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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与相近概念的界定与辨析
*

郑 磊

摘 要 政府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数据共享、数据交易等概念在实践和研究中经常被混为一谈，存在不

少误区。准确地理解政府数据开放，梳理其与相关概念的关系有利于正本清源，推动真正的政府数据开放。
本文通过梳理和分析国内外文献资料，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标准进行了总结，然后对政府数据

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 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的联系与区别; 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政
府数据共享、政府数据产品等相近概念之间的异同等进行了辨析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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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数据是国家的战略性资源，一个国家有大量

基础性、关键性的数据掌握在各级政府部门手中。
这些数据是社会的公共资源，在保障国家秘密、商
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将这些数据最大限

度地开放出来，供社会进行充分融合和利用，有利

于释放数据能量，激发创新活力，创造公共价值。
根据最新发布的《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

告》，联合国 193 个成员国中已有 139 个推出了开

放数据平台或目录。我国政府近年来也高度重视

政府数据开放工作。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出，要“稳步推动

公共数据资源开放，加快建设国家政府数据统一

开放平台”。2017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进公

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要求着力推进重

点领域公共信息资源开放，释放经济价值和社会

效应。2017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推动实施国家大

数据战略，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

整合和开放共享。自 2012 年以来，政府数据开放

也在我国迅速推进。截至 2018 年 5 月，我国已有

46 个地市级以上政府推出数据开放平台，2018 年

年底前，我国还将建成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

台。然而，作为在数字时代面临的一项新任务，目

前各级政府部门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概念仍比较陌

生，在推动政府数据开放的过程中，时常将其与政

府信息公开、政府数据共享等概念混淆，许多地方

推出的政府数据开放平台实际上还是政府信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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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网站。甚至在学术界，这些概念也经常被混为

一谈，存在不少误区，许多名为研究政府数据开放

的文章，实际上研究的是政府数据共享或政府信

息公开。
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概念、原则与标准到底

是什么? 政府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和

方式有哪些差异? 开放数据和公开数据有什么区

别? 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之间有什么联

系与区别? 政府数据和公共数据是一回事吗? 数

据开放、信息公开和数据共享之间到底是什么关

系? 政府统计报告、政府数据可视化、政府数据查

询和政府数据应用是数据开放吗? 政府数据可以

进入市场交易吗? 只有准确地理解政府数据开

放，梳理其与相关概念的异同，才能正本清源，推

动实现真正的政府数据开放。因此，本文通过国

内外相关文献资料的梳理和分析，结合我国实践

中产生的真实问题和误区，对政府数据开放的概

念、原则和标准进行了总结，并对其与相近概念的

异同进行了辨析。

一、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概念、原则与标准

近年来，已有多个国际组织、学术机构和政府

部门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基本概念、原则和标准进

行了界定。2007 年 12 月，30 位开放数据倡导者

聚集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首次提出了政府数据

开放 的 8 项 基 本 原 则① : 第 一，完 整 的 ( Com-
plete) ，除非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个人隐私或

其他特别限制，所有的政府数据都应开放，以开放

为原则，不开放为例外。第二，一手的( Primary) ，

开放从源头采集到的一手数据，尽可能保持数据

的高颗粒度，而不是开放被修改或加工过的数据。
第三，及时的( Timely) ，数据尽可能以最快速度发

布以保持数据的价值。第四，可获取的( Accessi-
ble) ，尽可能地拓宽开放数据的用户范围和利用

目的。第五，可机读的( Machine － readable) ，对数

据进行合理的结构化处理，使之可被计算机自动

处理。第六，非歧视性的( Non － discriminatory) ，

数据对所有人都平等开放，无需登记。第七，非专

属的( Non － proprietary) ，数据以非专属格式存在，

从而使任何实体都不能独占和排他。第八，免授

权的( License － free) ，数据不受版权、专利、商标

或贸易秘密规则的约束，除非有合理的隐私、安全

和特别限制。这次会议还将“数据”定义为“一切

以电子形式存储的记录”。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将开放政府数

据定义为“主动在网上公开政府信息，使任何人

都能不受限制地获取、再利用和再分发”②。而根

据世界银行的定义，开放数据是“能被任何人出

于任何目的不受限制地进行自由利用、再利用和

分发，并最大程度保持其原始出处和开放性的数

据”③。开放定义( The Open Definition) 指出: “开

放”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出于任何目的自由地访

问、使用、修改和共享数据。④“开放性”应具备两

个维度的特性: 一为技术性开放，即数据应为可机

读、非专属性的电子格式，从而能被任何人使用通

用、免费的软件获取和利用。数据还应被置于公

共服务器上供公众获取，不设密码和防火墙; 二为

法律性开放，即这些数据必须被置于公共领域，或

处于自由利用条款下，受到最低程度的限制。
2010 年，万维网的发明人、语义网和关联数

据的创建者和倡导者蒂 姆·伯 纳 斯·李 ( Tim
Berners － Lee) 提出了一个开放数据五星标准⑤ :

