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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导读

《数字政府动态》2023年 1月刊选取国家级、省级重要政策 13条，其中国

家级政策 3条，省级政策 10条，主要聚焦于数据治理、营商环境、审批执法、

数字政府建设等内容。同时，选取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在数字政府领域的先进

做法和地方经验，集成为 8条创新实践，主要集中在城市大脑、智慧养老、智能

审批、企业服务等领域。此外，本期特别整理汇总 31省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取

未来五年工作目标及数字政府建设领域下一步工作动向，敬请关注。

一、要闻速递

1.1、工信部等十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

的指导意见》政策原文

关键词：数据安全；数据资源

2023 年 1 月 13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网信办、发展改革委等十六部门

近日印发《关于促进数据安全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聚焦数据安全保护及相关

数据资源开发利用需求，明确提升产业创新能力、壮大数据安全服务、推进标准

体系建设、推广技术产品、强化人才供给保障、深化国际合作交流等促进数据安

全产业发展的七项重点任务。提出到 2025 年，数据安全产业基础能力和综合实

力明显增强，数据安全产业规模超过 1500 亿元；要打造 8 个以上重点行业领域

典型应用示范场景，推广一批优秀解决方案和试点示范案例。

1.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

的指导意见》政策原文

关键词：数字化服务；数字化监管

2023 年 1 月 10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关于加快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

展的指导意见》，要求健全共享利用的数据资源体系、健全整体协同的平台支撑

体系、建立数据赋能的数字化管理新机制、构建便捷高效的数字化服务新模式、

开创协同联动的数字化监管新局面、筑牢稳定可靠的数字化安全新防线。目标到

https://mp.weixin.qq.com/s/KE9HiII4SH4BWoYlDDocfA
https://mp.weixin.qq.com/s/2iwOHdHB1MYRIfcd36cX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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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住房公积金数字化发展新模式基本确立，数据资源体系和平台支撑体

系更加健全，数字化管理新机制、服务新模式、监管新局面、安全新防线等初步

形成，数字化管理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智慧住房公积金发展取得新突破，

服务事项“网上办、掌上办、就近办、一次办”更加好办易办，住房公积金事业

高质量发展取得明显成效。

1.3、财政部 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银行函证规范化、集

约化、数字化建设的通知》政策原文

关键词：数字化函证

2023 年 1 月 10 日，财政部、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快推进银行函证规范化、

集约化、数字化建设的通知》，加快推进银行函证业务集约化，要求会计师事务

所和银行集中办理银行函证业务，完善流程、加强管控、堵塞漏洞，确保函证信

息质量。鼓励具备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和银行通过银行函证平台（包括第三方函

证平台和银行自建函证平台）开展数字化函证，有效提升函证效率和效果。

二、政策广角

2.1、【北京】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北京市商务局印发《清

理隐性壁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营商环境；综合监管；审批服务

2023 年 1 月 30 日，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局联合印发了《清理隐性壁

垒优化消费营商环境实施方案》。方案聚焦进一步放宽消费企业市场准入，简化

办理流程，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手续，加大电子证照推广应用力度，提出 5 方面

15 项改革任务，实现企业“想进进得来”。聚焦深入推进综合监管、柔性监管改

革，加强监管的科学性、规范性，提出 4方面 7项改革任务，推动城市管理领域

完善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予处罚制度。聚焦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的创新经营需求，

进一步放宽准入限制，调整工作流程，完善标准规范，提出 8 方面 24 项改革任

务，加快规范商圈广告、外摆、促销等事项办理流程。还将举办大型演出活动涉

及的营业性演出许可、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许可等审批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件

https://mp.weixin.qq.com/s/6u9V0wTpQb0gTif_nECePA
http://www.beijing.gov.cn/zhengce/zhengcefagui/202301/t20230131_29091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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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行并联审批、全程网办。

2.2、【江苏】江苏省人民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

改革协调小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省内通办”

“跨省通办”有关工作的通知》政策原文

关键词：跨省通办；无差别受理；掌上办

2023 年 1 月 3 日，江苏省政府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放管服”改革协调小

