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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向纵深发展，数据和信息作为战略性资源

的价值正在快速提升。管理大师汤姆·彼得斯早在 2001 年就指出：

“一个组织如果没有认识到管理数据和信息如同管理有形资产一

样极其重要，那么它在新经济时代将无法生存。未来如果一个组

织未能掌握数据，不能运用数据，那么这个组织的竞争力将会越

来越下降，对数据的治理能力决定未来新的竞争优势。

数据正在重塑当今时代资源观。信息时代正在上演计算、连

接、数据“三部曲”，计算时代，我们关注信息本地化处理，连接

时代关注关系价值，数据时代关注的则是如何将数据资产化。能

源和物质具有不可复制性，并且在使用过程中是不断消耗的过

程，而信息资源在传递和应用的过程中是被不断赋予新的价值。

数据时代的浪潮比想象的还要迅猛，互联网的核心是连接（信息

层）和关系（价值层）构成的价值网络，大数据则可以更精准地

反映、认识和掌握世界，数据资源的价值凸显，数据的多寡、好

坏、开发利用能力的强弱已经直接影响组织运营和创新服务能

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数据时代，从关注网络、系统到注重数据，

已成为当前信息化的重要视角与核心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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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数据时代亟待提升数据治理水平

（一）数据治理痛点和难点

数据时代的浪潮比想象的还要迅猛，人类社会正在进入数

据时代，正在快速升级、日益智能的外部客观环境和我国政务

信息化建设中的现实不足，让数据治理成为各地政府亟需要应

对和解决的难题。

图 1. 数据治理痛点和难点

数据思维意识缺乏。数据已成为国家基础性战略资源，而

政府部门普遍缺乏“大数据思维”，把数据开放当成自己的权利，

对数据开放和共享持拒绝或消极态度，开放数据的总量偏低、

价值不高，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

新的机制还未形成。

数据互联共享困难。目前信息资源管理方面依然存在各自

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等现象。系统数量多、

分布散，缺乏统一规划和标准规范，导致信息资源联通共享非

常难，造成了数据服务中标准不统一、平台不联通、数据不共

享、业务不协同的后果。

数据质量难以保障。由于各级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开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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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时往往各自为政，应用系统模式多样、功能不一、架构

自定，造成信息来源不清晰，数据命名、类型、格式差异巨大

等问题，数据质量难以获得保障，数据使用困难重重。

数据资产底数不明。目前很多地方没有对信息资源进行全

面梳理，缺乏完整、统一的信息资源标准规范，更没有建立城

市的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和数据共享机制，从而导致整个城市的

信息资源底数不明，直接影响后续的数据资源共享、开放和有

效利用。

数据流动逻辑不清。大数据应用具有很多关联者，存在着

利益主体及相关者，只有让利益相关者共建和共赢，才能提高

数据的复用率，发挥数据最大价值。目前绝大多数地区忽视数

据的信息规则，导致各主体不愿将信息共享而“扯皮 ”或“推脱 ”。

数据管理效能不高。大数据自身属性特征决定了其和传统

数据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然而传统的管理思维仍然禁锢着数据

管理的方式，大多只是做了简单的数据质量检查、数据归档、

数据安全等分散性的数据处理工作，缺少数据的甄别、分类、

整合和加工，无法及时有效的对信息资源进行提取、集成和分

析，数据治理尚处于初级阶段，数据价值亟待挖掘。

（二）存在关键问题和隐患

数据资产不可知。数据资产包括各类业务应用系统、软硬件、

数据库等。目前各地、各行业开展数据资产登记管理工作，很

少存在某个人员完全掌握全部数据资产，需不同组织之间进行

调研、梳理、登记，往往存在下面提供什么梳理什么，不清楚

所在部门或行业到底掌握了多少数据资产、管理情况如何、是

否存在“僵尸 ”信息系统等问题，缺乏完整、统一、清晰的数据

资产体系。

资产关系不可联。如何把数据资产管理好，充分释放数据价

值，是当前大数据治理的基础与重点。各地、各行业在开展信

息化建设时往往各自为政，各自建设、管理、使用的政府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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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造成系统与系统之间、系统与数据库、表之间、数据与