一星是指基于开放授权在网络上开放数据，用户

可以查看、搜索、存储和修改数据，还可以与任何

人分享这些数据，但对数据格式不做要求，可能采

用 PDF、JPEG 等格式; 二星是指以可机读、结构化

格式开放数据，例如 EXCEL 电子表格的形式，但

不包括表格的图像扫描件; 三星是指在满足二星

标准的基础上，以非专属开放格式开放数据，如采

用 CSV 格式而不是 EXCEL 格式，使用户不需要

使用专属的、付费的软件就可以分析数据; 四星是

指在满足以上要求的基础上，采用 W3C 开放标准

的数据( 如 ＲDF 和 SPAＲQL 格式) ，为每一个数据

集设置固定的 UＲL 链接，便于使用者发现和链接

到数据集的具体位置; 五星是指在满足以上要求

的基础上，借助 W3C 标准和关联数据原则，使数

据之间实现关联，提供数据的背景。
2015 年，《开放数据宪章》将开放数据界定为

具备必要的技术和法律特性，从而能被任何人、在
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自由利用、再利用和分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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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数据。该宪章还提出了政府数据开放所应遵

循的六大原则⑥ : 第一，默认开放 ( Open By De-
fault) ，政府应该开放除涉及国家安全、商业机密

以及个人隐私之外的所有数据，对于不开放的数

据必须说明不能开放的理由。第二，及时和全面

( Timely and Comprehensive) ，政府应尽最大可能

开放原始的、未经修改过的数据，这是实现数据价

值的关键。第三，可获取和可利用( Accessible and
Usable) ，确保数据可被机器读取，容易被发现和

利用。第四，可比较和互操作性( Comparable and
Interoperable) ，数据具有一种乘数效应( Multiplier
effect) ，获取的数据质量越高越有助于用户之间

进行数据交流，进而更有利于数据实现其价值，所

以采用通用的数据标准至关重要。第五，致力于

改善治理 和 公 民 参 与 ( For Improved Governance
and Citizen Engagement) ，开放数据能够使公民更

好地了解官员和政治家在干什么，这种透明度的

提升有利于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并使政府更加负

责。第六，致力于包容性发展和创新( For Inclu-
sive Development and Innovation) ，开放数据有利

于促进包容性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提高农业生产

效率，应对气候变化，让创业者获益。纽约大学治

理实验室( Gov lab) 对国际上具有代表性的 11 个

研究机构、评估指标、政府部门和咨询公司界定的

“开放数据”定义进行梳理后发现，最多被提及的

开放数据标准包括免费、公开提供、非排他性、可
利用结构、开放授权和可再利用等要求。⑦

我国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政策要求也与国际

标准相呼应。2017 年 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公

共信息资源开放的若干意见》指出，要保证开放

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原始性、机器可读性、非
歧视性、及时性，方便公众在线检索、获取和利

用”。2017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政务信

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指出，要向社会开放

“政府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的原始性、可机器

读取、可供社会化再利用的数据集”。2018 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发展改革委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

联合印发的《公共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
也要求试点地区“提升数据的完整性、准确性、有

效性、时效性”，“明确开放数据的完整性、机器可

读性、格式通用性等要求”。2017 年 3 月，贵州省

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

议批准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要求:

“政府数据应当以可机读标准格式开放，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可以在线访问、获取和利用”。表 1
对国内外相关组织和专家对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义

和标准进行了梳理:

表 1 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义与标准梳理

组织和专家 定义与标准

30 位 开 放 数 据 倡 导 者
( 2007)

政府数据开放 8 项基本原则: 完整的( Com-
plete) 、一手的( Primary) 、及时的( Timely) 、
可获取的( Accessible) 、可机读的( Machine －
readable) 、非 歧 视 性 的 ( Non － discriminato-
ry) 、非专属的( Non － proprietary) 、免授权的
( License － free)