组办公室发布《关于进一步做好政务服务“省内通办”“跨省通办”有关工作的

通知》，要求全面落实“跨省通办”、持续推进“省内通办”、完善线上服务专

区、优化线下服务专窗、健全监测评估机制等，包括逐项明确“跨省通办”事项

的业务模式、实现路径、完成时限，统一服务标准、优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

式；推动实现同一事项在不同地区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进一步完善“苏服

办”移动端应用，推进证明证照查验、信息查询变更、资格认证、年审年报等更

多简易高频事项“掌上办”等具体措施。

2.3、【江苏】江苏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失业保险省

级统筹实施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保险服务；业务监管；减证便民

2023 年 1 月 6 日，江苏省政府办公厅印发《江苏省失业保险省级统筹实施

方案》，要求加强经办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在参保登记、权益记录、转移

接续、待遇领取等方面实现统一业务规程、统一经办流程、统一服务标准，加快

推进全省失业保险经办服务一体化。加强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搭建全省统一的失

业保险服务平台，提供业务办理查询统一入口，进一步推进减证便民，简流程、

减材料、压时限，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失业保险信息化建设，推进失业保

险经办数字化转型。依托全省人社一体化信息平台，持续完善省级集中的失业保

险信息系统，实现全省实时联网经办以及基金财务监管、经办业务监管的全过程

数字化管理，实现与养老保险、就业等业务信息系统的横向互通，与省政务办、

公安、司法、民政、财政、税务、医保等部门的业务协同和信息共享。推进社会

http://jszwb.jiangsu.gov.cn/art/2023/1/3/art_83491_10717514.html
https://mp.weixin.qq.com/s/9gejQ_FWal1G-IVpFYYpn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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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卡在失业保险公共服务领域线上线下应用，加快实现失业保险业务“全省通

办”“一网通办”“一卡通用”。

2.4、【河北】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河北省一

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政策原文

关键词：大数据；数据治理；数据应用

2023 年 1 月 1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河北省一体化政

务大数据体系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目标到 2023 年底，政务数据共享协调机制

趋于完善，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初步建成，基础设施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基本具备数据目录管理、数据归集、数据治理、大数据分析、安全防护等能力。

全面摸清政务数据资源底数，建立政务数据目录动态更新机制，覆盖省、市、县

三级的政务数据目录体系初步形成。基础数据库、主题数据库、行业专业数据库

体系基本形成，覆盖各级各部门的数据共享交换通道基本建成，数据共享和开放

能力显著增强，有效满足政务数据共享应用需求。到 2025 年底，全省一体化政

务大数据体系更加完备，形成“一数一源、多源校核”的政务数据治理机制，政

务数据质量显著提升，数据标准规范、安全保障制度更加健全,数据共享需求普

遍满足，政务数据与公共数据、社会数据融合应用水平大幅提升，在数字政府建

设中发挥关键作用。

2.5、【河北】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建设数字河北

行动方案（2023-2027 年）》政策原文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基层治理；城市大脑

2023 年 1 月 21 日,河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建设数字河北行动方

案(2023-2027 年)》。方案提出 2023-2027 年行动目标，明确重点实施数字基础

设施建设、农业农村数字化转型、数字社会建设、数字政府创新发展等 6 个专

项行动的 20 项重点工程。提出要实施农业农村大数据创新应用工程，建立省市

复用的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基本形成农业农村数据资源“一张图”。实施智慧

农业监测预警工程，为宏观决策和市场主体提供智能解决方案；提升乡村综合治

理信息化水平，打造基层治理“一张网”，实施智慧医疗示范工程，进一步完善

https://mp.weixin.qq.com/s/rFUwYTzmwsGnyHAS2oxoGA
http://info.hebei.gov.cn/eportal/ui?pageId=6806152&articleKey=7055187&columnId=6806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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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共享、互联互通的省、市两级全民健康信息平台，推动京津冀医疗互认网络

建设。支持建设城市智慧大脑，打造全景展示、全域感知、智能调度的城市管理

中枢。实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工程，建设上联国家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

