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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简介
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

（Lab for Digital & Mobile 

Governance，简称复旦 DMG 实

验室） 成立于 2010 年 6 月。实

验室致力于对政府在数字时代所

面临的新机遇和新问题开展学术

研究、创新实验与决策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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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研究领域
数字治理与政府数字化转型

政务服务创新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与治理

共享经济协同治理

为 数 字 治 理 备 材 、 尝 鲜 、 测 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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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第一篇 SSCI 论文

组织第一期“围观基层”活动

举办世界银行“开放数据助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创新”研讨会

举办第一锅“腌 do 鲜”众创沙龙

承办第十七届国际数字政府年会 dg.o 2016

发布第一期“开放数林”报告

《电子治理》课程入选上海高校市级精品课程

《开放的数林 ： 政府数据开放的中国故事》出版

国际数字政府学会中国分部成立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机构与数字政府司与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合作计划》

举办国内首个数字治理主题暑期班“鲜笋营”

《善数者成 ： 大数据改变中国》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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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大事记



联合国全球电子政务评估专家委员会委员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编辑委员会委员

《公共行政评论》期刊编委

《电子政务》期刊编委

《数字治理评论》联合主编

国家信息中心数字中国研究院副理事长单位 

中国信息协会数字治理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国家生态大数据研究院专家委委员

交通部“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联席会议”成员单位

上海市网络安全与信息化专家咨询组专家

上海市公共数据开放专家委委员

浙江省政府数字化转型专家组成员

上海市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开放数据领域联合共建单位

广东省“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

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大数据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专家委委员

杭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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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委会、专家委中的DMG

DMG LAB
FUD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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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的数林 ： 政府数据开放的中国故事》 主要讨论了有关政府数据开放的问题 ： 为什么政府应该开放数据？

会带来哪些好处？又有哪些风险？哪些数据应该开放？哪些又不应该开放？怎样才是开放数据的正确姿势？政

府数据开放这件事和哪些人和组织有关？还存在哪些问题？开放政府数据为什么这么难？未来路在何方？

《善数者成 ： 大数据改变中国》介绍了大数据时代从哪里起步、 有哪些特点， 而后介绍大数据在九个经济生活

中的重要领域里给中国带来的改变， 从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 到制造业、 商业与金融业， 再到与老百姓日

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交通、 教育、 医疗等领域。最后， 讨论大数据的未来， 什么将继续改变， 在改变的过程中还

面临哪些挑战，以及什么不应该被改变。

著作论文里的D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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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行政管理》，2015 年第 11 期

《公共行政评论》，2017 年第 1 期

《图书情报工作》，2016 年第 18 期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7 年 6 月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2013 年 11 月

《电子政务》，2018 年第 10 期



课题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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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

数字政府

政府数字化转型

公共数据开放

政府数据共享

政府数据治理

共享经济协同治理

顶层设计

规划方案

体制机制

政策法规

评估考核

政务服务

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 

政府数据开放发展规划

公共数据开放管理办法
开放数据利用促进方案

公共数据与电子政务十四五规划

数据共享评估指标体系政务服务发展规划

公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

公共数据开放成效评估

数据开放平台诊断与优化

交通运输行业数据治理体系

电子政务发展成效评估
共享经济协同治理

政府数据开放管理实施细则

开放数据大赛策划与评估

一网通办门户界面优化

公共数据开放标准规范公共数据开放水平评估检测

政务服务流程再造

政府首席数据官

政务新媒体应用与管理

城市数字治理规划



《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 和 “中国开放数林指数” 是我国首个专注于评估政府数

据开放水平的专业报告和指数， 由复旦大学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制作出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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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数林指数邀请国内外政界、 学术界、 产业界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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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现了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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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 借鉴国际数据开放评估报告指标体系的经验， 立足我国政

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要求与实践现状， 构建起一个系统、 科学、 可操作的中国地方政府数