数据之间的关系不清晰，用户不知道这些数据在哪里、与业务

的关系是什么，不能对数据进行自助的探索和挖掘，数据的深

层价值难以体现。

数据质量不可控。目前各地、各行业都建有大量的应用系统，

数据类型、存在方式等千差万别。但由于缺乏统一的数据标准

规范导致跨地区、跨部门、跨层级的信息难以共享、业务难以

协同，海量数据因为质量过低而难以利用。同时新建或改造升

级的系统建设缺乏标准先行的原则，继续造成“信息孤岛”，无

法真正实现数据的高效流动。

图 2. 存在关键问题和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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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据治理中常见问题清单

图 3. 数据治理的维度

1. 全域数据资源能否实现部门按需高效共享？

2.能否为领导和决策部门按需及时提供各类数据，准确、

动态、直观生成相关报告？

3.能否实现动态、高效、灵活、有规则的对外数据开放？

4.能否基于数据元（字段）进行灵活数据抽取，实现多样

化数据模型生成和服务场景设计？

5.数据资源能否灵活、动态、高效进行更新、维护、关联

和调用？

6.全域信息资源能否清晰、动态、直观的掌握？

7.能否与所有参与部门实现数据资源共建、共享、共管和

共用？

8.能否与上级垂直系统和下级部门高效规范对接共享？

9.数据资源质量评价与共享、运营绩效评估能否方便快捷

开展？

10. 全域的数据资源标准是否规范一致？各项数据的含义、

口径、技术标准、分类情况等说明是否明晰统一？

11. 数据采集管道是否高效复用，数据质量关卡前移与下

沉？

12. 数据资源如何转化为数据资产（资本），政务数据能否

持续生长、循环利用与不断增值，从数据仓库演变成数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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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二、数据管理呼唤健壮的数据治理体系

图 4. 数据治理体系架构（DGF）

数据资产体系。数据资产体系为各政府部门提供了一个功

能性的视图，它既包括了政府信息系统资产、硬件资产、软件

资产，也包括了其采集、使用、产生、管理的数据资产。数据

资源资产体系关于数据资产的管理独立于资产本身，它采用关

联的方式对各资产的关系进行描述，而不是为独立的每个资

产。

数据标准体系。数据标准体系是一个组件驱动的技术框

架，它对用于支持数据资产管理和服务能力的各种技术和标准

进行了分类归纳，同时数据标准体系还联合国际、国家和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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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已存在的标准和指南，从而可以站在整个政府的角度上为数

据管理和服务的标准化以及重用的提升夯实基础。

数据架构体系。数据架构体系为各政府部门提供了各种抽

象的参考模型，各部门在符合架构体系原则的基础上进行自主

设计，可以将组成其数据架构的各种元素与该抽象框架相关

联，从而使得原本隔绝的不同部门在数据方面得到了沟通途

径，促进了不同机构之间的互操作，为各部门对于数据底层的

架构提供了巨大的灵活性。

数据服务体系。数据服务体系包含三大要素：服务内容、

服务模式与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是指对数据交换共享、开放应

用，是指按照数据分层分级分类提供各种数据访问接口和服

务，从而为各种不确定的外界信息消费者提供信息访问的能

力。服务模式是指数据分析与服务呈现给最终用户的方式，呈

现的方式往往也通过技术手段实现。服务对象则是数据分析与

服务最终需要满足的用户，一般而言可按照不同的组织层级和

业务线条或者对数据分析的功能要求等进行划分。

三、数据基因重塑数据治理体系

（一）产品概念

数据基因是指基于元数据的标准化编码基础上实现数据

自由编辑、抽取、复制和关联应用的核心技术体系。它是实现

数据跨系统共享交换、创新应用的底层逻辑和关键规则。

数据基因系统是通过管理标准化实现元数据规范编辑、智

能管理、关联应用和共享开放，以提升全域数据资源活化和管

理能级。它是实现数据跨系统共享交换、创新应用的底层逻辑

和关键规则体系，也是解决（大）数据混杂、提升数据质量、

促进数据创新应用的前提，为优化数据体系、探索数据关系、

创新数据服务、实现数据增值奠定基础，是大中型（大）数据

中心的必备管理工具，实现从管网络、系统到管用数据的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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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数据资源管理方式的重大创新，也是对数据（仓）库的功能