台，纵向覆盖各市及雄安新区、横向连接省各部门的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平台，

统一为省、市、县提供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归集治理和分析应用服务。实施政府

数字化履职能力提升工程，优化“冀时办”，推动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掌上

办”和“一件事一次办”。加强智慧社区建设，全面提升社会治安、应急管理、

社区治理服务智慧化、智能化水平。到 2025 年，除不宜网办事项外实现政务服

务事项 100%全流程网上办理。

2.6、【安徽】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

级审批执法权限的决定》政策原文

关键词：基层审批；审管衔接；互联网+监管

2023 年 1 月 3 日，安徽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赋予乡镇街道部分县级审批

执法权限的决定》，在提升基层审批服务效能方面，要求各县（市、区）进一步

优化审批事项办理流程，健全审管衔接机制，实现审批和监管信息实时共享。建

立和完善适应基层实际的办事指南和工作规程，乡镇街道认领承接的审批事项，

进驻乡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办理，同时落实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要

求，实行“一站式服务”“一门式办理”，实现“就近办、家门口办”，提高办

事便捷度。同时要求省数据资源（政务服务）部门会同省有关部门加强对乡镇街

道承接审批事项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将其纳入政务服务地图，依托全国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及时调整系统端口和权限，做到“一网通办”；依托全国一体化

在线监管平台，将乡镇街道承接执法事项纳入“互联网+监管”平台。

2.7、【安徽】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部门印发《安徽

省推进“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一件事”改革；“一站式”办理；线上线下融合

2023 年 1 月 3 日，安徽省印发推进“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方

案，聚焦企业和参保人员普遍关注的退休业务办理问题，通过信息互通、数据资

https://mp.weixin.qq.com/s/ySHaKZW5n-7V9DVKkndnzg
https://hrss.ah.gov.cn/public/6595721/874245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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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共享，突出业务系统与政务服务平台对接应用，变退休业务“多地多窗多次”

办理为“一地一窗一次”联办，构建“一次申请受理、部门联动办理、结果自动

反馈”的服务新模式，提升企业和参保人员办事体验感和获得感。包括退休事项

联动办理、关联政策一次告知、线上线下同步受理、办理结果自动反馈、联办事

项有序拓展等。

2.8、【福建】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数字政府改革和建

设总体方案》政策原文

关键词：数字政府；一网通办；一网统管；一网协同

2023 年 1 月 12 日，福建省人民政府印发《福建省数字政府改革和建设总体

方案》，聚焦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提出打造集约高效的“1131”基础平台体系、

实现政府改革全过程数字化管理等十个方面 46 条任务举措。目标到 2025 年，实

现数字政府系统通、业务通、数据通、服务通、管理通和组织在线、数据在线、

业务在线、管理在线、沟通在线“五通五在线”，建成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省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府运行“一网协同”的高效协

同数字政府，打造能办事、快办事、办成事的“便利福建”，推动网上政务服务

能力走在全国前列，奋力打造数字政府改革先行省、全国数字化治理示范省，贡

献数字政府改革福建模式。

2.9、【山东】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

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 政策原文

关键词：智慧县城；智慧社区

2023 年 1 月 17 日，山东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

城镇化建设若干措施的通知》，从分类引导县城发展、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完善

市政设施体系、提升公共服务质量、提升城乡人居环境质量五个方面强基础、补

短板、促发展，目标到 2025 年年底，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取得重要

阶段性成果。文件提出要加快建设智慧县城，推动市级“城市大脑”向下赋能，

全面支撑县级智慧化的管理和服务应用。实施智慧社区突破行动，推动县域智慧

社区管理平台建设，完善社区配套智能公共设施，到 2025 年年底，建成 5000

https://mp.weixin.qq.com/s/kefe1n6zoEERgTrwY8Q2GQ
https://mp.weixin.qq.com/s/FDMPzpwOiNYaMGy1LSi8F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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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左右智慧社区。推进公用设施智能化升级，提升供水、排水、燃气、热力、电

