.2 移动通信覆盖系统规划应满足移动通信信号在园区室外、办公区域和室内公共区域等全覆盖。 

6.1.3.3 园区通信机房应按照不同的园区内功能区域，结合智慧城市构建规划进行布局；应满足用户接

入、汇聚和转接服务的需求；应满足各运营商对设备安装和维护的需求，适当预留通信机房面积。 

6.1.4 安全设施 

6.1.4.1 园区应配套规划建设与园区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消防和防汛等安全设施。 

6.1.4.2 园区内安全设施应定时进行维护、更换和升级，确保设施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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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生产设施 

6.2.1 仓储与物流设施 

6.2.1.1 仓储设施的建设、验收应符合相应行业要求与相关标准。 

6.2.1.2 应根据园区主导产业，以满足生产、经营需求为前提，合理配置仓储设施。 

6.2.1.3 对于有较大仓储物流需求的园区，应设立流通配送管理机构，对物资的仓储、分检、配套、捆

装、流通进行中心化管理。 

6.2.2 数字化平台 

6.2.2.1 生产性建筑应安装智慧用电终端，实时监测企业电气线路情况，对安全隐患进行自动预警。 

6.2.2.2 建立产业大数据平台，实时反映园区生产相关数据，为企业提供行业宏观数据。 

6.2.2.3 建立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电子公共信息服务。 

6.2.2.4 建立信息发布平台，为企业提供产品信息发布服务。 

6.3 生活配套设施 

6.3.1 住宿设施 

6.3.1.1 有需要的小微企业园可配备住宿设施。根据园区主导产业具体需求，可将住宿设施面积与厂房

面积按适当比例搭配出售、出租。 

6.3.1.2 生活区房间人均住宿实际使用面积单人间不得少于 6平方米,双人间不得少于 8平方米。每个

房间居住人数不得超过 2人（有法定赡养、抚养、抚养义务关系的除外）。 

6.3.1.3 生活区公共内走道净宽度不应小于 1.1米，两侧的隔墙必须采用实体砖墙分隔到楼板或梁底；

房间之间的隔墙必须采用实体砖墙或轻质砖墙分隔到楼板或梁底；隔墙不留缝隙，必须粉刷到位；严禁

使用可燃材料进行装修。 

6.3.1.4 公共通道应设置不少于 1平方米的排烟窗；安全出口、房间疏散门的净宽度不应小于 0.9米；

每个居室应设置对外开启的窗户，如不能设置，应在公共通道上设置高度不低于 1.5米，大小不低于

0.5 平方米的高侧窗；各房间的门应直通室外通廊或公共内走道。 

6.3.1.5 任一户门至安全出口的距离大于 10米的，必须设置两个逃生出口，且两个安全出口的水平距

离不得小于 5米。 

6.3.1.6 属于尖角屋顶的，必须采用石膏板和轻钢龙骨进行吊顶，高度不得小于 2.2 米（2.2米以下的

不计算使用面积），吊顶内的电气线路需穿管保护；或因尖顶跨度大，难以拉平顶的，可以沿尖顶敷设

石膏板等不燃材料。 

6.3.1.7 水平分隔处不得设置房间。 

6.3.2 餐饮设施 

6.3.2.1 餐饮建筑应与生产建筑相互独立。 

6.3.2.2 应根据园区主导产业具体需求，将餐饮设施面积与厂房面积按适当比例搭配出售、出租。 

6.3.3 卫生设施 

应根据园区具体需求及人员分布，按照CJJ 27的要求，设置垃圾收集点、公共厕所、垃圾处理设施

等卫生设施。 

6.3.4 数字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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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4.1 建立智慧人口管理平台，实现流动人口登记数字化。 

