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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数据治理 流程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提出了政务数据治理的流程框架，规定了政务数据治理中的需求导入、服务实施、考核评价
等过程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政务数据治理的实施与评价，其他行业的数据治理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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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34960.5—2018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第5部分：数据治理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4960.5—2018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政务数据 government data
各级政务部门及其技术支撑单位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依法采集、生成、存储、管理的各类数据资源。
[来源：GB/T 38664.1—2020，3.1]
数据治理 data governance
数据资源及其应用过程中相关管控活动、绩效和风险管理的集合。
[来源：GB/T 34960.5—2018，3.1]
数据融合 data fusion
集成多个数据源以产生比任何单独的数据源更有价值信息的过程。
[来源：GB/T 36625.1—2018，3.1]
数据原子化 data atomization
将数据拆分至最小原子的过程，每个原子只包含实体的某个或某类属性，以方便对数据进行灵活组
织。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E-R：实体-关系图(Entity Relationship Diagram)
SQL：结构化查询语言(Structured Query Language)
5 流程框架
政务数据治理流程包含需求导入、服务实施和考核评价三部分，具体框架见图1。各部分之间的关
系如下：
a) 需求导入是政务数据治理的源头输入，通过需求调研、需求分析和需求设计，确定数据来源和
业务需求，为政务数据治理的服务实施提供数据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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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服务实施是政务数据治理的实施阶段，通过数据标准化、数据原子化和数据融合等，对归集的
政务数据进行加工处理，形成数据资产并加以管理；
考核评价对需求导入和服务实施两大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进行检查与考核，通过制度化的考核
评价体系，保障政务数据治理的效果。

图1 政务数据治理流程框架图
6 需求导入
需求调研
6.1.1 概述
需求调研包括需求调研步骤、需求调研内容两部分。
6.1.2 需求调研步骤
需求调研一般遵循下列步骤：
a) 立项阶段：梳理调研目标，组建调研团队；
b) 准备阶段：获取业务部门的“三定”方案、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政策文件，并进行预分析，
协调调研发文，制定并确定调研实施方案；
c) 实施阶段：按照调研实施方案，通过问卷、电话、面谈等形式开展调研，循环实施调研并执行
检查单，定期通报进度及成果；
d) 整理阶段：整理输出调研成果，包括数据资源报告、数据需求汇总及安全需求汇总，并组织经
验总结和知识归档。
注： “三定”是指“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

6.1.3 需求调研内容
6.1.3.1 业务调研
业务调研应系统梳理业务部门的业务现状，包括但不限于：
a) 部门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的组织架构、职责分工、业务开展和各业务处室关联情况等，整理出
“三定”方案、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和相关规章文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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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c)

系统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的信息系统及应用情况，包括用户、建设厂商、建设年份、运维厂商、
项目文档、使用频率等；
业务流程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的业务流程，包括各项流程的业务分工、业务环节和产生的业务
信息等。