力、通信等设施设备动态感知和智慧化管理能力。

2.10、【陕西】陕西省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大

力提升“秦务员”政务服务能力实施方案 政策原文

关键词：政务服务；审管协同；市域通办

2023 年 1 月 28 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

规范化便利化大力提升“秦务员”政务服务能力实施方案》，要求建立事项动态

调整管理体系、线上线下效能提升体系、智慧便捷多样服务体系、政务数据融

通共享体系以及共建安全高效政务服务品牌。方案提出，要建立由基本目录、实

施清单、办事指南构成的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将规范审批服务和审管协同联动，

建立健全审管信息双向反馈机制，规范中介服务；要加快实现企业开办、企业准

营、员工录用、涉企不动产登记等政务服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并结合各地

实际拓展本地区事项范围；将在全省范围内推广“市域通办”；将与“秦务员”

平台全面对接融合，推行“承诺办+容缺办”，打造政务服务“总客服”等内容。

三、创新实践

3.1、【上海】全国首个跨省域智慧大脑上线运行

1 月 29 日下午，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智慧大脑（一期）正式

上线运行。这意味着全国首个跨省域智慧大脑初步建成，示范区数字空间“断头

路”由此畅通。依托长三角区域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智慧大脑打通了两省一市三

级八方 18 条数据链路，汇聚了 242 项数据资源，形成了涵盖基础库、主题库、

专题库的示范区数据资源池。通过数据服务总线有力支撑一体化应用场景，社保、

医保、公积金数据接口及法人库库表数据已反哺两区一县，并应用到上海市大数

据中心推进的“信易医”等应用场景中。

3.2、【江苏】无锡市推出“锡心养”数字化养老地图

无锡市依托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迭代升级“灵锡城市服务 APP”，上线“锡

心养”养老地图，推动实现“老有颐养”便捷化、数字化、适老化。一是养老机

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fdzdgknr/zcwj/nszfbgtwj/szbf/202301/t20230129_227316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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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一键可查”。用户登录“灵锡城市服务 APP”，搜索“锡心养”，即可通过信

息检索准确快速地寻找到符合自身需求的养老服务资源，直观查看机构地理位

置，精准导航前往或一键拨号咨询，推动线上线下服务有机融合。二是适老关爱

“一键可享”。设置“关爱模式”“正常模式”，两者可以自由切换。“关爱模式”

设置“养老机构”“助餐中心”两个模块，满足老人最直接的需求。“正常模式”

为家属配套更多的养老顾问、养老资讯等信息。三是服务信息“一键可知”。设

置“养老顾问”模块，定期更新为老服务项目、养老政策、防诈宣传等信息内容。

平台设置了长者年龄、身体情况、人员类型等条件筛选项，通过自主筛选即可为

老人匹配可享受的养老政策，为老年人提供内容全面、信息权威、便捷实用的养

老服务综合平台。

3.3、【浙江】嘉兴筑牢数据治理地基 提亮政务服务成色

嘉兴坚持改革破题、数字赋能、系统集成、高效协同，推动一体化智能化公

共数据平台实现“四通八达”——数据按需归集等工作实现四个 100%贯通，形

成“政务一朵云、项目一本账、管理一个库、领域一个脑”的工作格局；数据感

知等治理能力进一步提升，归集数据 87.69 亿条，数据自动开通时长从平均 2.63

天提升至 3秒，有效支撑全市千余个应用；勇于先行先试，指导参与的“基层智

治大脑”以及“数智青莲”未来工厂入选浙江省数字化改革“最系列”。未来，

嘉兴将推进数字化改革，深化“平台+大脑”建设，进一步提升“两化”平台数

据归集、资源共享、智能预警、分析预测等能力，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高质开放

共享的“数据大中台”和“应用大中台”，以数据能级提升赋能智慧型城市建设。

3.4、【天津】天津：智能“小设备” 养老大作为

天津市“银发”智能服务平台采用“1+3+4”的服务模式，即 1个市级服务

平台，水、电、燃气 3 项数据，配备红外探测器、SOS 一键报警设备、智能血压

仪、智能手环 4类智能感知设备。通过安装红外监测、一键报警等智能设备，数

据平台能够收集汇总分析数据，遇到异常数据实时报警，“老年人相当于多了一

位护工。”自该智能服务平台应用以来，北辰区共处理 3280 起平台反馈的预警事

件。通过智能感知设备的实时动态监测，社区网格员能在平台及时接收预警提示，

第一时间与老人或家属取得联系。如果出现意外情况，值班社区工作人员会在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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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从居委会赶到居民家里，满足及时救治需求。