据开放评估指标体系，并为每项指标分配了权重。

“开放数林”意喻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生态体系。开放数据，蔚然成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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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数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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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自 2019 年下半年开放数林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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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会议与论坛

协办联合国大学第四届电子治理研究与实践年会

主办复旦大学“数字时代的政府治理”国际研讨会

主办“电子治理的未来”国际研讨会

与世界银行联合主办“开放数据助力经济发展与社会创新”专题研讨会

主办第十七届国际数字政府研究会议（dg.o 2016）

主办第六届全国公共管理实验教学研讨会

主办贵阳数博会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平台报告发布暨交流论坛

主办贵阳数博会政府数据开放与创新发展论坛

主办贵阳数博会共享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协同治理论坛

主办“公共部门与人工智能”研讨会

参加全国 12345 政府服务热线高质量发展研讨会

阿根廷国际开放数据大会

参加“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并发言

主办贵阳数博会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与生态体系建设论坛

参加 2019 联合国公共服务论坛 , 并发言

参加夏季达沃斯论坛 - “释放物联网开放数据在城市未来发展中的价值”, 并发言

与世界经济论坛联合主办“释放物联网开放数据在城市未来发展中的价值”研讨会

主办 2019 数字治理暑期班暨鲜笋营

协办 2019 上海静安国际大数据论坛

与联合国数字政府司联合主办“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与政府数据

开放”乌镇咖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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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MG 实验室还多次主办、协办、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与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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腌do鲜高汤讲坛
好汤要慢熬， 好料要细嚼， “腌 do 鲜”不仅有高汤讲坛， 还有众创沙龙。顶级行业大咖与吃瓜

观众零距离交流、深度探讨，大家一起慢炖，高汤有味有料。

第 1 锅 ：
2016.9.18 网约车与政府监管的思考
高汤食材 原上海市交通委主任、 现上海市政协人口
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主任 孙建平

第 2 锅 ：
2016.10.20 上海发展大数据的思考
高汤食材 致公党中央党员、 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
原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 邵志清

第 3 锅 ：
2016.12.12 互联网时代的政民互动与众包众筹
高汤食材 中共银川市委信息化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
任 徐刚
山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山西公安交警网运行中
心主任 杨婷
 
第 4 锅 ：
2017.4.13 我与柳梦梅的今世缘
高汤食材 著名昆区表演艺术家
国家一级演员 岳美缇

第 5 锅 ：
2017.4.18 你可能没读出来的金庸故事
高汤食材 “六神磊磊读金庸” 公众号创始人 六神
磊磊
金庸二公子，美食家 查传倜

第 6 锅 ：
2017.9.8 作为数据生成者、 管护者和使用者的城
市 ： 构建一个战略计划
高汤食材 前任国际数字政府年会主席、 纽约州立大
学政府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Theresa Pardo

第 7 锅 ：
2017.9.11 全球统计体系的新挑战新机遇
高汤食材 联合国统计司司长 斯蒂芬 · 施万斯特
（Stefan Ernst Schweinfest）

第 8 锅 ：
2017.10.31 大数据相关技术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高汤食材 中山大学助理教授 郑跃平

第 9 锅 ：
2017.11.7 伟大的历史时代 中国的国际担当
高汤食材 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吴红波

第 10 锅 ：
2017.11.9 可持续发展治理与电子政府
高汤食材 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公共行政与发展
管 理 司 司 长 玛 丽 安 · 巴 泰 勒 米 （Marion Claire 
Guiollot Barthelemy）

第 11 锅 ：
2017.12.02 丝桐妙合—古人的大智慧
高汤食材 中国丝弦古琴大师 汪铎

第 12 锅 ：
2017.12.18 分享经济发展现状与趋势
高汤食材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信息师、 分享经济研究
中心主任张新红

第 13 锅 ：
2017.12.20 佛光寺的发现与中国营造学社的历史共享
高汤食材 中国文物学会青铜专业委员会副会长 梁鉴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童明