6.1.3.2 数据调研
数据调研应系统梳理业务部门的数据现状，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的现有数据情况，包括数据项名称、数据格式、数据类型、值域等；
b) 数据标准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现有数据对各类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的采
用和需求情况；
c) 数据管理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的数据规范化、数据清洗比对、数据校验等数据管理情况；
d) 数据应用情况：梳理业务部门的数据统计分析、数据服务调用、数据可视化等数据应用情况。
6.1.3.3 数据资源编目
应根据业务调研和数据调研的结果进行数据资源编目，数据资源编目一般遵循下列步骤：
a) 编目准备：准备业务部门清单、业务部门系统清单、库表资源清单等；
b) 数据资源编目：通过结构化查询语言（SQL）脚本、手工、库表资源等方式进行数据资源编目；
c) 数据资源目录管理：通过数据资源目录管理工具对目录实现监控、变更、上报、导出等管理。
需求分析
6.2.1 概述
需求分析包括数据来源分析、应用场景分析、目标模型分析和数据标准分析四部分。
6.2.2 数据来源分析
应分析业务部门的数据来源情况，梳理数据来源对应的业务部门和业务系统。
6.2.3 应用场景分析
应分析业务部门的应用场景，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梳理对应的事项。政务数据的应用场景和梳理事
项包括：
a) 分析型应用场景：梳理分析主题、分析维度、指标、字段需求等；
b) 操作型应用场景：梳理应用系统、权责事项、填报字段、证明字段、审批字段等；
c) 信用型应用场景：梳理核对业务部门、核对事项、核对字段等。
6.2.4 目标模型分析
根据业务部门的应用场景，应进行业务抽象和数据抽象，建立业务模型和数据模型。
6.2.5 数据标准分析
应分析业务部门的核心数据对数据标准的采用和需求等情况。
需求设计
6.3.1 概述
需求设计包括数据质量设计、数据接入设计、概念模型设计和数据接口设计四部分。
6.3.2 数据质量设计
应根据业务部门的数据质量情况，设计质量等级。
6.3.3 数据接入设计
应根据应用场景梳理数据接入场景，确定结构化数据、半结构化数据、非结构化数据等各类型数据
的接入方式和接入流程。
6.3.4 概念模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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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在需求分析结果的基础上，对数据进行抽象处理，并采用实体-联系图（E-R）等方法进行概念模
型设计。
6.3.5 数据接口设计
应对输入接口类型、数据库类型、功能描述、加工字段、输入参数、输出参数、数据样例、测试用
例等进行数据接口设计。
需求变更
6.4.1 概述
需求变更包括变更申请和变更审核两部分。
6.4.2 变更申请
应制定需求变更的申请流程，申请流程至少应包含提交申请单、内部审核和外部审核。
6.4.3 变更管理
应制定需求变更的管理办法，管理办法至少应明确变更申请、变更审核和变更执行过程中的输入、
输出和执行部门。
7 服务实施
数据处理
7.1.1 概述
数据处理包括数据归集、数据标准化、数据原子化和数据融合四部分。
7.1.2 数据归集
数据归集可分为数据采集和数据存储两部分。数据归集应包括下列操作：
a) 建立数据归集模型；
b) 执行数据归集统计分析；
c) 输出数据归集报告；
d) 执行数据质量稽核；
e) 执行数据安全审计。
7.1.3 数据标准化
应对已归集的政务数据进行标准符合性测试，输出标准符合性测试报告，依据报告并参考相关数据
标准对数据进行标准转换。需进行标准转换的数据问题主要有：
a) 字段属性不一致；
b) 值域字典不一致；
c) 业务含义不一致；
d) 字段规则不一致。
7.1.4 数据原子化
应对经过标准转换的数据进行原子化处理，实现多源异构数据向同一个模型进行转换，数据原子化
应遵循以下步骤：
a) 建立领域目标模型；
b) 配置源模型与领域目标模型的字段映射转换关系；
c) 源模型与领域目标模型转换。
7.1.5 数据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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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过标准转换和原子化处理的数据进行整合，包括多源实体对象的整合、多源行为对象的整合、
多源属性状态的整合等。可针对具体字段配置不同的数据融合策略，如“一数一源”策略，大多数原则
策略、新鲜度原则策略等。
注1：“一数一源”策略，同一数据来自多个部门时，以权威部门来源为准，如“姓名”以公安部门为准，“婚姻状
态”以民政部门为准。
注2：大多数原则策略，同一数据存在多条不同记录时，以大多数记录为准，如某人的“身高”数据，三条记录为 1.7
米，一条记录为 1 米，取 1.7 米为其身高信息。
注3：新鲜度原则策略，同一数据存在不同的时间属性时，以时间最近的数据为准，如某人的“学历”信息，两年前
为“硕士”，两年后为“博士”，取“博士”为其学历信息。