3.5、【江西】赣州启用全国首个数字政务云服务大厅

江西赣州数字政务云服务大厅探索应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技

术，为企业群众提供 7×24 小时“一站式”政务服务。厅内设有数字人智能问询

云专区、数字人综窗受理云专区、企业开办云专区、政策兑现云专区、一件事一

次办云专区、政务咨询云专区、智能办税云专区、跨省通办云专区、人才服务云

专区、自助政务服务区等 10 个专区，打造了具有语音识别、语义理解、模拟真

人发音等功能的政务数字人“小赣”，将行政审批事项标准化、颗粒化梳理。群

众与“小赣”对话时，“小赣”可提供智能推送服务入口，完成业务咨询、资讯

推送、服务引导、事项办理等政务服务；遇到特殊情况时，“小赣”可智能转接

人工后台，让群众办事全过程感受有温度的优质体验。目前，云服务大厅首批

12 项高频政务事项实现“小赣”全程智能受理，104 项高频政务事项“边问边办”。

3.6、【河南】许昌市:全省率先实现企业电子印章“一章多用”

自 2023 年 1 月 10 日起，在许昌市民之家企业开办专区新注册的企业可以在

领取电子营业执照的同时免费领取电子印章，标志着许昌市在实现电子营业执照

与电子印章同步发放的同时，率先在全省实现一枚企业电子印章应用于政务服

务、税务、社保、公积金等多领域多场景。许昌市企业电子印章突出场景应用，

实现“一章多用、授权签章、一键签章、多人同签”。“一章多用”，即一枚电子

印章可在多个不同的政务服务系统中使用，相比之前企业手里有多枚电子印章，

并且一枚电子印章只能登录一个系统的情况，进行了便民化创新，既大幅降低企

业线上业务办理成本，又提升了企业工作效率。同时，该电子印章还可用于签发

各类与纸质文件具有同等效力的电子文件，进一步实现了全流程网办。“授权签

章、一键签章、多人同签”，即企业法定代表人具有企业电子印章的最高权限，

法定代表人可授权单位证照管理员进行相关业务办理操作，也可以一键授权多人

使用，整体操作更加安全可靠和简便快捷，可显著降低企业交易成本。



数字政府动态

第 13 页 共 37 页

3.7、【广东】广州数据交易所重磅发布行业数据指数 引导各方

共建数据交易新格局

广州数据交易所深入实施《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行动方案》，汇

聚数据服务商拥有的行业数据要素，率先在数据交易领域推出了统一的行业数据

指数发布平台。该平台将为各行业提供权威数据指数发布渠道，并以行业数据指

数为牵引，引导各方力量共同构建数据交易新格局，带动整个行业数据交易生态

的创新发展。2022 年 9 月 30 日挂牌运营以来，广州数据交易所广泛对接市场各

方，积极引导各类交易标的进场交易，注册会员现已突破 220 家，已有超 640

项数据产品、数据服务和数据能力等交易标的申请进场交易，涉及人工智能、智

慧交通、智能制造、智慧金融、商贸服务、数据治理等 18 大行业领域，累计交

易金额突破 5.07 亿元。未来，广州数据交易所将基于行业数据指数发布平台加

强行业数据指数的生态建设，完善行业数据指数的发布体系，大力培育贴近业务

需求的行业性、产业化数据商，广泛汇集行业特色数据产品，与各方社会力量积

极展开合作，共同促进广东省数据要素市场建设。

3.8、【海南】三亚崖州：无人机助力现场踏勘 探索“智慧”审

批新路子

在办理“歌舞娱乐场所经营性许可证延续事项”时，工作人员需要实地查看

其距离周边学校、幼儿园的直线距离。使用传统人工踏勘方式，因交通、地形等

场地限制，法律法规中明确的“直线延伸二百米范围”较难实现精准的测量，成

为了工作人员踏勘中的“瓶颈”。崖州区创新推出“掌上踏勘”系统，集信息推

送、影像全程记录、分类存储，签名确认、地点定位等功能于一体，工作人员可

通过远程视频给予办事人指导服务，提高一次通过率，最大限度为企业和群众节

省时间、节省成本，在踏勘时信息全部留痕、全程可追溯痕，使踏勘环节也更具

规范性、纪律性和威慑性，目前已有 77 个业务实现全流程溯源踏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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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会专题：从政府工作报告看数字政府发展

4.1、北京：用绣花功夫治理城市，不断提升首都城市治理现代

化水平 原文

今后五年的奋斗目标是：“四个中心”城市战略定位进一步强化，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城市

综合实力和竞争力持续增强，人居环境品质全面改善，共同富裕迈出新步伐，为

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更大力度优化营商环境。迭代升级改革举措，始终保持首善之区营商环境

的领先地位。优化企业准入、准营、注销等事项办理流程，推出更多“一证通办”

事项和“一件事”集成办服务场景。推进“6+4”一体化综合监管改革，有效实

施公平竞争政策，建设全国市场监管数字化试验区。完善要素市场建设，增强政

策可知晓可操作性。健全“服务包”“服务管家”工作机制，为企业解难题、办

实事。

②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深入推进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居民准确分类投放水

