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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提要】 

产业数据方面，四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6.9%，

2020 年全球应用程序消费超过 1000 亿美元。政策发布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司相继发布了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信息服务相关的政策；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相继发布了首创产品市场

应用、“产业强链”方面的政策文件。技术创新方面，神州云动宣布构建 SaaS

＋PaaS＋Appstore 的 CRM 产品形态。企业动态方面，科蓝软件携手华为鸿蒙开

启全国产化数字银行之路、腾讯安全与奇安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AVEVA

剑维软件发布 Teamwork、Snowflake 和 Saturn Cloud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市

场拓展方面，秒如科技获高瓴投资、IBM 收购咨询公司 7Summits、燧原科技获

C 轮融资、新纽科技港交所上市。产业生态方面，中国软件名园试点工作推进

会暨高质量创建研讨交流会在线上举办、成都、四川、重庆三方签订软件行业

的合作协议、第十届中国云计算标准和应用大会在京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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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 16.9%，增速快于第三产

业 14.8 个百分点。四季度，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7%，比三季度加快 3.4

个百分点。12 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7.7%。1-11 月份，规模以上服

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其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业收入分别增长 13.5%、9.9%，增速分别快于规模以

上服务业 11.9、8.3 个百分点。（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2020 年全球应用程序消费超过 1000 亿美元。据应用程序分析公司

SensorTower 报告，2020 年全球应用程序消费额超过 1000 亿美元，其中苹果

商店去年收入超过 700 亿美元，安卓商店收入超过 380 亿美元。（数据来源：

新浪科技） 

 

图 1 2020 年全球应用程序消费图 

 

 

 

产业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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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策 

政策名称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 

工信部信管〔2020〕197 号 

发布网址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txy/art/2021/

art_710b90df3c01495bb0429fa9ee781cdd.html 

内容提要 为深入实施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战略，推动工业化和信息化

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计划》从

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对 2021-2023 年工

业互联网创新发展行动计划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目标是到

2023 年，工业互联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量质并进，新模式、

新业态大范围推广，产业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政策名称 《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发布网址 http://www.bailuzhiku.com/policy/detail/202101081058

32895001928532P.html 

内容提要 为促进互联网信息服务健康有序发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

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办法》从

总则、设立、运行、监督检查、法律责任、附则六方面对互

政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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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在附则中对互联

网信息服务和互联网网络接入服务的定义做出了明确规定，

从而《办法》主体的范围界定清晰，有利于为互联网信息服

务提供者开展行业自律，依法提供服务，提高网络安全意识，

促进行业整体健康发展。 

地方政策 

政策名称 《关于推动中关村首创产品市场应用的若干措施》 

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 

发布网址 http://zgcgw.beijing.gov.cn/zgc/zwgk/zcfg18/sfq/1091

7806/index.html 

内容提要 为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促进关键技术领域国际、

国内首创技术产品研发和产业化，推动中关村首创产品市场

应用，《措施》从中关村首创产品界定及重点支持领域、建

立健全中关村首创产品检测评定体系、加强中关村首创产品

相关标准制定推广、支持中关村首创产品首次进入市场、建

立中关村首创产品保险补偿机制、开展中关村首创产品应用

推广、推动中关村首创产品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加大对

中关村首创产品融资支持力度共八方面对中关村首创产品范

围、相关体系机制、推广方式等方面做出了规定。 

政策名称 《江苏省“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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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机构与

文件编号 

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苏政办发〔2020〕82 号 

发布网址 https://mp.weixin.qq.com/s/W0J9XPWiFCO77F3MJ-kzaw 

内容提要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着力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安全性和竞争力，加快推动制造

强省建设，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江苏省制定了《江苏省

“产业强链” 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 年）》，《计划》

提出了要将构建产业强链工作领导机制、组织区域卓越产业

链竞赛、实施产业链主导企业培育行动、实施产业链协同创

新提升行动、实施产业链基础能力升级行动、实施产业链开

放合作促进行动作为重点任务，同时在组织领导、政策支持、

宣传推广三大方面进行保障。 

 

 

 