深化。

（二）产品架构

数据基因体系促进了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化与标准化，全面

提升数据资源管理质量、能力、效率，彻底解决了数据体系底

层核心问题，快速提升资源数据管理能级，有效促进数据开放

和共享，实现数据驱动服务创新。

图 5. 产品架构体系

（三）应用场景

智能化的数据资源模板。对比筛选出政府、企业及各个行

业领域的标准规范，根据标准建立整个数据资源体系的模板，

通过模板库用户可直接查阅、匹配相关数据元、信息资源模板，

以直接沿用或是自定义修改的方式对模板进行选择性的编目，

达到数据资源快速梳理、信息资源体系快速架构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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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模板库

多样化的数据源采集方式。提供模板化采集、关系数据库

适配、前端页面采集等多样化的数据源采集方式：针对数据库

部署在非本地的（例如采用国家、省级系统），系统采用传统

方式（如 json、 csv、 xml、 excel 文件等）采集；针对关系型

数 据 库 ， 可 通 过 适 配 器 采 集 来 自 Mysql 、 Oracle 、 DB2 、

SQLSer ver 等数据库的库表结构等元数据；同时提供非侵入式

数据库采集方式，提供通过模拟登陆页面，进行系统前端页面

核心字段的抓取，实现抓取字段根据配置的相关格式进行导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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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采集方式

清单化的数据资产管理。提供对各部门建设、管理、使用

的政府数据资产进行登记和统一汇集，范围包括软件资产、硬

件资源，以及涉及数据相关的信息系统、数据库、数据表、数

据字段等，全面、真实、准确反映政府数据资产状况。支持各

部门对数据资产的上报、核实、诊断、确认、使用、更新、维

护等操作，按照统一的编码规范和命名规则，实现数据资产的

清单化、动态化、常态化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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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数据资产清单

图 9. 数据资产关系

标准化的数据库表建设。规范各部门数据字段的命名、统

计口径等，形成标准的数据字段池与数据分层分级，通过对各

部门各应用系统数据字段的清洗比对，筛选出各部门共性、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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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的主数据，建立涉及核心数据的标准字段池，对数据字段的

命名、格式、长度等属性进行规范，依托标准数据元池进行各

部门数据库表的维护，严格控制新增字段，实现共性数据字段

的统一标准规范。

图 10. 标准化建设

动态化的数据资源目录。基于数据资源目录提供数据库、

基础库、主题库的表设计功能，实现不同系统建设需求、应用

场景下，通过标准数据字段池、信息资源的组合构建应用模型，

围绕构建的模型可以实现快速构建应用系统数据表结构设计，

通过命令实现与应用系统表结构的同步，实现目录与各部门应

用系统数据资源保持一致。

图 11. 数据资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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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化的数据共享服务。提供数据认责业务流程的管理，

以需定产，针对应用明确部门数据共享需求，确定数据权威来

源，数据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数据分类，实现数据精准共享，保

障数据准确性和唯一性。解决数据共享中由于存在的数据源不

唯一、数据多头录入、重复存储，导致的数据无法有效共享、

数据统计冲突等问题。

图 12. 数据共享服务

（四）产品价值

建设应用成效快。整合大量落地项目、数据、专家经验，

基于国家、省、市已有的标准、案例，深挖海量政务部门共性，

有效适配部、省、市、县不同层次需求，实现城市数据资源目

录体系的快速构建。以多种灵活的技术手段，实现数据的多样

采集和同步更新，基于非侵入式数据库方式，从业务层面获取

数据字段、数据资源，极大的缩短了各部门数据资产发布、数

据归集的周期，使整个项目落地建设应用成效快。

数据管理规范化。遵循国家和行业相关标准，依托元数据，

对数据资源进行统一的分类、编目、注册、发布、实现了数据

资源的灵活化、可控化、标准化管理。通过加强数据资源管理，

进一步完善统一的数据模型、规范业务系统数据管理，从硬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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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数据等方面开展数据体系建设工作，实现数据全生命周