平，启动非居民其他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完善社区可回收物、大件垃圾、装修垃

圾回收体系。开展物业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治理。深化接诉即办“每月一题”机制，

以更多小切口改革破解高频民生问题，再解决 6.1 万套房产证办理历史遗留难

题。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机制，实施新一轮回天地区行动

计划，继续办好“向前一步”节目。

③加快智慧城市建设。全面实施智慧城市建设规划，深入推进“一网通

办”“一网统管”“一网慧治”，统筹各类公众服务、政务服务和决策服务。完

善大数据平台，推动感知体系等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突破。拓展医疗、教育、文旅、

税务等领域智慧应用，深化数字化社区建设试点，推动数字服务适老化改造，让

市民享受到更多便利。

http://www.beijing.gov.cn/gongkai/jihua/zfgzbg/202301/t20230128_290734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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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天津：建设高效能治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跃上新台

阶 原文

今后五年，经济治理、社会治理、城市治理统筹推进，治理体系不断完善，

基层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逐步提升，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

突发公共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更加健全，城市管理更加精细，城市运行更有效率，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显著增强，平安天津、法治天津建设取得更大成果。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加快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基层

治理共同体。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推动力量重心下沉、政策保障下沉，

形成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五社联动”机

制，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治理服务体系，实

现基层治理由“单线作战”向“整体推进”转变，推动高效能治理在基层扎根见

效。加快公共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更好发挥三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作用，切实将矛盾纠纷解决在萌芽状

态、化解在基层。深入开展全域平安示范创建活动，加强智慧平安社区建设，严

密防范和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天津，筑牢首都政治、

安全“护城河”。

②着力释放市场主体活力。优化审批环境，深化工程建设综合审批制度改革，

推广工业“标准地”出让和施工图承诺许可制度，实施产业园区规划环评与项目

环评联动，改进项目联合验收程序，在破除“准入难”基础上更好解决“准营

难”，持续深化“证照分离”改革，推动直接取消审批、审批改为备案、实行告

知承诺、优化审批服务分类改革。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

向“好办”转变，全面推进电子营业执照应用，推广“一企一照一码”，推出一

批高频事项“一件事一次办”场景。深入推进市场主体年报“多报合一”改革，

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和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强化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公

平竞争环境建设，依法保护各类市场主体合法权益。

https://www.tj.gov.cn/zwgk/zfgzbg/202301/t20230117_60809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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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河北：坚持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开放添活力 原文