《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
告》

主动在网上公开政府信息，使任何人都能不
受限制地获取、再利用和再分发

世界银行

能被任何人出于任何目的不受限制地进行
自由利用、再利用和分发，并最大程度保持
其原始出处和开放性的数据。应符合“技术
性开放”和“法律性开放”两个特征。

蒂姆·伯 纳 斯·李 ( Tim
Berners － Lee)

开放数据五星标准

《开放数据宪章》

具备必要的技术和法律特性，从而能被任何
人、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自由利用、再利
用和分发的电子数据。应遵循六大原则: 默
认 开 放 ( Open By Default ) 、及 时 和 全 面
( Timely and Comprehensive) 、可获取和可利
用( Accessible and Usable) 、可比较和互操作
性( Comparable and Interoperable) 、致力于改
善治理和公民参与( For Improved Governance
and Citizen Engagement) 、致力于包容性发展
和创新( For Inclusive Development and Inno-
vation)

纽约大学治理实验室
免费、公开提供、非排他性、可利用结构、开
放授权、可再利用等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
组《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
源开放的若干意见》

完整性、准确性、原始性、机器可读性、非歧
视性、及时性，方便公众在线检索、获取和利
用

中央网信 办、发 展 改 革 委
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
印发的《公共信息资源开
放试点工作方案》

完整性、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机器可读
性、格式通用性

《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
放条例》

以可机读标准格式开放，公民、法人和其他
组织可以在线访问、获取和利用。

二、政府数据开放和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与

方式

政府数据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的政府

数据仅指由各级政府部门在依法履行职责过程中

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和保存的各类

数据资源。而根据《国际开放数据宪章》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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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上的政府数据不仅包括国家、区域和地方政

府、国际政府组织以及广义的公共部门所掌握的

数据，还包括外部机构为政府所创建的数据，以及

掌握在外部机构手中但与政府项目和服务相关、
并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 例如采掘行业数据

和交通基础设施数据等等) 。⑧

广义的政府数据也可被称为“公共数据”。
“公共数据”不仅包括政府数据，还包括政府部门

以外的公共事业部门的信息和数据，例如图书馆、
档案馆等所搜集、整理或者保管的信息。⑨此外，

国有和私有企业受政府委托、得到公共财政支持

所创建的数据，以及掌握在这些企业手中但与政

府相关、具有重大公共利益的数据也属于公共数

据，应向社会开放。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

2017 年 2 月审议通过的《关于推进公共信息资源

开放的若干意见》和 2018 年 1 月中央网信办、发
展改革委以及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的《公共