期管理、编码统一管理、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保障体系化。自动生成信息系统诊断报告、数据质量

报告，数据问题可追溯到数据明细及具体责任单位，构建统一

数据模型，涵盖人口、法人、信用、证照等各数据，解决业务

系统模型不匹配问题，并完善数据认责流程的环节，明确数据

需求、责任，制定考核指标体系，采用系统+人工方式全方位

考核管理，实现数据治理体系保障可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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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基因产品解决方案

图 13. 产品体系

（一）10大系统体系

○1. 数据资产登记（普查）管理系统（管资产）

机房、服务器、存储器及应用系统在线填报登记和管理。

系统通过新增填写与模板导入的方式对各部门建设、管理、使

用的政府数据资产进行登记和统一汇集，实现对数据资产的动

态化、常态化的管理。

数据库、数据表、数据字段智能读取生成。系统支持以数

据库连接的方式导入新增数据库信息，自动读取数据库中的数

据表和数据字段，实现快速抽取部门数据资源编制生成政务信

息资源目录。

数据资产间关联关系配置与展示。系统在数据资产全面登

记的基础上，通过建立系统与数据库之间的关系，构建出数据

资产关系地图并以图形展示关系，为更有效地利用和挖掘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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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提供技术支撑。

○2 政务信息资源采集系统（管数量）

实体数据智能上传与动态管理。系统在部门授权账户密码

访问权限的基础上，以 API 接口作为数据和服务的载体，智能

获取与上传数据资源详情，实现对数据资源的快速、动态、自

动、活化地采集。

业务系统数据抽取与应用转换。系统可连接部门业务系

统，从业务系统应用层面生成数据访问接口，智能抽取系统数

据，同时转化成可应用的标准规范数据，最大程度释放数据价

值。

共享开放平台接口对接服务。系统以异步、同步接口对接

方式，实现各业务系统间的数据连通，满足高效化的数据交换

与共享。

○3. 信息资源目录系统（管目录）

信息资源及信息项在线填报登记。系统通过新增填写与模

板导入的方式，将信息资源及所包含的信息项同时或分步填报

入系统，使得信息资源梳理趋于流程化、规范化、便捷化。

信息资源发布审核及查询检索。系统赋予数据管理者审核

的权利，包括信息资源的数量与质量，并支持部门间信息资源

查询查看和新增需求提交发布，实现信息资源的统一化、动态

化、智能化管理。

信息资源代码生成及资源目录编制。通过系统内置的代码

生成规则，赋予进入系统的信息资源唯一的识别代码，将信息

资源快速、智能编制形成目录，以供数据管理者总揽全局。

信息资源目录体系管理及展示。系统按部门类、基础类、

主题类分类展示和管理形成的信息资源目录，构建起多维信息

资源目录体系（包含分类目录、共享目录等），为共享开放提

供底层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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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据体系标准化管理系统（管标准）