6.3.4.2 建立数字化居民服务平台，在网站、手机应用软件等终端实现租房、纳税、生活缴费等服务的

办理。 

7 园区管理 

7.1 运营机构 

设立由项目主体负责人为成员的独立运营管理机构。建立专门的客户投诉处理部门，以及突发事件

快速响应部门。 

7.2 管理制度 

7.2.1 设立健全的园区管理制度，制定园区服务工作的岗位职责，实施服务外包的园区应制定服务外

包管理标准。 

7.2.2 根据入驻企业情况及招商对象，确定服务内容。 

7.2.3 制定信息发布制度，及时对外发布、更新园区的企业入驻、招商等信息。 

7.2.4 受理园区相关的请求、咨询、投诉等。 

7.2.5 制定园区工作评估制度，监督园区各项工作，开展用户满意度调查分析。定期形成管理工作评

估总结报告，制定、审核、发布优化建议。 

7.3 数字化管理 

7.3.1 宜实现园区内各信息系统的统一门户管理。 

7.3.2 宜根据园区的管理需求，构建建筑能耗数据库、交通信息数据库、会展数据库、环境信息数据

库、公众服务类数据库、规划管理类数据库、基础地理信息类数据库、商务数据库、政务管理类数据库

等。 

7.3.3 宜根据园区的自动化控制需要，采用统一格式接口描述构件，实现园区内安防控制系统、智能

卡管理系统、楼宇自控系统、会议系统、信息发布系统、有线及卫星电视系统、紧急广播系统等智能系

统的应用集成。 

7.3.4 宜根据园区内的交通运输需求，建立包括交通信息服务、交通管理、公共交通管理、车辆控制、

电子收费、停车管理、室内导航等功能的智能交通管理系统。 

7.4 日常管理 

7.4.1 入园和出园标准 

7.4.1.1 应根据小微企业园发展需求和产业定位对入园企业的产业类型、规模、环保等制定标准，并对

企业增长制定要求。 

7.4.1.2 应制定项目准入审核细则和项目落户打分表，对申请入园的企业所提交的资料进行审核。 

7.4.1.3 应制定清退制度，对于未能按约定完成增长要求的企业及时进行清退。 

7.4.2 安全管理 

7.4.2.1 对于园区内的消防、电力、治安等安全管理，应按照网格化的模式进行，将园区按照规模及具

体情况划分成网格，设立安全专员进行定期巡查及监测。 

7.4.2.2 应制定、修订安全生产、防火防盗管理制度，并监督检查制度的贯彻执行情况，做好设备、工

具等安全检查、保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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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2.3 对新职工、临时工、实习人员，必须先进行安全生产的三级教育(即生产企业、生产车间或班

组、生产岗位)才能准其进入操作岗位。对改变工种的工人，必需重新进行安全教育才能上岗。 

7.4.2.4 应根据园区管理需求，在办公区域、重要功能场所出入口及指定消费场所等布置电子门禁管理、

车辆出入管理、访客管理等智能卡设备。应能与园区安防系统联动，实现对于园区内不同人员及活动区

域的必要限制。 

7.4.3 资金管理 

7.4.3.1 应设立专门的财务部门，由专人对园区所拥有的资金进行管理。 

7.4.3.2 各种专项资金的形成，建立、提取和使用都必须符合国家统一规定。对各种专项资金要单独核

算，划清与园区正常人员运行开支的界限，不能互相占用。 

7.4.3.3 园区对专项资金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督查，确保项目资金专款专用，并派专人全程参与项目验

收和采购项目接交。 

7.4.3.4对于政府主导的小微企业园，应贯彻收支两条线，收入必需上交园区财务部门，支出必需经过

园区财务部门审核。应加强审计监督，实行单项工程决算审计，整体项目验收审计，年度资金收支审计。 

7.4.4 人员管理 

应根据小微企业园发展需求和产业定位制定管理人员标准，管理人员中宜设置具有园区相关产业从

业资质、从业经验的岗位。 

7.4.5 卫生设施管理 

7.4.5.1 园区内的环境卫生设施应配备专人负责看护和管理，保持其整洁、完好和正常使用。 

7.4.5.2 对于企业内公共场所要有专人清扫保洁、垃圾应有专人负责清运。 

8 园区服务 

8.1 基本要求 

应由完善的企业服务体系，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政务代办、政策法律咨询、创业辅导、项目路演、

展览展示、财务代理、金融服务、知识产权、研发设计、检验检测、电商孵化等，为入园企业提供完善

的服务。园区内服务平台企业与其他企业数量比例关系合理。 

8.2 政务代办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工商、税务、海关、国检等监管部门咨询等行政服务。 

8.3 政策法律咨询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 

8.4 信息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开发公共信息平台，用于集中发布企业的利好政策、企业招聘

信息、入园信息、科创沙龙、热点聚焦，并实现物流服务在线沟通等。 

8.5 产业链对接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产业链上下游对接及相关信息、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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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产业孵化 

通过园区自有产业基金或与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为园区内企业提供投融资、管理咨询、商务代

理、场地设施支持等服务。 

8.7 人事代理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人事档案管理、职称评定、社保代缴等服务。 

8.8 创业辅导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创业咨询、创业辅导等服务 

8.9 项目路演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集中办公住所注册、税务、财务、社保等代理服务及创业

咨询、投融资等服务。 

8.10 展览展示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展览展示场地及相关服务。 

8.11 财务代理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财务代理服务。 

8.12 人才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专业人才输送、人才招聘、人才培训服务。 

8.13 金融服务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建立多元化投融资机制，提供结算、支付等综合金融服务。 

8.14 知识产权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提供专利、知识产权保护等服务。 

8.15 研发设计 

通过引入设计、摄影、设计类院校等专业机构，为企业提供设计、培训、交流学习等活动。 

8.16 检验检测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建立园区质检中心，为企业提供出具检测报告、中心化检验检

测服务。 

8.17 电商培育 

通过自建或第三方机构或平台合作，为企业提供电子商务人才培训、第三方服务支持、电商代运营、

电商人才输出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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