信息资源开放试点工作方案》也都使用了“公共”
一词来界定信息资源开放的最终范围。

原则上，公共数据开放的范围和方式可根据

该机构接受公共财政支持的多少和数据的公共价

值大小两个维度来进行确定。数据获得的财政支

持越高，具有的公共价值越高，其公共属性也就越

高，越应该免费开放或以尽可能低的成本收费。
在具体操作中，为了保证所有由政府生成和为了

政府而生成的公共数据具有默认开放属性，政府

应在委托服务合同中列入相关条款，以保证这些

服务项目可能产生的新数据或对原有数据修正后

生成的数据，其产权归政府所有，然后再将这些数

据开放出来。⑩反之，获得财政支持较少，公共价

值越低，可不必要求其开放或可允许其在向社会

开放时收取适当的费用，以覆盖采集和管理数据

的成本。
为保证由公共财政生成或为了公共利益而生

成的数据向社会免费开放，政府应在委托服务合

同中列入相关条款，以保证这些服务项目可能产

生的新数据或对原有数据修正后产生的数据，其

产权归政府所有。瑏瑡

三、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的联系与区别

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三者之间既有

联系也有区别。大数据以 3V 为特征，即大容量

( Volume) 、多类型( Variety) 和高速度( Velocity) 。
大数据来自于不同的数据源，既可以是结构化数

据( Structured Data) ，也可以是非结构化数据( Un-
structured Data) ，还可以是传感器生成的流式数

据( Streaming Data) 。瑏瑢开放数据和大数据之间存

在交集，大数据包含开放数据和不开放数据，而开

放数据中也既有大数据，又有小数据。所以，开放

数据不一定是大数据，而大数据可以是开放数

据。瑏瑣开放政府是指政府的运作要具有可触及性、
回应性和透明性。瑏瑤2009 年，美国联邦政府发布的

“开放政府指令”提出了透明、参与、协作三大基

本原则。瑏瑥政府数据开放是开放政府的一项重要

内容，是开放政府在数据时代的一种实践。因此，

政府数据开放是开放政府和开放数据两个概念的

交集部分。然而，开放政府与开放数据也存在差

异，开放政府更多表现为一种治理理念与政策，开

放数据是一种可应用于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

多个领域的实践瑏瑦，而不仅仅针对政府数据。

图 1 开放数据、大数据和开放政府

图表来源: www． opendatanow． com

以上三个概念之间的区别与交集如图 1 所

示。瑏瑧大数据中的非公开数据集不属于开放数据

的范畴( 标记为 1 的区域) ; 开放政府中非基于数

据的公民参与活动不属于开放数据的领域( 标记

为 2 的区域) ; 来自科学研究、社交媒体或其他非

政府来源的大型数据集( 标记为 3 的区域) 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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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也是开放数据; 来自政府的公共数据集

( 标记为 4 的区域) 既是开放政府，又是开放数

据; 开放数据中的商业报告和商业数据( 标记为 5
的区域) 不属于大数据和开放政府; 而大型公共

政府数据集( 标记为 6 的区域) 同时也是大数据、
开放数据和开放政府。

四、政府数据开放与相近概念的辨析

( 一) 开放数据和公开数据

首先，需要厘清开放数据( open data) 和公开

数据( public data) 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开放数据

通常是结构化、可机读、获得开放授权并得到良好

维护的数据，而公开数据则可能出现在任何地方，

虽然可免费浏览和阅读，但并不能真正获取和使

用，往往是非结构化的、混乱的、授权使用要求模

糊的。瑏瑨开放数据是可以被自由再利用的，任何人

都可以分析、比较、对标和发现规律瑏瑩，而公开数

据是有条件使用的，并且不一定是免费的。例如，

虽然有些网站上的数据任何人都可以浏览，但只

有付费才能获取，且需要按照授权要求才能使用，

这类数据就不是开放数据，而只是公开数据。
因此，开放数据应该是可机读格式并获得开

放授权的。例如，公交车站上张贴的时刻表虽然

是免费提供的，但并不是可机读的开放格式，也没

有附带明确的开放授权，所以就不是开放数据。
公开数据采用的不一定是可机读格式，或者数据

虽然可见可访问，却被封闭在某个软件系统里而

无法提取，例如上海地铁的实时客流数据，作为一

种公开数据可在网站访问，但是用户却无法真正

获取这些数据。瑐瑠

( 二) 政府数据开放和政府信息公开

伴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发展，社会对于政

府信息公开的期望和需求发生了变化，与收到文

本形式的、纸质的、非结构化的文件相比，公众开

始要求获得电子的、可机读格式的、结构化的数

据，以便于进行利用和分析。瑐瑡早在 2004 年，上海

市政府还在推行政府信息公开的时候，就发现在

收到申请中有一部分是关于“数据”的申请，依稀

感觉到了“数据开放”与“信息公开”的不同，并开

始了如何把“数据”开放出去的探索。

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信息公开的联系和区别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在内容上，传统

的政府信息公开侧重于信息层面的公开，公开的

对象主要是文本形式的文件或是经过归总分析后

的统计报告，而政府数据开放则将开放的层面推

进到了数据层。瑐瑢“数据”是一手的原始记录，未经

加工与解读，不具有明确意义，而“信息”已经过

分析加工被赋予特定意义瑐瑣，数据比信息具有更

大的再利用和分析空间( 见图 2 ) 。目前，在政府

数据开放实践中，数据通常是以结构化的、可机读

的、电子化的数据集形式开放。数据集是指由数

据组成的集合，通常以表格形式出现。

图 2 数据与信息

其次，在目的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首要目标是

保障公众的知情权，提高政府透明度，更侧重于其

政治和行政意义，信息公开是政府的一种责任; 而

政府数据开放强调赋予社会利用政府数据的权

利，更侧重于其经济与社会价值，开放数据本质上

是政府提供的一项公共服务。
第三，在方式上，政府信息公开的重心在于政

府，政府公开信息后即已基本完成目标，而政府数

据开放则要同时关注政府和利用者两方，以及两

者之间的互动瑐瑤，不仅要推动政府数据开放，还要

推动数据的有效利用和价值创造。
如图 3 所示，从左向右表示从“知情”到“利

用”，从下至上表示从“信息”层深入到“数据”层。
传统的政府信息公开强调的是信息层的公开，而

政府数据开放则将开放推进到数据层; 政府数据

发布虽然也涉及数据，但其主要目的仍是保障知

情权，而不是促进社会对政府数据的利用; 政府数

据开放则强调社会对数据的自由利用。可以说，

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府信息公开在数据时代的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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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将政府信息公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提升到

