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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政府数据开放存取对我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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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政府数据的开放存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开放政府运动的一大趋势，开放政府数据不
仅仅可以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提高政府数字治理效率，更能提高数据本身的价值，促进信息增值
以及再利用。 文章针对现阶段我国政府信息资源存在的信息孤岛问题，提出我国应该借鉴国外
电子政务建设经验，开放政府数据、建立政府数据门户网站来解决数据冲突问题，实现信息资源
的共享与交流，提高政府数据的利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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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信息通讯技术发展起来的电子政务，是当前我国

些不主动公开的信息资源还要依申请公开。 据统计，国内

政府办公方式的一大转变。 随着我国 开 放 政 府、 透 明 政

９０％的社会信息资源由政府部门掌握，信息资源的控制导

府、智慧城市的不断发展，对政府数据开放和获取的要求
也逐渐提上日程。 目前我国对政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研究比较多，但是对于政府数据开放和获取的研究还比

致各级政府部门无法实现信息共享、社会无法获取相关信
息，出现信息孤岛、资源浪费等现象。
开放存取（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简称 ＯＡ） 是基于互联网的学

较稀少。 政府数据的利用不仅仅简单地解决了政府部门

术传播机制，是学术期刊出版的词汇，在本文中用在政府

之间的信息资源共享问题，还能被社会组织和民众所利

数据的研究上。 政府数据不同于政府信息资源，政府数据

用，极大地提升了数据再利用价值。 目前国外许多国家已

是指一切产生于政府内部或者产生于政府外部，并且对政

经开放政府数据，并且有专门的数据网站。 与之相比，国

府活动、公共事务和多数民众有影响、有意义的数据资源

内就逊色很多。

的统称。［１］ 简单来说，数据是信息资源的前身，政府收集各

一、 政府数据的开放存取
自 ２００１ 年以后，我国的电子政务在全国热起来，大多

种散落的数据信息，通过各种手段进行收集、整合、分析成
为能够公开的政府信息资源。
在当前世界各国倡导的“ 开放政府” “ 透明政府” 下，各

数政府机构开始发展电子政务，推动政务信息资源建设。

国对于本国国内政府数据的开发利用越来越重视，积极倡

比如“ 数字化北京” “ 数字化上海” “ 数字化深圳” ，都在致

导开放数据战略。 ２０１２ 年，世界银行行长金墉在公开政府

户网站为主要形式，国内许多政府门户网站设计比较全

视的一个目标，当其首次向公众免费开放数据以来，公开

面，但也不排除个别门户网站作为“ 僵尸门户网站” 而存

数据“ 已经真正实现了国际化” ，世行已发布了 ２００ 个国家

力推动政府数据库的建设。 目前我国电子政务以政府门

在。 各级政府门户网站根据《 信息公开条例》 开放相应的
政府信息资源，采取“ 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列外” 的原则，
对一些不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的信息进行公开。 我们
从各级政府门户网站上可以看到一些主动公开的信息资

数据国际会议上指出，公开数据是当今世界各国越来越重

５０ 年来的 ８０００ 个数据指标，这一行动是世行为增强信息
可及性和鼓励解决问题而采取的总体举措的组成部分。［２］

目前许多国家纷纷开通了数据开放门户网站（ 如表 １） ，并
且拥有大量的目前还在增长的数据集。

源，但是我们很少能够看到政府数据的开放，并且对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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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家

政府数据门户网站网址

各国政府数据门户网站及其数据集

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

新加坡

印度

Ｄａｔａ．ｇｏｖ

Ｄａｔａ．ｇｏｖ．ｕｋ

Ｄａｔａ．ｇｏｖ．ａｕ

ｄａｔａ．ｇｏｖ．ｓｇ

Ｄａｔａ．ｇｏｖ．ｉｎ

８８１３７ 个

数据集

２０１６ 年

８７７６ 个

美国是世界上开放政府数据最早的国家，１９６６ 年的
《信息自由法》 使公民的知情权从理念变成了现实，之后美
国国会又制定了《 隐私权法》 、《 阳光下的政府》 ，这成为了
美国开放政府数据的基础。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美国联邦政府
［３］