数据资源导入导出及添加标准。系统在线将众多数据字段

添加至标准数据元池进行统一管理，通过不断的比对修改完

善，促使数据逐步趋向于标准唯一。

数据资源重复清洗与同义清洗。系统通过对核心数据字段

属性的规范，将混杂的数据字段进行统一化和标准化，同名同

义数据字段只有一个权威来源和标准，实现共性数据元的统一

标准规范。

数据资源标准化参考与填充。系统支持在线智能比对，通

过查看数据字段标准化后的反馈结果，对比自身数据字段，判

断选择是否将涉及属性填充同步至自身数据，从而提升数据共

享与交互质量。

○5 公共数据元（主数据）池和标签管理系统（管基因）

公共数据资源建设与展示。系统支持直接从标准数据池中

勾选和添加，通过选取各业务部门和系统中共性、关键的数据

字段，构建公共数据元池以巩固数据共享与应用的底层基础，

并为重构数据体系规范提供支持。

公共数据字段标签化管理。系统针对标准化公共数据字段

（主数据字段），赋予其各类标签属性，并支持基于系统的标

签实时管理，拓展了数据使用范围与应用效能，有利于最大程

度发挥数据效益。

○6. 数据分析加工管理系统（管质量）

数据信息实时获取与上传。系统通过接口连接的方式，打

通系统与数据库，实时抽取数据库中的表结构、数据字段信息

以及实体数据信息，基于数据抽取后再处理，使新数据具有良

好的组织结构、可理解性和极少的数据质量问题。

数据信息在线清洗与比对。系统通过预先设置规则，对无

用、无效或错误数据提供清洗服务，对不同部门、不同信息资



数据基因产品白皮书 18

源间的数据提供比对服务，为达到数据共享和应用要求循环迭

代，构建起数据质量管理体系。

清洗比对数据统一入库。系统为完成清洗比对后的数据，

创建高质量数据仓库，实行入库流程智能化操作，以减少数据

问题，提升数据质量，提高数据处理效率，满足数据标准化管

理与使用的要求。

○7 数据治理与评估系统（管治理）

数据治理与评估角色分配定位及权责划分。系统基于数据

治理权责和地方实际，确定角色数量及每个角色的功能定位，

赋予其数据治理权责，充分发挥管理和实施作用。

数据治理评估指标设计管理。系统支持在线设计与构建指

标体系，同时实现指标的实时更新管理，赋予数据管理部门信

息化手段，辅助提升数据治理效能。

在线评估全流程覆盖与追踪。系统基于预设的指标体系进

行评估指标项填写与审核打分，并提供进度查看提醒及评价结

果查询，实时跟踪评估进程，确保数据治理的有序开展和应用

实效。

○8. 政府信息系统整合决策支撑工具（管整合）

政府信息系统在线多维度标注管理。系统通过新增填写与

模板导入的方式将各部门的业务系统进行登记入库，实现信息

系统管理智能化，同时为项目审批及系统整合提供支撑服务。

政府信息系统评价体系构建与诊断。系统提供信息系统评

价体系构建、诊断条件设置、诊断结果导出与查看等功能，通

过输入诊断条件，筛选符合条件的信息系统，为政务信息系统

判断和整合提供决策依据。

政府信息系统登记与整合情况统计分析。系统支持以数字

与图形化的形式展示系统登记的进展状况，以及系统诊断整合

的情况说明，为数据管理部门开展信息化新建项目、运维项目

审批提供参考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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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数据供需对接与认责管理平台（管共享）

数据供需在线登记梳理。系统通过新增填写与模板导入，

将政府服务数据供需信息登记入库，同时保证实时更新，实现

政府信息供需动态化梳理与智能化管理。

数据供需对接响应查看。系统支持各部门自行查看数据供

需对接进展情况、数源确认是否被响应，以及响应结果，统一

数据共享确认流程，规范确认原则与要求。

数据共享责任部门在线确认数据责任。系统将材料数据项

提交至相应的责任部门进行确认，基于各部门确认后的结果，

逐步完善形成数源责任表，实现数源责任清单化，确保一数一

源。

○10 政务服务事项支撑管理平台（管业务）

政务服务事项需求在线填报登记。系统预设填写规则，按

照统一的标准将规范的或者不规范的事项材料信息登记输入

系统，以保证事项信息的标准化、规范化、动态化管理。

材料数据项及数源部门在线梳理。系统理清事项所涉及的

材料数据项和相应的数源部门，填报归档成需求清单，最大限

度挖掘部门共享需求，为政务服务流程再造、材料精简、网上

服务等工作提供支撑。

事项需求在线完善规范及管理。系统支持对事项需求的所

有信息进行在线完善，形成规范标准的事项清单表，并实时更

新记录，为下一步的数据共享和应用奠定基础。

事项梳理情况查询及需求统计。系统通过数字和图形等样

式突出展示梳理进度和统计结果，辅助数据管理者对业务事

项、信息质量和服务管理进行准确、高效的评估和决策。

（二）9大服务

○1 政府数据资产调研梳理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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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城市政务数据资源体系摸底调研，明确调研范围和内