了新的阶段。瑐瑥

图 3 政府数据开放和政府信息公开

( 三) 政府数据开放和政府数据共享

政府数据开放和政府数据共享这两个概念也

经常被混为一谈。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的

《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分别提出要“大力

推动政府部门数据共享”和“稳步推动公共数据

资源开放”。对于前者，具体要求推进国家基础

数据资源和信息系统的跨部门、跨区域共享; 对于

后者，则具体要求推进公共机构数据资源统一汇

聚和集中向社会开放。2017 年 3 月，贵州省第十

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批

准的《贵阳市政府数据共享开放条例》将政府数

据共享界定为“行政机关因履行职责需要使用其

他行政机关的政府数据或者为其他行政机关提供

政府数据的行为”; 而将政府数据开放界定为“行

政机关面向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提供政府数据的

行为”。由此可见，“数据共享”是在政府内部进行

的，而“数据开放”则是政府面向外部社会进行的。
开放数据研究院制作了一个数据光谱，来展

现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和数据封闭的区别( 如图 4
所示) 。这个光谱将数据从封闭、共享、到开放排

布在一个渐变的过程上。瑐瑦按照授权程度的大小，

数据获取形式被分成五种类型，依次是内部获取、
定向获取、群体获取、公开获取和所有人获取。其

中，内部获取是指数据被封闭在某个组织内部使

用，通过雇佣合同和内部政策来保护数据不被外

泄; 定向获取是指通过合约形式来明确指定数据

的使用对象; 群体获取是指通过认证形式在特定

群体内部进行数据共享; 公共获取是指通过授权

协议来对数据使用设定限制条件; 只有开放数据

是指数据获得了开放授权，并对所有人开放。

图 4 数据开放、数据共享和数据封闭

图表来源: Open Data Institute: https: / / theodi． org /about － the － odi / the － data － spectrum．

( 四) 政府数据开放与政府数据产品

由于政府开发的数据产品和应用也会发布和

提供一些“数据”，因而经常被误认为是数据开

放。但实际上在这些产品和应用上，政府并没有

向社会开放政府数据供其进行开发利用。政府数

据既可以供政府自身进行内部利用，也可以开放

给社会进行外部利用，而这些由政府自行制作和

开发的统计报告、数据可视化、数据查询服务以及

数据应用都属于前者，所以这些由政府自行利用

自己所掌握的数据开发的数据产品和服务应用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据开放，这些数据产品包括

但不限于以下这些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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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政府统计报告。统计报告是一种应用文

