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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穗协通”APP 下载及安装

1、打开手机的扫描功能（如微信“扫一扫”），扫描广州政协“穗协通”

APP二维码（见下图），即可打开 APP的下载页面。

“穗协通”二维码

2、在 APP下载页面，根据手机操作系统选择对应的 APP 版本，并按照提示

点击右上角“...”按钮，选择在浏览器中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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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浏览器打开下载页面后再次选择手机操作系统对应的 APP版本，然后

点击下载安装即可。

温馨提示：

安卓手机安装 APP 后，需根据提示开通“拨打电话获取收集信息”、“获

取手机号、IMEI、IMSI”、“直接拨打电话”等权限。

苹果手机第一次安装 APP 后，需在手机“设置>通用>描述文件（iPhone 新

版本为“设备管理”）”中把该 APP 程序设置为信任（如下图所示），否则打

开 APP 时会提示“未受信任的企业级开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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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如何登录系统

在移动端上打开广州政协“穗协通”APP，进入系统登录页面，如下图所示：

登录方式 1：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用户名和密码与市政协委员履职平台一致），

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

登录方式 2：输入本人手机号和密码（注：手机号是用户已在市政协备案的

手机号），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

登录方式 3：手机短信验证登录，点击底部“手机验证登录”，再点击“获

取验证码”，输入收到的验证码后，点击【登录】按钮进入系统，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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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首页

“穗协通”APP首页由上至下分为四部分（如下图所示）：

第一部分是市政协图片新闻；

第二部分是工作区，包括会议活动、政协提案、社情民意、专委会工作、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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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工作、履职情况、网络议政、反映问题、交流互动等 9个功能模块。

第三部分是市政协新闻资讯列表页。

第四部分是底部菜单，包括消息、通讯录、首页、资料库、我的（个人信息

查询）等 5 个部分。其中，“消息”可查看通知公告与阅读箱文件；“通讯录”

可查看市政协委员和市政协机关工作人员手机号码；“首页”可从其他页面跳转

到 APP首页；“资料库”可查看市政协的规章制度、人事任免、下载中心文件等

内容；“我的”可进行个人信息修改、密码修改等操作。

四、 网络议政

网络议政模块用于参与市政协和各专委会发布议题的讨论，可就有关议题发

表评论或回复其他委员的评论，并进行点赞等操作。

4.1 如何进入“网络议政”模块

在 APP 首页，点击网络议政图标 ，即可进入“网络议政”页面，如下

图所示：

网络议政页面（图为测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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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议题按照发布时间先后顺序排列，议题下方显示该议题的浏览数、评论

数和创建时间。页面右上角的小铃铛标志 ，如果有委员回复或点赞你的评

论，会有数字提醒，点击可查看详细内容。

4.2 如何查看议题详情

点击任意一个议题的标题，可进入议题的详情页面，如下图所示，往下滑动

可浏览全文：

议题详情页面（图为测试数据）

4.3 如何点赞以及评论

在议题详情页的底部， 、 两个图标旁边的数字分别表示该议题的点赞

数和评论数，由此反映该议题的热度。

点赞：点击 标志可进行点赞操作，再次点击可取消点赞；

评论：在议题详情页的底部输入框内，可写下自己关于该议题的意见或者建

议，然后点击旁边的【评论】按钮即可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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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其他委员的评论：点击其他委员的评论下方的“回复”按钮，然后输入

回复内容，点击【评论】按钮即可。

五、 政协提案

委员在该模块中可查看提案征集通知，可提交本人提案、确认联名提案、查

看提案办理进度、反馈办复满意度、查询历史提案等操作。如下图所示：

5.1 查看提案征集通知

点击【征集通知】，可查看提案征集通知的详细内容。如下图所示：



10

5.2 撰写和提交提案

点击【提交提案】可进入提交提案页面，在该页面中输入提案题目、情况分

析、具体建议等内容，选择建议承办单位、是否联名、是否同意公开等选项，然

后点击右上角操作栏中的【提交】按钮，即可完成提案上报。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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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我的提案

点击【我的提案】，可查看本人已提交的提案和立案情况，选择其中一件提

案并点击标题可查看该提案的基本信息、正文内容和办理情况。如下图所示：

5.4 联名提案确认

点击【联名提案确认】，选择已收到的其他委员要求联名的提案，点击提案

右侧“联名确认”选项，在弹出的联名确认对话框中选择是否同意联名，如有意

见可填写相应意见，完成后点击【提交】按钮即可完成联名确认操作。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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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提案草稿箱

点击【提案草稿箱】，可查看暂存的提案，委员可对提案进行修改、删除或

提交操作。

5.6 提案查询

点击【提案查询】进入到提案查询页面，在该页面中可查看历届市政协提案，

委员可根据届次、提案类别等查询条件以及提案标题关键字进行提案查询，如下

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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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情民意

委员在该模块中可报送社情民意信息，查看本人提交的社情民意信息及采用

情况。

6.1 社情民意信息上报

点击【信息上报】，输入信息标题、信息内容等，然后点击右上角操作栏中

【提交】按钮，即可完成信息上报。 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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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采用情况查询

点击【已报信息】，可查看已报信息及信息被采用情况。

七、 会议活动

委员可在该模块查看本人收到的会议、活动通知，并反馈参加情况。

7.1 我的会议

委员可在“我的会议”页面查看收到的会议信息，并可点击会议标题查看会

议详情，选择是否参加会议；如请假，可选择请假类型，并输入请假原因，点击

【确认】按钮完成操作，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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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我的活动

查看活动和反馈参加活动的操作与“我的会议”操作相同。

八、 专委会工作

委员在该栏目可查看市政协各专委会的工作动态，并可按专委会进行分类

显示，或按标题关键字查找有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16

九、 界别工作

委员可在该栏目查看市政协的界别工作动态，并可通过输入标题关键字查

找有关信息。如下图所示：

十、 履职情况

委员在该模块中可查看本人当前的履职分数和参加会议、参加活动、提交提

案、反映社情民意等具体履职情况，并可查看本人各年度的履职情况。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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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反映问题

委员在该模块可直接向“广州 12345政府服务热线”反馈问题，所提交的

问题将由“广州 12345政府服务热线”进行后续处理并将有关处理情况直接答复

委员。（说明：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是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整合全市各类

非紧急类政府服务专线，为公众提供政务咨询、民生诉求、政民互动、投诉举报、

效能监察等公共服务，热线由广州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受理中心负责运行管理。

联系方式：020-12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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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交流互动

委员可在该模块中可发布自己创建的内容，并和其他委员进行讨论交流。发

布内容分为“讨论交流”和“调查问卷”两类，其中“讨论交流”可创建图文内

容，“调查问卷”可创建基于单选题和多选题的调查问卷，调查结果会自动统计。

委员可以关注其他委员发布的内容，并对该内容进行评论和点赞操作。如下图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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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支持：

安徽商信政通公司：15055707549（江工）、18326066766（樊工）

广州市政协机关信息办：37595195、37595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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