 技术创新 

神州云动宣布构建 SaaS＋PaaS＋Appstore 的 CRM 产品形态。1 月 6 日，

神州云动宣布构建 SaaS＋PaaS＋Appstore 的 CRM 新产品形态。该产品旨在为

企业需求提供低成本定制，关注客户全生命周期的产品体验。（新闻来源：36

氪） 

行业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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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云发布全新 Serverless 产品。1 月 6 日，金山云举行了云原生媒体沟

通会，会上正式发布了全新云原生全景图、云原生产品矩阵和最新的

Serverless 产品，并分享了金山云在云原生方面的技术历程和产业实践。（新

闻来源：DOIT） 

软件公司 Block.one 宣布已开发开源软件 Mojey。1 月 7 日，EOS 创始人

BM（Daniel Larimer）发文《无限扩展和私人数字现金》阐述其数字现金设想。

BM 称，Block.one 已经构建了一个名为 Mojey 的开源软件。该应用程序允许用

户通过蓝牙和消息传递数字代币，而无需互联网连接。（新闻来源：bitcoin86） 

 企业动态 

科蓝软件携手华为鸿蒙开启全国产化数字银行之路。1 月 4 日，科蓝软件

将利用鸿蒙全场景终端开发特性，借助华为 1+8+n 终端生态优势，加快构建金

融全场景分布式服务体系。并将携手华为在 5G 金融场景、物联网金融服务等

领域持续技术研发投入。（新闻来源：凤凰网） 

腾讯安全与奇安信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 月 5 日，腾讯安全宣布与奇

安信正式达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据悉，双方将在信息安全市场合作，充分融

合各自优势资源、能力、技术，共同打造行业领先的安全解决方案，为产业互

联网发展筑牢安全底座。（新闻来源：中国软件网） 

AVEVA 剑维软件发布 Teamwork。1 月 11 日，全球工程和工业软件领导者

AVEVA 剑维软件发布了 AVEVA Teamwork，这是一项完全集成的基于云的全新应

用，旨在促进工业领域员工实现持续学习和提升。（新闻来源：软件资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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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flake 和 Saturn Cloud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1 月 14 日，纽约领先的

云数据仓库公司 Snowflake Computing (NYSE: SNOW)和闪电般快速的数据科学

领域的领导者 Saturn Cloud 宣布了战略联盟和产品集成为数据科学和机器学

习团队带来最快的工具。（新闻来源：TechWeb） 

 市场拓展 

边缘云 PaaS 平台公司秒如科技获高瓴投资。1 月 18 日，36 氪获悉，致力

于构建软件定义的边缘云 PaaS 平台公司秒如科技宣布完成数千万人民币天使

轮融资，由高瓴创投投资、链兴资本担任独家财务顾问。（新闻来源：36 氪） 

IBM 收购咨询公司 7Summits。1 月 12 日，IBM 宣布收购了美国云计算公司

Salesforce 旗下的咨询公司 7Summits。（新闻来源：新浪科技）， 

睿悦信息 Nibiru 获 C1 轮融资。1 月 8 日，睿悦信息 Nibiru 宣布完成亿级

人民币 C1 轮融资，投资方为华强资本。（新闻来源：动点科技） 

燧原科技获 C 轮融资。1 月 5 日，人工智能领域云端算力平台“燧原科技”

宣布完成 18 亿元人民币的 C 轮融资，由中信产业基金、中金资本旗下基金等

多家新老股东跟投。（新闻来源：36 氪） 

新纽科技港交所上市。1 月 6 日，医疗与金融领域 SaaS 企业新纽科技有限

公司（下称“新纽科技”）成功登陆港交所。此次公开发售新股市值超 35 亿

港元，获超额认购近 446 倍。（新闻来源：36 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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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生态 

