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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是我国首个专注于评估政府数据开放水平的专业
指数，由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制作出品。开放数据，蔚然成林，
“开放数林”意喻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生态体系，一棵棵地方开放“数
木”由最初的丛然并生、成荫如盖，直至枝繁叶茂、花开结果，终将成长
为一片繁盛多样、枝杈相连、持续循环的中国“开放数林”。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自 2017 年 5 月首次发布以来，每半年发布一次，
定期对我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水平进行综合评价，精心测量各地“开放数木”
的繁茂程度和果实价值，助推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生态体系的建设与发展。
2018 年以来，“中国开放数林指数”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信息化发展
局监测我国公共信息资源开放情况提供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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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起，指数制作方将原来的“省级”指数调整为“省域”指数，
从而将省作为一个“区域”，而不仅仅是一个“层级”来进行评测，并发布《中
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指标体系与省域标杆》（以下简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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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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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评估对象：从“省级”到“省域”

随着中国开放数林的不断生长，今年的评估方法和指标体系又作出了
新的调整。2021 年起，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将原来的评估对象“省级”调整
为“省域”，主要出于以下考量：

原来的评估对象“省级”更多将省作为一个“层级”来进行评测，“省
级”主要是指“省本级”，包括省直属部门和机构。然而，省和自治区不
仅仅是一个层级，更是一个“区域”，省和自治区政府在数据开放工作上
的职责不仅限于省本级，还包括对省内下辖地市的赋能、规范和协调作用，
例如制定省级法规和标准，统筹推进省内下辖地市开放优质数据集，促进
省市平台间的互联互通，组织全省性的数据利用促进活动等。因此，从本
期《报告》开始，开放数林指数将把“省域”（含省和自治区）作为一个
整体来进行评估，并注重省市两级在数据开放上的协同性和互通性。

根据公开报道，以及使用“数据＋开放”“数据＋公开”“公共＋数
据”“政务＋数据”“政府＋数据”“地名＋数据”“地名＋政府数据”“地
名＋开放数据”等关键词进行搜索，发现了截至 2021 年 4 月我国已上线的
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并从中筛选出符合以下条件的平台：

1、原则上平台域名中需出现 gov.cn，作为确定其为政府官方数据开
放平台的依据。

2、平台由行政级别为地级以上的地方政府建设和运营（不包括港澳台）。

一、 评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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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评估范围（按拼音首字母排序）

3、开放形式为开设专门、统一的地方数据开放平台，或是在政府官网
上开设专门栏目进行集中开放，由条线部门建设的开放数据平台不在评估
范围内。

本次评估中，共发现符合以上条件的省域 18 个，具体省域、省本级平
台名称和平台链接如表 1 所示。2021 年上半年《报告》从全国选择了省级
及下辖地市基本都已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的省域作为标杆对象进行评估，
以供其他省域对标借鉴。截至 2021 年 4 月，我国共有广东省、广西壮族自
治区、山东省、四川省与浙江省五个省域符合以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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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评估指标体系

1.2.1 评估指标体系构成

开放数林指数邀请国内外政界、学术界、产业界七十余位专家共同参
与，组成“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评估专家委员会，以体现跨界、多学科、
第三方的专业视角。专家委员会基于数据开放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借鉴国
际数据开放评估指标体系的经验，立足我国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要求与地
方实践，构建起一个系统、科学、可操作的地方政府数据开放评估指标体系，
并为每项指标分配了权重（见图 1）。

■  图 1 开放数林指数评估指标体系的构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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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体系共包括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利用层四个维度及下属
多级指标（见图 2）：

准备度是“数根”，是数据开放的基础，包括法规政策效力与内容、标
准规范、组织与领导等三个一级指标。

平台层是“数干”，是数据开放的枢纽，包括平台关系、发现预览、数
据获取、成果提交展示、互动反馈、用户体验等六个一级指标。

数据层是“数叶”，是数据开放的核心，包括数据数量、数据质量、数
据规范、开放范围等四个一级指标。

利用层是“数果”，是数据开放的成效，包括利用促进、利用多样性、
有效成果数量、成果质量等四个一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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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2021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评估指标体系（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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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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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层