容，梳理前期已有的调查成果，制定调研工作方案，确定调查

方式（走访调研、座谈会、调查表等形式），制定调研表，开

展对各个部门的机房、服务器、应用系统及信息资源等的调研、

梳理，并按照资产清单模板对各部门递交的材料进行整理、整

理及分析，形成相关部门信息资产清单。具体包括业务清单、

机房清单、硬件清单、应用系统清单、基础数据库清单等。

○2.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服务

按照统一的标准规范，把分散在各部门的政务信息资源进

行整合和组织，对信息资源的产生位置、责任单位、共享范围

及更新维护方式等方面信息进行描述及编录，形成可统一管理

和服务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从分类、主题、应用等多个角度

提供政务信息资源管理、识别、定位、发现等服务，实现政务

信息资源规范化管理、共享交换和信息服务。具体包括共享目

录、编码规范、数据元目录、代码集等。

○3 政务信息资源标准制定服务

根据国家 GB/T 21063《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和省、市相关标准规范，

结合本地政务信息资源的特点，制定符合本地现状的政务信息

资源体系相关标准，保证政务信息的准确、完整、及时更新和

共享共用，实现政务基础信息的标准化和规范化管理，为政务

信息资源共享以及跨部门的电子政务应用奠定信息基础。具体

包括数据资源分类标准、元数据标准、信息编码标准、交换数

据标准、共享数据标准、平台接口标准等。

○4 政务主数据模型设计服务

通过对目前部门业务现状与信息化流程调研，充分了解业

务流程与信息化系统中所涉及的业务实体，全面梳理部门最核

心的需要共享并保持一致的基础主数据，并编制数据标准规

范，统一数据标准及数据编码，形成完整的主数据模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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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数据梳理使需要共享并保持一致的基础数据规范化、标准

化，提升数据资源管理能力。

○5 政务服务事项数据梳理服务

依据国家、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对各部门

提供的审批 /行政服务事项的办事指南和事项材料信息，按照

事项名称、办事材料、工作流程、数据流程“四统一 ”的要求，

进行全域要素梳理，明确相关材料和数据的来源，对需部门间

共享的数据进行数源部门的确认、核实，通过服务事项数据的

梳理，最大限度地挖掘各部门共享需求，为实现政务服务流程

再造、材料精简、网上服务等工作提供支撑。

○6 数据资源规范体系制定服务

针对目前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管理、共享和开放数据资源面

临数据多头采集，重复采集，数据命名、类型、格式差异，数

据不能及时同步更新，部门间的数据不一致，技术多样化等问

题，通过规范体系的约束，各部门在信息化建设中能够做到有

章可循，从而保证所建立的资源或服务具有高可用性、互操作

性和可扩展性。具体包括数据质量规范、数据权限规范、数据

开放规范、数据管理规范等。

○7 数据资源管理体系制定服务

为进一步推进城市数据治理，构建政务数据资源管理体

系，涵盖信息资源管理、交换共享、开放等方面，指导各部门

规范参与数据资源建设，约束各部门数据资源开放、共享职责，

标准化、规范化和责任化数据采集、组织、分类、保存、发布

与使用等各环节，为实现一数一源和数据的互联互通、多元应

用、高效赋能提供保障。具体包括政务信息资源管理办法、政

务数据资源交换共享管理办法、政务数据资源开放管理办法、

政务云平台管理办法等。

○8 数据管理绩效评估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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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国家、地方政务信息资源建设要求，设计符合需求的

评估指标体系，组织实施评估，并出具评估报告，从数据的质

量、数量、开放程度等多个维度，对信息化部门的采集、交换、

共享结果进行绩效评估，整体分析当前城市数据资源建设的状

况和存在的问题。具体包括政务数据资源绩效考评、信息化投

资项目评估、信息系统建设运维评估等。

○9 可视化分析模型设计服务

通过对各业务应用系统的数据表、数据字段的关系分析，

围绕应用主题设计可视化分析模型，研究构建主题、专题数据

模型，通过大数据分析应用、自定义报表，实现数据的可视化

展示；通过组织画像、个人画像等数据多维度分析，清晰了解

业务对象的现状与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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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典型案例