中国软件名园试点工作推进会暨高质量创建研讨交流会在线上举办。1 月

15 日，在工信部信发司的指导下，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主办的以“奋

进新时代、激发新动能、建设新名园”为主题的中国软件名园试点工作推进会

暨高质量创建研讨交流会在线上举办。（新闻来源：信息化时代） 

成都、四川、重庆三方签订软件行业的合作协议。1 月 10 日，成都市软件

行业协会与四川省软件行业协会、重庆市软件行业协会日前签订《成渝地区软

件产业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推动成渝地区软件产业发展,发挥行业

引领作用,在人才、项目和产业交流等方面达成战略合作。（新闻来源：央广

网） 

第十届中国云计算标准和应用大会在京召开。2020年 12月 29日至 30日，

由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以下简称电子标准院）主办，中国开源云联盟

等承办的“第十届中国云计算标准和应用大会”在京盛大召开，本次大会以

“标准聚力 开源共赢”为主题。（新闻来源：搜狐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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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1月 4日，在南京市创新名城建设大会上，市工业和信息化局针对 2021

年南京市委一号文关于全域创新部署提出每年发布 1000 个应用场景

的要求，宣布围绕城市治理、产业发展、民生服务等 12 个领域板块

发布首批 135 个应用场景的项目实施计划，预计总投资 73.1 亿元。 

济南 

 1 月 15 日，济南市浪潮集团和神思电子凭借在人工智能细分领域技

术及场景化落地系列成果入选「AI 中国」机器之心 2020 年度榜单。 

成都 

 1 月 18 日，成都市经信局等三部门联合印发了《成都市加快工业互

联网发展支持政策》，从支持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等十方面出发，进

一步加快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进程，推动全市工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 

广州 

 1 月 19 日，广州市“强企增效”试点工作项目成果发布暨二期项目

启动大会在召开。该工作自 2019 年 8 月启动以来，从试点项目实施

前后数据对比来看，试点企业改进获得的直接经济效益累计超 5000

万元/年。 

 

名城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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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 

 1 月 8 日，以“擦亮广东省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名片”为主题的智慧龙

岗 2.0 系列发布活动之龙岗区政务软件开发云平台上线启动仪式在

深圳龙岗智慧中心举行。 

上海 

 1 月 12 日，2021 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促经济数字化转型大会在上海

举行，标志着上海正式启动首批工业互联网场景建设。 

北京 

 1 月 20 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就落实五中全会精神，加快推进北京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指出，工信部支持

北京打造全球最大的 5G 试验外场，组织基础电信企业以及国内外企

业开展技术研发试验。 

杭州 

 1 月 4 日，浙江省经信厅公布了 2020 年度“浙江制造精品”名单，

全省共 263 个产品入围，杭州有 61 个产品上榜，入选数量全省第一。 

苏州 

 1 月 4 日，“新年第一会”苏州市数字经济和数字化发展推进大会召

开，会上发布了《苏州市推进制造业智能化改造和数字化转型工作方

案（2021—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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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18 日，苏州市工信局公布 2020 年苏州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推动

数字产业化发展“头雁”企业。共评选出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

等领域 30 家“头雁”企业，22 家头雁“培育”企业。 

武汉 

 1 月 11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第二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名单，武汉市德骼拜尔外科植入物有限公司等 9 家入选，累计共

12 家企业成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福州 

 12 月 30 日，福州高新区与腾讯云计算（北京）有限责任公司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腾讯集团将在福州高新区落地数字应用产业总部项目及

小程序软件产业等项目。 

厦门 

 1月 7日，工信部近日公布了第五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产品)名单，

来自厦门火炬高新区的亿联网络、天马微电子、强力巨彩三家企业上

榜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青岛 

 1 月 15 日、16 日，“青岛智造”冲刺产业集群“国家队”。在这场

国内最高规格的产业集群竞赛中，全国共有 20 个产业集群入选，其

中包括青岛智能家电产业集群和轨道交通装备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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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 

 1 月 16 日，无锡市召开无锡物联网创新促进中心领导小组（扩大）

会议，听取物联网创新促进中心一年多来各项工作进展情况，明确了

下阶段目标任务和工作重点。 

 

 

 