３０００ 多个

８７３３ 个

１３６７０ 个

据时才能挖掘出最大的数据价值，才能进一步开发和利
用，创造新的价值。
２． 以用户为中心的数据

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存取是为了满足公众和社会的需

宣布实施“ 开放政府计划” （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 ，随

求。 政府数据开放不但使公众免费、自由地获取到了自己

不涉及国家安全和隐私的数据都要在该网站公开发布。

求，政府的存在就是为了服务大众，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存

后美国政府数据门户网站（ Ｄａｔａ． ｇｏｖ） 开通，并且规定只要

所需的数据，而且还是“ 智慧政府” 、“ 责任政府” 建设的要

英国在 ２００６ 年就提出“ 开放数据” 运动，在 ２０１０ 年也开通

取自然也必须遵循“ 以公众为中心” 的原则。 政府开放跟

了政府数据开放网站（ Ｄａｔａ．ｇｏｖ．ｕｋ） ，随后还提出“ 数据权”

公众相关的数据，也是关注民生的体现。 从各国开放数据

概念，支持数据开放。［４］ 美国、英国以及澳大利亚开通的政

门户网站的情况来看，在开放的数据中，关于民生的数据

府数据网站为民众提供可下载的数据集，民众可以浏览、

占的比重是最大的，比如：在美国的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中，

下载、利用相关的政府数据，建立相应的 Ａｐｐ 应用、程序软

将原来的金融、经济和安全等 ６ 大类数据集扩展至交通、消

使民众积极参与到政府工作中来，正是倡导“ 开放政府” 、

加；在加拿大，下载量最高的 １０ 个数据集中有 ９ 个来自加

件，进行数据分析和挖掘，不仅使民众获得了方便，还能促
“ 透明政府” 的有效体验。 同样，政府根据民众的反馈、建

费、教育、能源等 ２０ 大类，与民生需求相关的数据集大大增
拿大公民身份与移民局，包括永久居民的申请流程和时

议来不断更新政府数据，对政府数据网站进行维护和改

间、暂住居民和永久居民的分类等。［８］ 因此，政府开放的数

进。 随着政府数据的不断增长，相应的数据目录也随之增

据必须是与公众需求相关的数据，这样的政府数据才是高

加，从而逐渐打破政府和民众之间的数据壁垒，提升政府

价值数据。

数据 的 再 利 用 价 值。 例 如， 美 国 海 洋 和 大 气 管 理 局
（ ＮＯＡＡ） 向社会开放免费的气象数据，仅一年时间就为发

３． 格式多样的数据

政府开放的数据有多种格式，目前世界各国开放的数

电厂节省了约 １．６６ 亿美元；由于实施气象数据免费开放政

据集以 ＣＳＶ、ＨＴＭＬ、ＸＬＳ、ＮＩＩ、ＰＤＦ 等多种格式出现。 政府

亚洲的 １４６ 倍。［５］

像美国 政 府 数 据 网 站 开 放 的 数 据 格 式 多 达 ４６ 种， 以

策，２０００ 年美国天气风险管理行业的产值是欧洲的 ６０ 倍、

二、 开放的数据的类型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等新兴
技术的兴起，世界各国都在通过建立数据开放平台开放政
府数据。 目前各国倡导的“ 智慧城市” 是在充分利用新一
代信息技术基础之上发展的，而城市“ 智慧化” 也是建立在
数据的开放存取之上的。 智慧城市的建设和发展，都需要

数据的开放需要设定多种格式，以方便公众下载和利用。
ＨＴＭＬ、ＺＩＰ 和 ＸＭＬ 这三种常用的格式为最多。 数据格式
的多样性也能提高数据的利用率，给数据需求者带来巨大
的方便和效益，能够提高数据价值，更能推广数据。

三、 政府数据开放存取的意义
１． 促进信息资源共享，提高政府数字治理效率

随着我国电子政务的快速发展，信息资源的公开已经

运用该城市方方面面大量的数据并对其进行整合、组织、

在不断取得进步。 我们可以看到各级政府部门门户网站

挖掘、分析和利用，这种对大量数据的开发和利用需求与

都有相应的政府信息公开栏，但是却出现了一个问题，部

［６］

政府数据开放的趋势是吻合的。 那么什么样的数据才算

门和部门之间、部门和公众之间信息共享不到位，即“ 信息

是开放的数据呢？

孤岛” 现象。 电子政务倡导各级政府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１． 原始的基础数据

政府数据开放存取并不是简单地把所有的数据向社

会公开，开放的应该是最原始的、没有经过加工的基础数

但是政府网上办公工程目前还没有完全实现各级部门信
息资源共享。 “ 开放政府” 、“ 透明政府” 的实施是建立在数
据开放、信息共享、无空间时间限制基础之上的，作为有责