（一）省级

浙江省——“最多跑一次”事项数据串梳理。按照 “一事一梳

理 ”的要求，对每个事项的材料和表格数据项的提供方式进行

分析，明确相关材料和表格数据项的来源，对外单位提供的数

据进行数源部门的确认、核实，目前已完成省级 26 个部门近

200 个高频事项数据串的梳理。通过事项数据串的梳理，最大

限度地挖掘各部门共享需求，为实现 “最多跑一次 ”改革中政务

服务流程再造、材料精简、网上服务等工作提供支撑。

海南省——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采集云。针对全省近 400 个

业务应用系统，围绕系统数据目录梳理、采集汇聚、整合入库，

通过应用数据化平台实现数据清单的采集、对数据清单进行规

范化和标准化编目、依托目录进行数据汇聚、对汇聚的数据进

行清洗比对后扩充全省人口、法人基础数据库，在海南省原有

政务数据资源交换共享以及目录体系建设的基础上，全面拓宽

数据采集渠道，进一步扩充政务信息资源数据中心的数据内容

并提升数据质量。

江西省——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梳理。围绕 “业务—系统—

资源 ”的设计思路，结合部门机构职能进行部门业务事项的分

解与梳理，在此基础上将每一个业务事项所涉及的政务信息资

源进行整理，然后对每一个政务信息涉及的信息字段进行细

化，层层分解，逐步完成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编制工作。

同时依据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的规范和要求，

制定符合实际的《江西省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规范》，实现

省级目录与国家目录的无缝对接、互联互通。

河北省——城市管理主题信息资源梳理。城市管理数据梳

理，主要是对城市建筑物情况、城市部件、市容管理、城市绿

化管理等资源进行梳理，共调研河北省、石家庄市、沧州市三

地城市管理信息资源，梳理出 18 个业务系统、近 500 项城市

管理业务信息、600 项信息资源、7000 项信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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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市级

广州市——政府数据资产登记。在现有信息化和大数据建

设的基础上，以摸清各市直部门信息化系统清单为切入点，构

建广州市政务数据资产登记管理系统，全面开展广州市政务数

据资产清单梳理工作，引导各市直部门基于现有的信息化系

统，科学有效填报相应的政务数据资产，共完成 19 个一级委

办局的信息系统填报数量近为 500 个，信息资源近 3000 项，

信息项登记 25 万项，初步实现数据资产清晰化、动态化、常

态化管理。

佛山市——公共数据资源管理绩效指标体系。建立佛山市

公共数据资源管理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分为区（县）、市直经

济和社会管理类单位、市委单位综合管理类单位三套指标，指

标体系分别从数据摸底、数据统筹、数据应用、数据管控四大

类进行绩效考核，通过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用、以评

促管的良好局面，来加强公共数据资源的综合规划和统筹共

享，促进全市数据资源的横向整合和增值应用。

南宁市——全市信息资源目录体系建设。业务梳理与应用

系统数据梳理两者相结合，通过业务和应用系统的对比，最终

得出全市 82 个部门数据资源清单，根据最终梳理情况，发布

南宁城市信息资源发展概况分析，配合资源目录系统开发，实

现最终目录与目录系统的对接。

舟山市——全市数据资产清单建立。建立了“四统一、两清

单”，以业务梳理为核心，从业务事项——信息资源——应用系

统的顺序进行梳理，建立全市 55 个部门的 “数据资产清单 ”和

“基础数据库的资产清单”，围绕数据资产清单进行应用系统的

云化迁移和基础数据库建设。

舟山市——民生基础信息数据标准和交换规范。建立民生

基础信息数据标准和交换实施规范，分为数据元目录与交换实

施规范，数据元目录规定了民生信息中常用术语和分类要求、

相关代码，规范了民生信息的最小数据单元及其描述方法。数

据元目录是民生信息的基础，从数据的最小单元的角度规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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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信息数据，为上层的数据交换提供了必要条件。交换实施