QQ 尝试读取用户浏览记录 

◼ 事件回顾：近期，不少网友报告称，腾讯 QQ 以及 QQ 办公版 TIM 被发现

会扫描用户的 Chrome 浏览器历史，搜索购物记录选择性上传。在 V2EX

论坛上，有网友 mengyx 反映发现聊天软件 QQ 尝试读取用户浏览记录时，

被某安全软件拦截，继而被该网友发现问题。帖子指出，QQ 在登录 10 分

钟 之 后 开 始 扫 描 Appdata\Local 下 的 所 有 文 件 夹 ， 对 其 中 User 

Data\Default\History 进行进一步的扫描。“我们深表歉意，内部正梳理历

史问题并强化用户数据访问规范。”1 月 18 日上午，腾讯回应称，PC QQ

存在读取浏览器历史用以判断用户登录安全风险的情况，读取的数据用于

在 PC QQ 的本地客户端中判断是否恶意登录。所有相关数据不会上传至云

端，不会储存。目前，腾讯表示，已更换了检测恶意和异常请求的技术逻

辑去解决问题，并发布全新的 PC QQ 版本。（事件来源：IT 之家） 

热点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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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媒体评论（佚名）：如果腾讯所述属实，只是软件本身读取相关数据，

不上传云端也不储存，不构成侵犯个人隐私。侵权关键在于是否存在“上

传腾讯服务器”行为，而并不是在于本地抓取与否。 

◼ 赛迪评论（王越）：QQ 尝试读取用户浏览记录只是社交网络中用户隐私

安全问题的冰山一角，该问题再次暴露在公众面前，说明用户隐私问题一

直存在，从未真正被解决。该问题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使用权益，是霸王

条款的另一种展现形式。 

赛迪评论（钟新龙）：回顾历史，QQ 与 360 曾经就用户安全管理和相互

拦截的安全判定就闹过纠纷，似乎此次事件又是曾经的重演。个人 PC 的

安全防护软件究竟权限应该如何界定，管理执行权具体到哪一个层级是合

理合规一直以来都是安全产业自行发展形成的“跑马圈地”，用户权限安

全保护管理法律法规有待进一步细化。一方面，对于安全管理软件应具有

的基础功能应给予建设性指导和标准规范，另一方面，对于部分安全管理

软件打“插边球”，游走在“灰色地带”搜集个人用户隐私的行为必须严

厉打击。 

赛迪评论（吴昊）：对于近日网友曝出“QQ 扫描读取用户浏览器的历史

记录”一事，虽然目前来看并没有证据表示腾讯将用户数据上传至云端，

但是腾讯这一行为已经触及到用户隐私的边界线。如今的数字化时代，隐

私安全问题尤为重要，任何互联网公司都有责任和义务明确和披露各项隐

私条款，否则东窗事发必然损害双方利益，不利于网络的安全发展。 

赛迪评论（许潇）：互联网时代来临，拉近与世界的距离，并加速世界各

地信息流通的同时，人们也将面临数字化带来的的重要挑战之一就是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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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安全问题。例如聊天软件尝试读取用户浏览大数据和记录。每个人的

隐私信息都有可能会“半透明”的呈现，给个人、企业以及国家带来安全

隐患。 

Elasticsearch 和 Kibana 变更开源许可协议 

◼ 事件回顾：1 月 15 日，Elastic 公司 CEO Shay Banon 在公司官网发文，宣

布将改变 Elasticsearch 和 Kibana 的开源协议，由 Apache 2.0 变更为 SSPL

与 Elastic License。Elatic 发布声明称：在过去三年中，市场不断发展，社

区逐渐意识到开放源代码公司需要更好地保护其软件，以保持较高的投资

和创新水平。随着向 SaaS 交付模式的转变，一些云服务提供商通过将开

源产品作为服务提供而没有回馈，从而利用了开源产品。这转移了本应再

投资到产品中的资金，并伤害了用户和社区。 

◼ 专家媒体评论（佚名）：Elasticsearch 属于社区中的 1573 位贡献者，这些

贡献者保留其版权，并授予 Elastic 不受限制地分发其作品的许可。开源是

社区的工作，Elastic 更改协议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是为了建立对 

Elasticsearch 的垄断，这是反开源的举动。Elastic 的行为辜负了社区，辜

负了大家的信任。 

◼ 赛迪评论（钟新龙）：随着开源社区和开源生态日益庞大，诸多软件开发

闭源企业也开始打起了开源项目这一块“大蛋糕”的主意。众所周知，开

源精神的本质目的是共建共享，但是某些大型互联网企业的服务组件就有

高度抄袭开源项目的嫌疑，这种违背开源精神将优秀的集成劳动成果窃为

己有，是钻相关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空子来谋取私利，也是对全球开源生

https://www.elastic.co/cn/blog/licensing-ch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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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的巨大破坏。我国开源事业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注意对开源协议的知

