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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的角色与职责、管理过程、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内容、数据

开放各环节的管理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我省各级政府部门开放的各种数据，并为各相关部门政务数据资源开放的数据管理提

供实操性指导。本规范的使用对象为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各环节中的提供部门、运维部门和使用者以及其

他相关人员。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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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B/T 2109－2018 政务信息资源标识编码规范

DB/T 2110－2018 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DB44/T 2110-2018中界定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提供部门 supply department

提出开放数据注册申请的组织或组织内部机构。

3.2

运维部门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department

经主管机构授权的运行和管理开放数据注册系统平台的法人。

3.3

主管机构 responsible organization

授权运维部门的机构。

4 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的角色与职责

4.1 角色

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过程中包括三个角色和六项任务，三个角色分别是电子政务数据资

源提供部门、运维部门、使用者。六项任务包括规划、整理、注册登记、管理、服务、使用，如表1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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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角色与任务对应表

角色 任务

提供部门 规划、整理

运维部门 注册登记、管理、服务

使用者 使用

4.2 提供部门职责

提供部门的管理职责包括：

a) 负责本部门政务数据资源的开放规划和整理；

b) 对本部门的政务数据资源内容设置使用权限；

c) 向运维部门申请注册数据资源内容并负责更新；

d) 负责提供与数据资源内容相关联的政务数据资源定位。

4.3 运维部门职责

运维部门的管理职责包括：

a) 负责政务数据资源的注册登记并审核后发布与维护；

b) 提供政务数据资源内容的查询服务；

c) 保证数据开放平台正常运行，包括注册登录、上传信息资源、评论回复等技术性问题。

4.4 使用者职责

使用者的职责是对获取的数据内容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保管好相关数据内容。

5 管理过程

5.1 管理过程各项任务的规范要求

管理过程涉及的各项任务的执行必须符合DB44/T2110－2018和DB44/T 2109－2018的规范要求。

5.2 管理过程任务与角色的关系

如表l所示，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过程各项任务所涉及的角色如下：

a) 规划任务：由提供部门完成，运维部门配合；

b) 整理任务：由提供部门完成；

c) 注册登记任务：主要由运维部门完成，提供部门配合；

d) 管理任务：由运维部门完成；

e) 服务任务：由运维部门完成；

f) 使用：由使用者完成。

5.3 规划任务

规划任务主要由提供部门完成，运维部门配合。该工作任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明确开放数据资源的内容；

b) 提供开放数据资源访问的相关条件；

c) 负责相关开放数据资源的更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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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整理任务

整理任务主要由提供部门完成，该工作任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对规划开放的数据进行整理汇集编目；

b) 负责相关信息资源内容的更新维护。

5.5 注册登记任务

注册登记任务主要由运维部门完成，提供部门配合。该工作任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由运维部门负责提供数据资源传输的规定和方式；

b) 由提供部门按运维部门提供的数据资源传输规定和方式及时向运维部门传送数据资源内容；

c) 由提供部门向运维部门提出数据注册登记请求，由运维部门负责进行注册登记。

5.6 管理任务

管理任务主要由运维部门完成，该任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由运维部门制定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制度并审核数据资源内容；

b) 实施相关组织管理制度，保证数据资源开放数据管理工作持续运行和发挥作用。

5.7 服务任务

服务任务主要由运维部门完成，该任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由运维部门组织建立政务数据资源服务系统；

b) 由运维部门对外发布政务数据资源内容。

5.8 使用任务

政务数据资源的使用主要由使用者完成。该任务的主要内容包括：

a) 使用者通过政务数据资源服务系统查询定位政务数据资源；

b) 使用者通过数据资源服务系统获取政务数据资源，并管理好已经获取的数据资源。

6 管理制度建设

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应用并发挥作用的可持续性必须有如下制度保障：

a) 建立数据开放数据管理办法细则，明确开放数据的内容；

b) 制定系统日常运行制度并执行，包括机房管理制度、运行日志制度、主机检查维护制度、数据

备份存储制度等；

c) 制定相应的应急恢复办法和操作规程，监控系统的运行，定期进行系统运行数据的统计与分析；

d) 采取技术措施，保证数据安全与信息系统持续安全服务。

7 电子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服务与数据提供流程图

如图1所示，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服务与数据提供流程包括4个环节：

a) 规划：由提供部门明确数据开放目录及数据集等开放内容，开通数据接口、提供数据应用APP；

b) 整理：各提供部门对开放数据的内容提取特征，通过整理形成可开放数据资源；

c) 注册:提供部门通过数据接口将数据资源内容传送到数据开放平台（运维部门负责）并提出注

册登记申请，由运维部门负责进行注册登记；

d) 发布管理：由运维部门对各政务部门的数据资源内容进行审核发布，对使用者进行“身份鉴权”。

并接收来自使用者的反馈信息和数据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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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政务数据资源开放服务与数据提供流程

8 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内容

8.1 政务数据资源的开放范围

政务数据资源的开放范围包括：经济建设、资源环境、教育科技、道路交通、社会发展、公共安全、

文化休闲、卫生健康、民生服务、机构团体、城市建设等政务信息。

8.2 政务数据资源的资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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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资源主要内容形式包括数据集、档案、法律法规、文件、报告等。政务数据资源具体的开

放形式可以是数据集文件、条件查询接口、数据交换接口、APP应用等。

8.3 政务数据资源细化与综合方式

数据集是可以标识的数据集合，它能够用一个数据字典唯一描述。在数据组成上，它是由若干数据

记录组成的数据集合，例如全省重点企业资产数据集、土地利用现状数据集等。对于数据库形式的数据

集，以逻辑数据库为单位进行归纳整理，逻辑数据库可以由若干张数据库表组成。

档案、文件、报告等一般以单个文件为单位归纳整理。

图片、文档、音频、视频一般以独立数据文件为单位归纳整理。

服务是提供应用系统使用的计算机程序接口，一般以单个服务为基本进行归纳整理。例如，提供全

省重点企业资产数据查询的服务。

9 质量管理要求

质量管理是保证政务数据资源开放应用的基础，应当建立健全质量管理制度，明确分工，责任到人，

保证政务数据开放工作质量稳定，并从下列方面保证数据开放各环节的质量：

a) 政务数据资源开放的质量管理分为数据提供质量的管理，数据管理及维护质量的管理，数据发

布质量的管理等；

b) 提供部门按照“谁产生、谁提供、谁负责；谁主管、谁开放”的原则，负责对本部门政务数据

开放目录和数据集的定期更新维护管理，确保数据的实时性、准确性、可用性；

c) 运维部门明确数据接收标准，对接收的数据进行检验、认可、签办及资料对比；

d) 运维部门执行数据资源发布程序，对要发布的数据资源进行检查登记，并保证正确发布数据；

对不合格数据进行“标识－隔离－评审－处理”等措施；

e) 运维部门收集各角色的质量管理意见与建议，加以分析整理，及时反馈给各相关部门。

10 考核要求

实行政务数据开放全过程管理与监控，应建立数据开放绩效考核制度。绩效考核制度应从数据的连

续性、一致性、规范性、真实性、完整性与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核。运维部门组织开展政务数据开放指

数研究，定期对政务数据的开放数量、数据集质量、应用开发、访问情况、运行效率及使用效果等内容

进行成效评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