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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策的目的和好处
本政策对州机构开发、采购、维护或使用的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的最低无障碍性要求作出
了规定。此次政策修订将取代所有之前对 2008 年 8 月 1 日初次发布的 NYS-P08-005 的修
订。本政策的好处是使本州劳动力市场更加全面包容，同时将政府服务进一步推广给公众。

2.0 企业 IT 政策声明
第 117 号行政命令第 2 节授予州首席信息官兼纽约州技术办公室主任监督、指导和协调建
立州政府信息技术政策、方案和标准的权限，包括硬件、软件、安全和业务重整。关于该
权限的详细信息可以在 NYS ITS 政策 NYS-P08-002 《建立州企业信息化 (IT) 政策、标准和指
南的权限》中找到。

3.0 政策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开发、采购、维护或使用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的所有州政府机构（根据 NYS
第 117 号行政命令定义）。本政策以联邦第 508 条标准 B 部分 1194.22 节和 C 部分
1194.3 节为依据，这些标准由联邦政府根据 29 U.S.C. § 794 (d) 修订后的 1973 年《复健法
案》第 508 条制定。本政策仅适用于发布此政策时已生效的标准。ITS 保留所有在新的第
508 条标准生效后修改、补充或修订、撤销或封存本政策的权利。

4.0 政策声明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应符合联邦政府根据 29 U.S.C. § 794 (d) 修订后的 1973 年《复健法案》
第 508 条制定的特定无障碍性标准（如下表注释）。
第 508 条标准
B 部分第 1194.22 web 基础内联网及互
节
联网信息与应用
C 部分第
功能性能标准
1194.31 节
第三方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开发
自本政策生效日期开始，所有招标文件、合同和任何自此日期后执行的修订都应包含以下
条款：

任何根据合同或采购交付的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开发或编程都需遵守纽约州企业 IT
政策 NYS-P08-005《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之无障碍性》（可以被修正、修改或取
代），这项政策要求州机构的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能够让残障人士无障碍访问。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必须通过质量保证检测，确定符合纽约州企业 IT 政策 NYS-P08-005。
此类质量保证检测将由（州机构名称、承包商或其他）进行，检测结果必须由（州
机构名称）认可，之后这些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才可视为依据合同或采购之下合格
的可交付物。
当州机构与公共或私人实体签订合同要求对方代表州机构或为州机构创建、开发、实施或
托管 web 基础信息或应用时，上述条款同样适用。此部分提出的要求具体包括此部分中确
定的任何外包服务。

但是，内联网、互联网或外联网中处于州机构或第三方控制之外的部分将不会受到影响。
豁免
如果依照本政策使得 web 基础特定信息和应用无障碍会导致服务、程序或活动发生根本性
的改变，或是造成不必要的财政和行政负担，则此类内容可以免受本政策约束。任何州政
府在根据本政策确定是否存在根本性的改变或是不必要的财政和行政负担时，应将决定记
录并保留在案。在豁免情况中，州机构将会识别相关网页上适用的信息或服务，并说明获
得此类信息或服务的替代方法。本政策中的任何内容都不会影响州机构对于确定何种情形
将构成根本性的改变或不必要的财政和行政负担的权限和责任。

ITS 可能会要求复核与本政策相关的任何豁免判定。此类复核可能包括，但不限于，复核技
术和商业分析及受此政策或任何适用标准约束的其他项目文档、技术或系统。

5.0 政策合规
本政策于 2010 年 5 月 17 日生效。为确保本政策的执行，各机构应当：
• 为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的无障碍性指定一位联络人。
• 在机构网站主页上明确张贴出一个“无障碍”链接。链接页面上应明确说明，若对网
站的无障碍性和该机构控制的其他任何 web 基础应用的无障碍性有疑问，需与何人
取得联络。
• 在 web 基础新信息和应用可用时检查 web 基础内联网和互联网信息和应用的合规性，
并每年对所有面向公众的信息和应用进行一次检查。ITS 可能会定期要求对任何文档和
信息进行复核以检查机构面向公众的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的无障碍性状态，包括社交网
站上张贴的内容。
• 记录并答复所有对机构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的无障碍性的投诉。此外，各机构必须
记录机构由于产品或应用性质中的“不必要的负担”或“根本性的改变”而未遵循本政策
的实例。ITS 可能会定期要求对此记录进行复核。

6.0 关键术语定义
web 基础信息和应用指的是任何通过网络浏览器在互联网或内联网等网络上获取的信息或
应用。该术语也可能指在浏览器控制环境中托管或是由浏览器支持语言和浏览器导致的标
记语言进行编码，并且依赖常用网络浏览器导致程序使其可执行的计算机软件应用程序。

根本性的改变指的是对程序或服务的关键功能或性质作出的重大变更或修改。
不必要的财政和行政负担指的是重大困难或巨额支出。在确定某种行为是否会导致不必要
的负担时，州政府机构必须考虑所有用于赞助和运营该服务、程序或活动的可用资源。
NYS 信息技术政策、标准和最佳实践指导原则的完整术语定义列表可以在“NYS 信息技术政
策、标准和最佳实践指导原则术语库 (http://www.its.ny.gov/policy/glossary.htm)”中找到。

7.0 ITS 联系信息
请将对政策管理者的所有咨询及未来改进要求提交至此处：
Policy Owner
Attention: Application Delivery Services
New York State Office of the 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and Office for Technology
State Capitol, ESP, P.O. Box 2062
Albany, NY12220
您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将问题提交至 ITS 客户关系经理，邮箱地址为：
Customer.Relations@cio.ny.gov
可以在以下网站查看纽约州企业 IT 政策：
http://www.its.ny.gov/tables/technologypolicyindex.htm

8.0 审核时间表和修订历史记录
日期

更改说明

06/21/2004

政策初次发布。

10/25/2006

进行修订以补充采购语言并对标准进行微小修改。

08/01/2008

进行修订以更新标准并消除本政策的任何例外情况。

01/14/2009

9/10/2010

将 NYS P08-005、NYS S08-005 和 G06-001 最佳实践指导原则合并为一
个文档，编号为 NYS P08-005。
进行一致性修改以与网上广播公开会议标准 NYS-S07-001 一致；取消
A.11.1、A.11.2 和 A.11.3 中的合规时间表。合规时间表已过期。对最佳实
践指导原则作出类似的一致性修改。
进行修订以取代纽约州专设标准，与联邦第 508 条标准 B 部分 1194.22
节和 C 部分 1194.31 节一致。
进行修订以反映报告日期的更改，每年 3 月 31 日至 12 月 31 日。

10/17/2011

对第 5.0 节进行修订。

09/12/2012

重新修改格式并更新，以反映现任 CIO、机构名称、徽标和样式。

09/12/2014

预定复审。

01/27/2010

05/17/2010

9.0 相关文件
NYS-S07-001 网上广播公开会议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