识产权保护相关的边界进一步清晰和明确，同时也应鼓励开源第三方行业

协会和机构组织建立起良好氛围的开源生态，防止大企业窃取开源项目成

果，践踏开源精神。 

 

 

 

加快实施数字政府战略：现实困境与破解路径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为顺应时代发展趋势，

积极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要求，全国各地政府正在积极探索数字政府建设。

德勤通过调查 70 多个国家 1200 多名政府官员发现，全球绝大多数国家都处于数

字化转型的萌芽期或发展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我国数字政府发展空间巨大。

面对新一轮数字政府建设热潮，认真研判数字政府建设所面临的形势，提出数字

政府建设的关键点、着力点、突破点，对引导地方稳妥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具有重

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一、数字政府发展趋势 

（一）新技术将驱动数字政府网络基础设施由“人人互联”逐步走向“万物

智联” 

5G、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为数字政府

生态圈加速赋能，成为推动数字政府发展演进的新引擎。当前，通过计算机、手

专题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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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等终端可以实现政民互动，但道路、桥梁、路灯、排污、排水等城市市政基础

设施大多还属于“哑状态”，这些基础设施没有入网、不能自动汇报、不能透明

化管理，无法实现与外界的信息交换、资源共享、能力协同。数字政府时代，所

有的终端将实现全域数据采集，更广泛的新数据源将通过极速泛在的城市信息网

络直达云端，加速创新能力与政务流程的深度融合，催化人工智能在政府领域的

应用创新，通过开放高效的智能应用系统为万物赋能，基于 5G 的云边协同，点

亮边缘智能，激活政务数据价值，拓展服务边界，打通城市治理屏障，推动城市

实现智能运行和自我完善。 

（二）数字政府建设将推动政府运作由分散化、手工化逐步走向整体化、智

能化 

相对传统政府运行来讲，数字政府运作在空间分布、工作方式等方面发生深

刻变化。传统线下的实体政府都是碎片化的分散在不同的地理位置，行政工作人

员大多采用手工方式处理业务，企业、老百姓到政府办事时不得不跑多个地方，

有时甚至是跑断腿。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以信息技术在政府的深度应用为抓手，

推动政府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有效衔接、互为补充，在网络空间以整体政府

形式向公众统一提供服务，可以有效提升政府服务的效益、效能、效率。如，澳

大利亚的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为方便公众办事，已在线下设立实体服务机构。目

前，少部分地方正积极探索政府业务通过系统实时自动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及时

主动告知相关方，将行政人员从繁重的手工作业里解放出来。如，深圳市通过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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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部门数据，形成业务审批闭环，实现了网上全流程自动化审批。截至 2019 年 7