准备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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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评估指标主要调整内容

■ 整体：省域评估指标体系将准备度权重设为 20%，并更强调省级政
府对下辖地市数据开放工作的赋能、规范和协调作用。指标体系将数据层
权重设为 38%，利用层权重设为 22%，以强调政府数据不仅应向社会开放，
还需要在开放之后被社会充分利用。最后，将平台层的权重设为 20%，以
体现平台作为数据供需对接枢纽的作用。

■准备度：提高了“标准规范”的权重，以鼓励由省级政府制定全省
统一的数据标准和平台标准；新增了对标准规范等级的评估，细化了对标
准规范内容的评估；新增了相应指标以强调建立跨部门统筹管理机制、明
确数据开放主管部门的职责、以及制定详细的当年度数据开放工作计划与
任务部署的重要性。

■平台层：新增“平台关系”指标，对“省域整体性”和“区域协同
性”进行评估，以鼓励省域内的平台既能实现互联互通，又能保持地市特色，
并促成平台间的跨区域协同；取消或降低了部分功能设置类指标，以更加
突出平台帮助用户有效获取和利用数据的核心作用；在“互动反馈”下新
增“权益申诉”指标，以体现对公众和第三方权益保护的重视；在“用户
体验”下新增“账号互通性”指标，以鼓励实现省域内用户账号体系的互通。

■数据层：在统计省域有效数据集总数、数据容量和优质数据集数量时，
将省内下辖地市所开放的数据集也折算记入省域总分，以反映省级政府对
下辖地市数据开放工作的赋能效果。在数据数量下新增“单个数据集平均
容量”指标，以引导各省既要提升数据总容量，也要提升单个数据集容量；
在数据质量下新增“高整合度数据集”指标，以鼓励省级政府整合省域内
各地市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数据集，以减少数据碎片化；同时，还在数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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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层：新增了相应指标以强调省域内多个近似比赛之间的协同，
以及在举办大赛之外组织常态化、多样化、专门性的利用促进活动的重要性；
在有效成果的评价中，将省内下辖地市产出的有效利用成果也计入省域有
效成果数量；除评价有效成果数量外，新增“成果有效率”和“优质成果”
指标，以评估利用开放数据开发的成果是否真正有效和有用；新增“创新
方案质量”指标，以评测各地开放数据比赛产出成果的质量。

1.3 数据采集与分析方法

准备度评估主要对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年度计划与工作方案、标准
规范、新闻报道等资料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文本分析。搜索方法主要
包括以下两种：一是在搜索引擎以关键词检索相关法规与政策文本、标准
规范、年度工作计划、地方党政领导讲话的新闻报道以及数据开放主管部
门的信息；二是在地方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通过人工观
察和关键词检索采集数据。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平台层评估主要采用人工观察法对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各项功能
进行观测并做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同时，
还对平台的回复时效和回复质量进行了评估，回复情况采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

数据层评估主要通过机器自动抓取和处理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开
放的数据，结合人工观察采集相关信息，然后对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

量下新增“优质数据集持续供给”指标，以强调优质数据集的持续供给，
防止供给中断；在数据规范下新增“数据项一致性”指标，以强调内容相
同的数据集在数据项上的一致性。



012

利用层评估主要对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上展示的利用成果进行了人
工观察和测试，对 2019 年以来各地开展的开放数据创新利用比赛信息进行
了网络检索，并对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采集截止时
间为 2021 年 5 月。