规范规定了民生基础信息的数据交换要求，是民生基础信息在

不同的系统之间进行传递时须遵守的交换格式要求，是系统之

间进行信息交换的应用协议。

淮安市——基于数据基因系统的梳理。针对淮安市各部门

实际业务、数据情况，结合城市核心业务数据的通用模板，梳

理设计出淮安市政务信息资源梳理模板，全市所有模板基于数

据基因系统完成各部门资源的梳理、确认，从项目启动到部署

整个项目整个过程经历一个月，大幅度提升了全市资源梳理的

效率，减轻了部门业务人员的工作量。

（三）其它

徐汇区——基础数据库资源体系建设。从与部门核心业务

和数据相关的已建应用系统和数据库入手进行资源梳理，同时

按照部门三定方案梳理其相关行政权力清单、服务事项，通过

系统数据与业务数据相比对，最终形成徐汇区基础数据库资源

目录。

深圳市气象局——数据资产清单梳理。按照气象领域分

类，制定气象数据资源元数据标准体系，全面梳理气象部门信

息系统资源、数据库、数据表等资源，形成气象领域的数据资

产地图，同时通过对业务系统数据字典的采集，构建气象局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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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为什么选择国脉

（一）关于国脉

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于 2004 年在北京成立，

是一家从事信息化咨询与服务的专业机构，致力于为政府机

构、城市园区、大型企业、金融机构等客户提供科学、高效、

专业、创新的高品质服务。

国脉海洋于 2013 年成立，是以数据基因产品为基础，以

数据治理架构师为使命，以大数据软件+平台+咨询为一体的高

新科技企业。秉承“国脉智慧，成就客户”的行为理念，主要为

政府、城市、园区、企业等提供集数据价值发掘、数据资产评

估、数据体系规划、数据技术开发、数据底层架构、数据平台

运维、数据应用交易等于一体的专业优势数据服务，并提供系

列数据软件产品及产品定制服务。

图 14. 数据软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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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企业赞誉

图 15. 企业赞誉

（三）服务优势

“咨询+产品 ”一体化的数据服务。数据治理领域涉及顶层

设计、目录构建、应用建设、标准规范保障等，一套理想的解

决方案，需要对各地区、各行业的数据业务、标准有着深刻的

理解。国脉基于十二年咨询经验，率先推出数据基因产品，并

提供 “咨询+产品 ”一体化数据服务，提升信息资源管理规范和

使用水平。

自主研发、安全可靠的数据产品。数据基因系统是按照实

现系统与数据分离、字段级按需共享、灵活数据开放的理念，

在吸收最新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最新的数据管理理念和

思想后，充分考虑到政府、行业业务开展和自身本身的特点研

发而成，具有极强的创新性、针对性、标准性和实用性，能够

快速提升本地区、本行业的数据治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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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市场的广泛认同。国脉数据整体解决方案成熟、建设

经验丰富，落地案例覆盖省、市、县三级，目前已为浙江、海

南、江苏、贵州等多地客户提供数据相关服务。建设时间短，

3-4 周快速建立地区信息资源体系；运用效果好，实现数据流

动、动态管理，得到客户的一致认可。

专业、强大的本地化实施团队。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

等全国 14 个地方开设了分支机构，并组建了具备专业、一定

实力的本地化团队，致力于为政府机构、城市园区、大型企业

等客户提供科学、专业、创新的高品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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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垂询

联系国脉/Contact us

北京：（010）82617379 68882870

上海：（021）50899513 50909337

广州：（020）37958159

西宁：（0971）6285860

长春：（0431）81753166

佛山：（0757）82915007

衡阳：（0734）8357557 8158833

宁波：（0574）27830655

舟山：（0580）2299699 18505801883

江西：18970815371

石家庄：15532154019

海南：1380767398

数据基因官网：www.datadnas.com

国脉官网：www.govmade.cn

国脉智慧 成就客户

提升绩效 创新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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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基因软件清单和产品报价单附件：

2020国脉数据基
因政务系列软件清单V1.1.docx

数据基因产品报价
单（20200214）_模块组合建议（修改）.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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