第 14 锅 ：
2017.12.21 社会治理中政府智慧探讨
高汤食材 广东肇庆公安局副调研员、 “平安肇庆”微
博创始人之一陈永博

第 15 锅 ：
2018.4.3 现场解密 ： 我们是如何利用大数据支撑政
府决策的？
高汤食材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大数据分析处处
长 杨道玲

第 16 锅 ：
2018.4.12 互联网冲击下， 影视行业所面临的挑战与
机遇
高汤食材 香蕉影业执行总裁 韦翔东

第 17 锅 ：
2018.6.7 旧瓶装新酒？共享经济商业模式概述
高汤食材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数字化系副教授 肖潇

第 18 锅 ：
2018.6.13 你不能用菠萝做披萨 ： 公共部门中关于人
工智能的多元观点
高汤食材  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数字化系副教授 Rony 
Medaglia

第 19 锅 :
2018.12.3 大数据时代的“一带一路”信息服务
高汤食材  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一带一路官
网运行处处长，博士 王璟璇

第 20 锅 ：
2018.12.13 人工智能与基于算法的治理 : 公共行
政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高汤食材 马德里自治大学、 复旦大学访问学者
J·IGNACIO CRIADO

第 21 锅 ：
2018.12.21 从德治、法治到数治 ： 数文明时代的
畅想
高汤食材 数文明（广东）科技有限公司 CEO，《大
数据》、 《数据之巅》《数文明》作者。阿里巴巴
集团前副总裁 涂子沛

第 22 锅 ：
2019.3.28 关于 5G 的冷思考
高汤食材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 美
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教授、博导 阚凯力

第 23 锅 ：
2019.9.18 GIQ 论文发表要求与标准
高汤食材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技术、 政策与管理学院教
授， 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政府信息季刊》联
合主编 Marijn Janssen

第 24 锅 ：
2019.10.17 全国首部公共数据开放地方规章 “背
后的故事”
高汤食材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信息化推进处
（大数据发展处）处长裘薇 、 上海市司法局立法二
处处长，法学博士 常江、上海市大数据中心副主任 
王晓妹



LAB FOR DIGITAL & MOBILE GOVERNANCE

腌do鲜高汤讲坛



腌笃鲜， 江南的一道家常菜。将咸肉、 鲜肉和春笋， 先用烈火猛攻， 再加小火慢炖， 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荤素咸鲜的冲突熬出一锅活色生香的和谐。