月，深圳市已 104 个高频事项实现“秒批”。 

（三）数字政府建设将推动政府治理将由部门封闭化、单一化逐步走向开放

化、协同化 

数字政府融合多种技术，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流程进行优化重

构，客观上提升了政府治理的技术水准。在传统的政府治理活动中，大多由一个

部门开展社会公共事务治理，这种方式信息透明度不高，容易滋生暗箱操作、权

钱交易等腐败现象。通过数据赋能，由数据驱动决策，而不再是数据辅助决策，

是数字政府相对传统政府的质的飞跃。数字政府的治理是依托大数据开展的精准

治理，离不开政府大数据的有效运用，需要对政府系统的数据共享、数据采集、

数据标准、数据安全等底层技术进行整合和集成。通过数字政府建设，提高政府

组织的数据运用能力，打通政府、社会、市场等不同主体之间的治理数据，优化

社会治理资源的网络化配置，发挥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功能优势，协调多种资源

协同创造社会治理新篇章。 

（四）数字政府建设将推动公共服务供给从以机构为中心逐步走向以市民为

中心 

数字政府时代，公共服务的供给主体、供给模式、供给渠道将产生深刻变革，

由过去公共服务由公共部门提供转向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居民共同提供，由

过去以部门为中心的供给模式转向以市民为中心，由过去线下分散办理转向线上

线下相融合的统一集中办理转变，全面提升公共服务效率。如，上海市通过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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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让企业和群众办事享受网购体验。目前，上海市“一网

通办”总门户已接入 1300 多个服务事项，90%以上的审批及服务事项“只跑一次、

一次办成”，政务服务减环节 14%、减证明 26%、减时间 12%、减跑动次数 60%，

实现了从“找部门”到“找政府”、从“政府端菜”到“群众点菜”、从“群众

跑”到“数据跑”、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贵州省通过政务数据共享

交换调度平台，简化优化政务服务流程，最大限度减少申报材料、缩短办事时间，

实现“最多跑一次”、“一次也不跑”。目前，贵州省级网上服务事项可办率达

92.6%，贵阳市行政审批时限压缩 60%以上，群众办事提供材料减少 35%，极大方

便了人民群众办事。 

二、数字政府建设所面临的阻碍因素 

（一）体制机制运行有待疏通是数字政府建设的组织瓶颈 

有力有序的统筹协调是做好数字政府建设工作的前提。“各打各的锣、各唱

各的戏”，是导致信息孤岛、重复建设问题的重要原因。目前，中央层面建立了

国家电子政务统筹协调机制，厘清了中央有关部门在电子政务建设、管理、运行

和标准化方面的职能职责，避免了部门之间职责交叉重叠。但是，由于国家电子

政务统筹协调工作职能多次调整，各地数字政府建设水平参差不齐，使得地方数

字政府建设统筹工作的情况比较复杂，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但从整体来看，地

方统筹协调不畅，网络、平台、应用等资源建设管理缺乏有效配合的现象是客观

存在的，有的地方矛盾还比较尖锐。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仍有部分地方数字政府

建设机制不健全，有的地方建立了机制也可能存在职责切分不清、多头交叉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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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并没有实现项目、资金的归口管理，部门间争功诿过“踢皮球”的现象

时有发生。机制不顺，部门间政策不衔接，导致政策碎片化，难以形成共筹共建

合力，阻碍了数字政府建设进程。如果继续放任自流，对于地方数字政府健康发

展是十分不利的。 

（二）法律固化藩篱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瓶颈 

当前，正处于数字政府建设攻坚期，制度更新明显滞后于技术创新，从而阻

碍了数字政府向纵深发展。一是规章程序合理性有待提升。如建设工程不仅要注

重设计的科学性，更要注重施工质量。在具体实践中，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

例等规定，房屋建设、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一律需要事前施工图审查，这导致审查

周期长、修改次数多，也使不少设计单位过度依赖施工图审查，弱化内部质量管

理。二是电子文档执行过程面临制度冲突。如，《国务院关于在线政务服务的若

干规定》（国令第 716 号），明确提出符合档案管理要求的电子档案与纸质档案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同时，会计档案管理办法关于“会计凭证、会计账簿必须纸

质存档”等规定。这种政策交叉的现象，给行政人员留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阻

碍了电子档案的普及。三是政府数据开放制度缺失。目前，政府数据开放的规章

制度不健全，很多部门对数据开放的标准和内容不清楚，导致不敢、不愿、不会

开放的想法普遍，这也是很多地方虽然建设了政府数据开放网站，但是开放数据

的质量普遍不高的原因所在。 

（三）数据联通应用有待提升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瓶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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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孤岛和信息壁垒是数字政府建设过程的必然产物，任何国家都难以避