章，运用统计资料和统计分析方法，以数字与文字

相结合的方式，表现所研究的事物本质和规律

性。瑐瑧例如，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就是关于某个年

度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报告。由于

统计报告是对原始数据进行加工、归总和分析后

所产生的一种数据产品，并没有开放原始的、一手

的数据，其被再次利用的可能性和价值都较低，所

以并不是真正的数据开放。
2． 政府数据可视化。数据可视化是一种数据

的视觉表现形式瑐瑨，借助图形化手段，来直观、清

晰、形象、有效地传达与沟通信息，其本质是一种

以概要形式抽离出来的信息。政府数据可视化是

基于政府所掌握的原始数据进行加工而形成的一

种数据产品，用户并未获取到可视化呈现背后的

原始数据，也无法对数据进行再次利用，所以并不

等同于数据开放。
3． 政府数据查询服务。数据查询服务是指通

过某种检索界面让用户输入一定的查询条件后获

得相应的匹配结果。政府提供的数据查询服务虽

然能够让用户获得部分数据内容，但用户不能下

载全部数据进行再利用。因此，政府数据查询服

务实际上是一种基于政府数据所提供的服务，而

非完整的、原始数据的开放。
4． 政府数据应用。政府数据应用是政府基于

自己所掌握的数据自行开发的服务应用，数据利

用者虽能得到应用提供的数据服务，却不能获得

原始数据进行再次利用，因此也不等同于政府数

据开放。
( 五) 政府数据开放和市场数据交易

政府数据开放和市场数据交易也具有明显区

别。数据开放针对的是具有公共产品属性的数

据。政府数据是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

或者获取的公共产品，这类数据受到公共财政的

全额支持，属于公共资源，在保障国家安全、个人

隐私和商业机密的前提下，原则上应最大程度地

向社会免费开放，供其利用和开发。瑐瑩

由于“开放数据不是政府的一个高价值收入

来源，而是一种公共产品”瑑瑠，政府数据如未能在

互联网上免费提供，或以至少不高于复制的边际

成本的价格开放，就不是有意义的开放瑑瑡，数据免

费开放所带来的收益也远超过政府出售数据所获

得的收益。瑑瑢因此，这些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只有

能不能开放的问题，没有能不能收费的问题。应

该开放的政府数据，不收费也要开放; 不应该开放

的数据，给了钱也不能开放。除非涉及对原始数

据的增值加工，才可考虑对额外付出的增值服务

的成本进行收费，但不能对原始数据本身收费。
与数据开放不同，数据交易针对的则是具有私有

商品属性的数据。这类数据由私有企业或个人所

生成或采集，其产权归这些企业或个人所有，通常

具有商业价值。数据的所有者有权对这类数据进

行利用、交易或交换，并获得合理回报，而不必无

偿向社会开放，政府只能鼓励其出于增进公共利

益自愿开放。
然而，政府数据开放并不是绝对的，毫无限制

地允许数据流通也会带来风险和问题，因此需要

对数据获取设置一定的限制。瑑瑣出于维护公共利

益的目的，对于涉及国家秘密、商业机密和个人隐

私的数据，进行严格保护。同样，商业数据的交易

和交换行为也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第三方利益。
例如，政府需对涉及个人隐私、第三方知识产权或

商业机密的数据交易进行监管，设置限制条件。
以上概念之间的区别如图 5 所示。将“开

放”与“封闭”，“公共产品”和“私有商品”两个维

度分 别 放 在 横 轴 和 纵 轴 上，形 成 了 四 个 象 限。
“数据开放”位于左上角，处在这一象限的数据作

为公共产品，其流通不受限制; “数据保护”位于

右上角，处在这一象限的数据也是公共产品，但其

流通受到限制。“自由交易 /交换”位于左下角，

处在这一象限的数据作为私有商品，其流通不受

限制;“受限的交易 /交换”位于右下角，处在这一

象限的数据也是私有商品，但其流通受到限制。

五、总结

准确地理解政府数据开放对于推动其实践和

研究至关重要。各级政府应加强培训教育，提升

各部门对于政府数据开放的定义、原则和标准的

理解，厘清其与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提高

开放数据意识和能力，推动真正的政府数据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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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在对开放数据进行研究时，也应掌握这些

基本概念之间的区别，找准研究对象和问题。

图 5 数据开放和数据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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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tiating Data Openness，Disclosure，
Sharing and Trading: The Definitions and Clarification
of Openning Government Data and Similar Concepts

Zheng Lei

Abstract: The concepts of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and information disclosure，data sharing，

and data trading are often confused and misunderstood in practice and research． Accurately under-
standing government data opening，sorting out its relationship with related concepts could promote
authentic government data opening．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basic concepts，principles and stand-
ards of government data openning by combing and analyzing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s，
and then analyzed and discussed the scope of government data and public data; the connection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open data，big data and open government;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government
data openness and similar concepts such a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government data sha-
ring，and government data products．

Key words: government data; open; concepts; definitions; clarif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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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licy Pilot and Food Safety Perception:
A Policy Evaluation Based on Natural Experiments

Ma Liang ＆ Wang Hongchuan

Abstract: The National 13th Five-Year Plan proposes to implement food safety strategy，in
which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City ( NFSC) has become a vital task to solve food safety probl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evaluation，there are few empirical evidences on whether NFSC has
strengthened food safety regulation and improved people’s perception on food safety． In this article，

we use NFSC as a natural experiment and adopt PSM，difference-in-differences，and multilevel mod-
el to evaluate its policy eff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ilot of NFSC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
pact on residents’food safety satisfaction，especially for people in urban areas． The adoption of pilot
cities policy has a short-term impact as a form of campaign-style governance，but the overall impact
is marginal due to policy convergence and diffusion．

Key words: food safety; demonstration cities; policy pilot; natural experiment; policy evalu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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