此外，为确保采集信息准确，避免遗漏，部分指标采取报告制作方自
主采集和向各地征集相结合的方式。各地征集结果经过报告制作方验证后
纳入数据范围。

1.4 指数计算方法

指数制作方基于各地在各项评估指标上的实际表现从低到高按照 0-5
分共 6 档分值进行评分，其中 5 分为最高分，相应数据缺失或完全不符合
标准则分值为 0。对于连续型统计数值类数据则使用极差归一法将各地统计
数据结果换算为 0-5 分之间的数值作为该项得分。

各地平台在准备度、平台层、数据层、利用层四个维度上的指数总分
等于每个单项指标的分值乘以相应权重所得到的加权总和。最终，各地开
放数林指数等于准备度指数、平台层指数、数据层指数、利用层指数乘以
相应权重的加权平均分。省域开放数林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省域开放数林指数

交叉分析、文本分析和空间分析。数据采集截止时间为 2021 年 5 月，对“动
态更新”这一指标的评测时段为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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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林概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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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林概貌

截至 2021 年 4 月底，我国已有 174 个省级和城市的地方政府上线了
数据开放平台，其中省级平台18个（含省和自治区，不包括直辖市和港澳台），
城市平台 156 个（含直辖市、副省级与地级行政区）。与 2020 年下半年相比，
新增 32 个地方平台，其中包含 1 个省级平台和 31 个城市平台。

如图 3 所示，全国地级及以上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数量增长显著，从
2017 年的 20 个到 2021 上半年的 174 个，" 开放数据，蔚然成林 " 的愿景
已初步实现。

■  图 3 历年地级及以上平台数量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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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 64.29% 的省级（不含直辖市）政府已上线了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如图 4 所示，自 2015 年浙江省上线了我国第一个省级（不含直辖市）
平台以来，省级平台数量逐年增长，目前已达到 18 个。

■  图 4 历年省级（不含直辖市）平台上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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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4 月，全国各地上线的省级（不含直辖市）政府数据开
放平台的地区分布如图 5 所示，颜色越深，代表平台上线时间越早，整体
上呈现出从东南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不断延伸扩散的趋势。

■  图 5 省级（不含直辖市）平台上线时间的地理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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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1 年 4 月，全国省域数据开放平台的整体上线情况如图 6 所示，
省域数据开放平台包括省（自治区）本级和省内下辖地市的平台，图中颜
色越深，代表该省域数据开放平台的整体上线程度越高。目前，只有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山东省、四川省与浙江省的省（自治区）本级和下辖绝
大部分地市都已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图中显示为全境深绿色或基本深绿
色的省域）。同时，安徽省内已有相当部分的下辖地市上线了数据开放平台，
但省本级平台尚未上线；而福建省、河北省、河南省、湖南省和陕西省虽
已上线了省本级平台，但省内绝大多数地市却尚未上线平台。从整体上看，
东南沿海省域的政府数据平台已经基本相连成片。然而，目前全国仍有吉林、
辽宁和云南 3 个省的省本级和下辖地市均未上线数据开放平台（图中显示
为全境灰色的省域）。

■  图 6 省域平台整体上线情况地理空间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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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是省域数据容量前十的地方，反映了省域有效数据集总数和数据
容量之间的关系。山东省的省域数据容量和省域有效数据集总数最高，浙
江省和广东省的省域数据容量仅次于山东省，其次是贵州省、四川省等地。
数据容量更能反映一个省域的数据开放总量，从图中可见，虽然有些省域
的数据集总数并不大，但数据容量却远高于其他省域；而有些省域的数据
集总数虽然较大，但数据容量相对于其他省域却并不占优势。

■  图 7 省域数据容量和有效数据集总数（前十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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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林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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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林标杆

■  表 2 中国开放数林标杆省域（前五名）

2021 上半年全国开放数林标杆省域的指数分值、排名和等级如表 2 所
示。在这五个标杆省域中，浙江省的综合表现最优，进入第一等级“五棵树”；
山东省表现优异，进入第二等级“四棵树”，其次是四川省、广东省和广
西壮族自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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