免，我国也不例外。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打破信息壁垒，积极推进

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取得积极进展，

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条块分割导致地方与中央部门数据联通困

难。目前，地方各级政府建立了本级政务数据共享机制，最大限度地整合本级权

限内的地方平台、部门专网、独立信息系统，剩余无法纳入的基本都是国家各部

门的专属垂直管理系统。据某省反映，目前部门数据共享需求满足率仅为 42%，

65 个国家垂直管理系统、64 个省级垂直管理系统仍未实现与各级政务服务系统

数据共享交换。数据开放范围有待拓展，开放数据更新频率有待提高，开放数据

质量有待提升。如对教育、健康医疗等社会需求迫切的信息资源开放力度不大，

部分部门仍以静态数据表格为开放数据的主要方式，以 API 接口方式开放实时、

动态信息资源的比例较低。 

（四）政企责任边界模糊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合作瓶颈 

当前，大量企业深度参与到数字政府建设中，如广东省的数字广东公司、贵

州省的云上贵州公司、陕西省的陕数集团等。这种政企联合开展数字政府建设的

方式，促使政府和企业在公共领域的边界愈发模糊交错，衍生出一系列合作难题。

一是政企利益差异明显。政府自身的社会性质决定了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需

要优先考虑公益属性，但企业的逐利性决定其参与数字政府建设的优先价值追求

是盈利，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政企的合作基础。二是政企权责界定难。有的地

方政府对 BOT、PPP等政企合作模式的认知实施能力有限，在政企合作协议中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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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责权利界定不清，导致合作企业在未经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对政府数据

进行开发利用。虽然数据权属目前尚无定论，但政府数据是政府在履职过程中产

生的，相关部门对政府数据具有义不容辞的管理责任，但地方政府却对此束手无

策。一旦造成安全事故，权责不清将导致无法追究问责。如何合理切分政企合作

边界、形成政企发展合力成为业界困惑的一大难题。 

三、加快数字政府建设的路径选择 

（一）注重体制机制创新，是数字政府建设的组织基础 

只有建立有力的统筹协调机制，才可能实现数字政府建设的健康有序。推动

地方政府加强部门沟通衔接，确保政策法规的统一性，杜绝政出多门的现象发生。

对于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的地方，进一步发挥牵头单位统筹作用，引导地方数字政

府实现统一规划、统一预算、统一建设。对于尚未建立统筹协调机制的地方，协

调推动相关部门加快完善体制机制建设，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分工，实现地方数

字政府建设的统筹发展。 

（二）注重法规立改废释，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制度保障 

制度是实现数字政府规范发展的前提。按照《关于做好证明事项清理工作的

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发〔2018〕47 号）等文件的要求，对现行法规规章中制约

信息共享、政务服务网上办理等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问题进行梳理，及时清理、

修订不适应共享要求的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积极发挥试点的探路作用，在市

场准入、投资审批、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等营商环境重点领域先行先试，暂时调

整实施部分法律法规规章条款，为下一步法律法规规章“立改废”积累经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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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健全公共信息资源开放利用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标准体系，推动数据开发利用

早日走上法治化、规范化轨道。 

（三）注重盘活数据资源，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关键之举 

数据无障碍流动是实现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必要条件。这不仅仅意味着数据

在政府之间的流通，更意味着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的融合互通。一是加快推进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推动数据供需部门切实做好需求调查，加强协同配合，确

保共享数据精准对接，提高应用效果。二是大力推进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推动政

府数据有序向社会流通，释放数字红利，繁荣数字经济。三是支持开展数据权属、

数据安全保护技术等方面的理论研究，探索政府数据与社会数据的互通机制，进

一步打破数据割据，加速构建全社会数据开放共享体系。 

（四）注重引入社会力量，是数字政府建设的重要保障 

吸引企业、市民、社会组织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是大势所趋。支持各类社会主

体参与数字政府建设，探索政企合作的有效机制，将政府在数字政府建设过程中

的规划管理优势，与企业在先进理念、资金投入、技术创新等方面优势充分结合，

提高数字政府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同时，明确参与各方方权责利，有效规

避数字政府建设风险，引导数字政府建设规范有序发展。（文章来源：赛迪前瞻 

作者信息：赛迪智库 王伟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