互联网赋予了传统美食新的味道， 腌 do 鲜既是跨界交融的创新实验， 也是大咖云集的文

化盛宴。

《腌 do 鲜之众创沙龙》，每期邀请优质“70 后咸肉”、“80 后春笋”、“90 及 00 后小

鲜肉”， 围绕一个主题或问题跨界分享， 脑暴众创， 另有资深专家作为“调鲜师”进行专

业点评， 参会的各位“吃货”也可现场提问， 互动交流。大家脑洞互开、 兼容众创， 知行

合一，dodododo，一锅创新方案终于出炉。

腌do鲜众创沙龙

LAB FOR DIGITAL & MOBILE GOVERNANCE

日期 “腌do鲜”众创沙龙 食材/调鲜师

2017.08.27

（第十锅）
创业与公共政策

互联网
+

公共管理教学

互联网
+

文化创意产业创业

互联网
+

就业

中关村大数据日

上海分会场

《数据开放与展现》

城市数据的

利用与增值

2017.08.23

（第九锅）

2017.03.19

（第八锅）

2016.12.3

（第七锅）

2015.12.12

（第六锅）

2015.11.15

（第五锅）

上海市就业促进中心副主任 咸肉：杨永华

速溶360CEO 春笋：薛梓闻

校校CEO 鲜肉：胡  稼

VIP陪练CEO 咸肉：沈彦树

复旦DMG研究员 春笋：吕文增

Echo陪你练英语口语创始人 鲜肉：柏士雄

上海骑鲸客创始人 咸肉：王 霆

足记APP创始人 春笋：杨 柳

万犇影业创始人 鲜肉：丁 文

上海大学科技园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调鲜师：潘志浩

罗兰贝格人力资源总监 咸肉：钱金叶

InnoSpace天使基金合伙人 春笋：杨 博

上海灏竣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鲜肉：汤嘉源

上海就业促进中心主任 调鲜师：张得志

滨江星传媒总经理 咸肉：李定真

同济大学教授 春笋：魏佛兰

SODA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冠军 鲜肉：叶  超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调鲜师：樊  博

上海市气象局副局长 咸肉：冯  磊

哈佛大学城市设计师 春笋：林佑达

城市数据团支书 鲜肉：王咏笑

南开大学教授 调鲜师：王  芳

2015.10.25

（第四锅）
开放式创新

社会化媒体
运营与管理

解密城市生活数据

网络大数据

挖掘与可视化

2015.9.20

（第三锅）

2015.6.27

（第二锅）

2015.5.23

（第一锅）

台湾开放数据推动者 咸肉：徐子涵

SODA上海开放数据创新应用大赛开创者 春笋：张柏军

香港数据科学家 鲜肉：胡辟砾

上海市气象局气象科技服务中心主 调鲜师：刘欧萱

“大数据文摘”创办人 咸肉：汪德诚

“上海发布”主编 春笋：周  凯

高校社交媒体“校校”创始人 鲜肉：胡  稼

“新榜”创始人 调鲜师：徐达内

美蒽朗工程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 咸肉：王志永

“开放数据中国”社群联合创始人 春笋：高  丰

上海交大校园开放数据大赛冠军团队成功设计平台新媒体架构师  

国家发改委互联网大数据分析中心执行副主任

新浪云相有限公司总经理 春笋：丁正洪

中国大数据技术创新大赛冠军 鲜肉：石开元

咸肉：于施洋

鲜肉：“盈虚有数”



复旦大学数字治理“鲜笋营”是国内首个聚焦于“数字治理”的暑期训练班， 每年一次，

一期一会。围绕数字治理前沿问题， 培养学生既能开展学术研究， 又能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邀请中外知名学者担任导师，兼具本土意识与国际视野，全程调鲜，个性滴灌。

招收全国各高校相关专业在读研究生入营，集鲜笋，出鲜味，跨界兼容，脑洞互开。集课

程培训、案例分享、实地调研、分组演练、个性辅导、方案展示于一体，融汇研究方法与

实践能力训练，知行合一，有料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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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治理鲜笋营



中国信息化专家学者 “围观基层” 系列活动每次围绕一个信息化热点议题和基层政府的实践案例展开观摩和

研讨， 并由一个政府部门和一所高校共同承办， 旨在促进实践界与学术界的跨界交流， 推动基层政府信息化

创新。每场活动通过微信群聊发起，说走就走，快闪机动，开放报名，众包众筹，自愿参与，费用自理。

围观活动不是一个封闭的科层组织，而是一个开放的网络式平台，DMG 实验室进行每次活动的协调。

网上撩——群里议——说走就走

这个世界不只有眼前的论文，还有实例和远方

围观基层

2019.05

2019.05

2 0 1 7.1 0

2017.06

2016.10

2016.07

2015.11

2015.07

2015.03

2014.12

2014.11

2014.06

遵义站            数据治理与政务服务

西安站            15 分钟政务服务便民圈

武汉站            互联网 + 政务服务

纽约站            国际数字治理发展动向

重庆站            健康医疗大数据实践与应用

玉溪站            互联网 + 医疗

上海站            互联网 + 交通

贵州站            大数据发展与政府治理

天津站            网络社会治理与服务

上海站            智慧气象助力智慧城市发展

南海站            数据统筹与开放

肇庆站            移动治理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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