据。 原始的基础数据最能体现其价值，公众和企业能够对

任的政府，向公众提供这些数据是政府部门的一个重要任

该数据进行深入的挖掘、分析和利用，并且根据自身要求

务，是减少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互信和理

对该数据进行深入挖掘，以发现其对自身的价值所在。 数

解的重要途径之一。 政府开放数据资源，可以使各级各部

据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值，它还包括文字、图像、声音、视频、

门之间、公众与部门之间共享数据资源，节省行政成本，提

动画等多种形式。［７］ 只有发布的是原始数据，公众在利用数

高政府数字治理效率，实现电子政务建设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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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开放数据的首要价值就是 使 政 府 决 策、办 事 和
服务更加开放和透明。 当前，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已经成
为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环节。 “ 智慧政府” 是电子政务
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高级阶段，政府的开放程度，是政治
文明的一个标志，当前开放政府数据成为打造政府透明、
［９］

４３

数据资源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ｂｊｄａｔａ．ｇｏｖ．ｃｎ ／ ） 、上海政府数据服
务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ｄａｔａ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ｇｏｖ． ｃｎ ／ ） 、沈阳市政府网络
数据中心（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ｙｉｄｃ． ｃｏｍ ／ ） 、扬州市政府云计算中
心（ 政府数据资源中心） ，这些政府数据网站都有相应的数
据资源，以及开发的应用程序，每日的访客量和下载量也

民主的核心推动力。 政府数据开放方便了各级各部门随

相当多，但是公众的数据下载只能局限在这些个别城市，

时随地地采集、整合自己所需数据，不仅节省了各级各部

如果公众想要知道另一个城市的数据，比如石家庄，通过

门之间的时间，也是各部门相互协作、提高效率的有效途

互联网是找不到相应的数据资源的。 在如今的智慧政务

径。 未来智慧政务的发展，更需要政府开放数据做支撑。

阶段下，中国应该借鉴国外做法，建立一个统一的、集成的

２． 提高数据价值，创造新的经济效益

政府开放数据资源，公众可以依法获取相应的数据，

查询与自己相关的数据并有效利用数据，不但可以节省自
己出行时间，还能依据数据开发相应的 Ａｐｐ 程序软件，提
升数据的再利用价值。 比如，美国开放政府数据后开展了

官方政府数据门户网站，为各级政府、社会公众提供便利。

五、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存取战略
１． 加强数据开放存取立法，确保数据安全

如今云计算的兴起，为政府数据存取提供了一个有效

两届“ ａｐｐｓ ｆｏ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 比赛，充分利用民间资源，有效地节

平台。 云服务商为政府数据提供了存取环境，政府利用云

约了国家成本。 还有民间程序员利用政府开放的数据，建

计算对数据进行挖掘和利用。 但是在相关利益的驱使下

立免费查询航班延误系统，游客可以随时随地查询全国各

以及技术上的安全隐患，政府数据容易产生泄露，威胁用

航班的飞行时间、延误时间和等候时间。 这种数据的再利

户隐私安全。 因此需要立法对相关利益进行平衡。［１２］ 我国

用不但解决了游客的等待时间问题，还为航空公司节省了

尚没有相关的政府数据存取立法，相关法律规定只是散落

成本。 政府数据的开放和存取，不仅产生了社会价值而且

地存在于《 宪法》 、《 国家安全法》 、《 人民警察法》 、《 刑事诉

还实现了数据的再次增值。
根据国际数据集团（ ＩＤＧ） 的研究，全球数据量大约每

讼法》 、《 互联网安全保护技术措施规定》 、《 人民检察院刑
事诉讼规则》 等法律规范中。［１３］

两年翻一番，数据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战略资源，是

在美国，政府存取云数据受电子通信隐私法的限制，

全球经济中重要的资本要素。 在数据量迅猛增长的今天，

政府必须提前通知用户才能从云服务商中获取用户数

开放数据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潮流，并被越来越多的

据，这就保证了用户的知情权，允许用户对政府存取云数

国家所接受和推广。 开放政府数据可以促进高附加值信

据提出质疑。 ［１４］ 在云计算环境下，政府数据存取面临的一

息的交易，从而获得大量收益并增加税收。 据统计，全球

个法律困境是如何在有效提高行政效率的同时还能确保

定位系统（ ＧＰＳ） 数据的开放给美国带来了一个价值 ９００ 亿

美元的产业；天气数据的开放所催生的电视、网络以及 Ａｐｐ
服务等，每年给美国带来的经济回报在 ４０ 亿美元以上。［１１］

开放数据对欧盟 ２７ 国的经济影响，在 ２０１０ 年达 ３２０ 亿欧
元，并以每年 ７％的速度增长。［１１］

数据挖掘的安全，比如政府数据开放的范围、公众获取政
府数据的渠道等，这就需要建立关于政府数据存取的立法
规范，加强监督，保证政府数据安全。
２． 建设中国政府数据门户网站