数据资产管理
7.2.1 概述
数据资产管理包括数据标准管理、元数据管理和数据质量管理三部分。
7.2.2 数据标准管理
数据标准管理服务至少应包括标准文档管理、标准查阅服务、标准地图服务等：
a) 标准文档管理：提供数据标准文档、标准数据元、标准代码、标准术语等管理；
b) 标准查询服务：支持以数据元名称为查询条件，展示与此数据元相关的标准文档、规则、表、
数据元版本、变更等信息；
c) 标准地图服务：应能通过数据标准地图了解当前数据标准的覆盖情况，如哪些表/字段是否使
用了标准，使用哪些标准，哪些数据未被标准覆盖等。
7.2.3 元数据管理
元数据管理服务应包括元数据采集、元数据分析、元数据统计等服务：
a) 元数据采集：通过自动采集、手动采集等方式满足元数据采集需求；
b) 元数据分析：满足元数据映射管理、元数据地图展示、元数据血缘分析、元数据影响分析等服
务需求；
c) 元数据统计：满足元数据查询和不同维度的元数据统计需求。
7.2.4 数据质量管理
数据质量管理服务应实现对不符合规则的数据进行探查、发现、修复、报告的闭环管理，至少应包
括数据质量探查、质量规则管理、质量问题管理、质量报告管理等：
a) 数据质量探查：通过列分析、比对分析等手段，对数据基础质量进行探查，发现数据的一致性、
完整性、重复性等质量问题；
b) 质量规则管理:提供数据一致性、规范性、正确性、关联性、及时性、完整性、重复性等数据
质量度量指标的管理；
c) 质量问题管理:对问题数据进行分析、修正、跟踪、统计等，提供对数据质量的全生命周期管
理，支撑数据管理部门与数据责任部门协同对数据质量问题进行修复；
d) 质量报告管理:提供不同场景下的数据质量报告生成和发布，以帮助用户理解数据质量详细情
况。
项目管理
7.3.1 概述
项目管理包括报告管理和外包管理两部分。
7.3.2 报告管理
应制定项目定期报告管理制度，并根据项目交付的里程碑节点和时间计划开展汇报，项目汇报的信
息应至少包括汇报时间、参与方、汇报主题、汇报材料、会议纪要以及汇报后的任务事项等。项目管理
单位应将报告成册留档。
7.3.3 外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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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涉及第三方外包团队参与服务实施工作，如大规模调研、人工维护数据标签、人工录入文件信息
资源等，应制定外包管理制度，外包管理制度应至少明确外包方的参与人员、参与时间、责任事项、外
包方培训方案、外包方成果检查方案等。
8 考核评价
需求导入考核
应结合政务数据治理项目情况与业务要求，从需求调研、需求分析、需求设计和需求变更四个方面，
制定需求导入规范化评价方案，对数据治理项目的需求整理工作进行考核。需求导入考核评价的要点如
下：
a) 业务调研情况检查，业务调研表应按照附录 A 的要求填写；
b) 数据调研情况检查，数据调研表应按照附录 B 的要求填写；
c) 数据资源编目情况检查，数据资源编目可参照《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指南（试行）》的要求
执行。
服务实施考核
应结合数据治理项目情况与业务要求，从数据归集、数据处理、数据资产管理、项目管理四个方面，
制定服务实施规范化评价方案，对数据治理项目的服务实施工作进行考核。服务实施考核评价的要点如
下：
a) 数据归集统计检查；
b) 数据模型设计检查；
c) 标准符合性测试检查；
d) 数据质量稽核检查；
e) 数据血缘分析检查；
f) 数据安全审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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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
业务调研表
表A.1给出了业务调研相关信息。
表A.1 业务调研表
单位（必填）
联系人（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权力事项：

业务情况（必填）
责任事项：
系统用户：
系统承建方：

建设年份：

运维厂商：

联系方式：

系统情况（有系统必填）

项目文档：□有

□无

填报事项：
证明事项：
业务流程情况（必填）

核对事项：
审批事项
其他事项：

备注：
填报说明：
1、每个单位填报一张表。

填报人：

年

月

日

9

SQL/SCIE XXXX—XXXX
B

B

附 录 B
（规范性）
数据调研表
表B.1给出了业务调研相关信息。
表B.1 数据调研表
单位（必填）
联系人（必填）

联系电话（必填）

业务系统（必填）

□有（系统名称

）

系统归属（有系统必填）

□区级

□市级

□在用

□废弃

□省级

□无

□国家级

系统使用情况（有系统必
□其它：

填）
系统承建方（有系统必填）
系统承建方联系人和联系方
式（有系统必填）
数据项名称（表名、必填）
及描述
□Ms SQL Server

□DB2

□Oracle

□Mysql

□excel 文档

□纸质文档

数据存储方式（必填）
□其他
当前数据量（条、存储容
量、必填）
当前数据是否共享（必填）

□已共享

□未共享

□导出 Excel 文件

□前置机数据库对接

当前数据提供方式（必填）
□其他（如接口等）
□Ms SQL Server

□DB2

□Oracle

□Mysql

当前前置机数据库
□其他

（如其它数据库、接口地址、文件服务器地址等）

□实时

□每天

□每周

□每月

□每季度

□每年

当前数据更新频率
□其它

当前共享使用单位
未来数据共享类型（必填）

□无条件共享 □有条件共享 □不予共享（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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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续）
□Ms SQL Server 前置机

□DB2 前置机

□Oracle 前置机

未来数据共享方式（必填）
□Mysql 前置机 □其他
数据字典

□有（表名

（必填）

□其它

（如其它数据库、接口地址、文件服务器地址等）
）

□无

标准采用：
数据标准（必填）
标准需求：
数据管理（必填）
数据应用（必填）
需要其他单位提供哪些数据

提供数据的单位

数据项内容（字

该数据在您单位工作中的应用场

段）

景

数据项名称

备注：
填报说明：
1、每项数据填报一张表。
2、数据为纸质文档应提交相应文档或照片。

填报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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