目前多个国家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

四、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存取
现存的问题

兰等都有自己的政府数据门户网站。 例如在美国，Ｄａｔａ．ｇｏｖ

１． 政府开放数据容易造成权力滥用，产生隐私侵犯

库，包括公共交通、航空旅行、天气情况、工作场所安全、食

网站被称作“ 免费获取来自所有联邦机构信息的一站式服
务点” ，公众可以通过 Ｄａｔａ． ｇｏｖ 访问超过 ４００ ０００ 个数据

政府数据的存取是第三方存取，云环境下政府存取数

品安全、教育、犯罪、就业和卫生等不同方面。［２］ 因此可以借

据极易被泛化和滥用，比如政府进行数据挖掘时获取的有

鉴国外的做法，建立中国的政府数据网站，遵循“ 以用户为

价值的、潜在的信息资源，极有可能指向个人，引发个人隐

中心” 的原则，以如何方便用户获取所需数据集为目标，提

私安全隐患。 另一方面，数据存取技术上的漏洞往往会引

高数据质量，贴近用户需求；同时，由于我国手机网民规模

发数据泄露、丢失、混同等问题。 云环境相对于传统的 ＩＴ

将近 ５ 亿，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人群占比达 ７９．５％，因此

的访问、篡改、删除，任何技术方面的漏洞都有可能造成数

信息技术，开发手机 Ａｐｐ 应用软件，提供用户手机下载使

环境更具有开放性和弹性，用户数据更容易受到未经授权
据失真。
２．我国尚未建立自己的国家级政府数据网站

政府建立数据网站极大地方便了公众和社会需求，但

我国目前只有个别城市有自己的数据网站，比如北京政务

要积极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
用，满足公众随时随地获取政府数据的要求。
３． 加强国际合作，开放数据资源

２００９ 年美国政府数据网站 Ｄａｔａ．ｇｏｖ 上线，由此全球开

始了开放数据运动。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０ 日， 巴 西、 印 度 尼 西

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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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墨西哥、挪威、菲律宾、南非、英国、美国等 ８ 个国家联合

［２］ 周和．开放政府与政府数据公开战略［Ｊ］．广州大学学报：社会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全球已有 ６３ 个国家加入开放政府合作

［３］ 陆健英，郑磊．美国的政府数据开放：历史、进展与启示［Ｊ］． 电

了解本国的交通、土地交易和管理、学校教育情况等，这种

［４］ 吴旻．开放数据在英美政府中的应用及启示［Ｊ］．图书与情报，

签署《 开放数据声明》 ，成立开放政府合作伙伴组织，截至
伙伴组织。［５］ 通过开放大量高价值数据，可以使别国更好地
方便、快捷的获取一国数据方式加快了国与国之间的合作
和交流。 正是各国意识到了开放数据的优点，故纷纷制定
相应计划，逐步开放政府数据。 中国要想在信息社会中不
被遗忘、不被淘汰，必须开放政府数据，通过互联网不断与
世界其他国家融合。
目前，开放政府数据是电子政务建设的迫切需求，政
府数据开放存取是构建透明政府、责任政府的要件之一。
虽然我国当前有《 信息公开条例》 ，对政府信息资源公开有
法律性的规定，但是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政府数据开放
的程度却严重不足。 政府数据开放存取本身并不是目的，
通过数据开放为公众创造公共价值才是政府数据开放的
根本目的。 我国应该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开放政府数据的
实践经验，整合数据资源，制定立法程序，建立一个开放的

科学版，２０１２ （１０） ．
子政务，２０１３（６） ．

２０１２（１） ．

［５］ 金江军．中国也应建立“ 政府数据网站” ［Ｊ］ ． 专家视点 ，２０１３
（１０） ．

［６］ 姚乐，樊振佳，赖茂生． 政府开放数据与智慧城市建设的战略
整合初探［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３，５７（１３） ．

［７］ 熊霞． 数据仓库中数据质量控制问题研究［Ｄ］． 武汉： 武汉大
学，２００４．

［８］ 李苑．全球政府开放数据运动方兴未艾［Ｎ］．中国电子报，２０１４⁃
０２⁃２５（４） ．

［９］ 陈美．美国开放政府数据的保障机制研究［Ｊ］． 情报杂志，２０１３
（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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