到 2027 年，重大国家战略取得新成果，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创新驱动

发展实现新突破，文化建设水平迈上新台阶，生态环境治理达到新高度，人民生

活品质得到新提升；到 2035 年，全面建成经济强省、美丽河北，推动中国式现

代化在河北展现美好图景。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在改革攻坚上有新突破。深化“放管服”改革，抓好政务服务标准化建设，

完善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动“一件事一次办”，扩大“跨省通办”范

围，让企业群众依规办事不求人、方便快捷少跑腿。

②在营商环境上有新提升。坚定不移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实施优化市场

经济环境、政务服务环境、民企发展环境、金融服务环境系列行动，全面落实减

税降费、融资信贷等政策，健全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制度，完善社

会信用体系，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深入开展全域营商环境综合评价。

③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完善基层治理平台，强化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

畅通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有效化解信访积案。常态化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加快

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河北、法治河北。

4.4、山西：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原

文

未来五年，高标准市场体系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健全，高水

平开放型经济迈出新步伐，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市场活力不断激发，在全国构建

新发展格局中的比较优势进一步发挥；平安山西建设深入推进，政府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迈上新台阶。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对照国家负面清单，全面清理违规设立的准入许可

和准入环节的隐性门槛，实施案例归集和通报制度。完善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

度相适应的准入、审批、激励惩戒机制，研究制定市场准入效能评估指标体系。

http://www.hebei.gov.cn/hebei/14462058/14471802/14471805/15438036/index.html
https://www.shanxi.gov.cn/ztjj/2023sxlh/2023sxlhbg/202301/t20230119_7823686.shtml
https://www.shanxi.gov.cn/ztjj/2023sxlh/2023sxlhbg/202301/t20230119_782368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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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大对民营企业进入产业转型、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生态环保、科技创新等领

域的支持力度。开展放宽市场准入试点，降低企业准入准营制度性成本。

②创新和加强市场监管。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常态化，完善“互联

网+监管”。健全对新业态、新模式等的包容审慎监管，加强对直接涉及公共安

全和人民生命健康等领域的严格监管，推进信用分级分类监管。

③全力以赴惠企助企。丰富政策“工具箱”，建立涉企政策“一站式”平台，

精准匹配、精准推送，实现惠企政策“免申即享”、奖补资金“一键直达”。发

挥工作专班作用，深入开展入企帮扶活动，“一企一策”解决企业急难愁盼问题，

“永不下线”为企业提供热情精准服务。

4.5、内蒙古：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 原文

通过五年努力，推动经济总量跨过 3万亿元大关、发展质量迈上历史性台阶，

“两个屏障”更加牢固，“两个基地”量质齐升，“桥头堡”作用充分彰显，让

“模范自治区”这面旗帜绽放更大荣光。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放”既要把权力放到位、也要让基层接得住，

自治区已经下放了 679 项权力事项，特别是发改、能源等部门很多涉及项目审批

的重要事项都放了下去，要指导各地扎实做好承接工作，实施好盟市、旗县“两

优”专项行动，统一办事指南和操作规范，提升政务服务集成化水平，推动清单

事项网上办理，实现“一单尽列、单外无单”，让基层能接好、能管好，让企业

和群众真便利、得实惠；“管”既要管得住、管得好，也要无事不扰，对正常的

事不设障、不干预；“服”要强化主动服务、为基层服务的意识，各级政府都要

把基层的事、群众的事、企业的事当成份内的事、必办的事，对困难的事搭把手、

敢出手，让企业和群众好办事、办成事、不误事。

②强化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开展“新时代新社区新生活”服务治理提

升专项行动，完善“网络＋网格”基层治理平台和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健全矛盾

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让群众的安危冷暖、家长里短有人关心有人管，让基层治理

更有温度、让百姓幸福更有质感。

https://www.nmg.gov.cn/zwgk/zfggbg/zzq/202301/t20230118_2216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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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辽宁：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

的决定性作用 原文

今后五年，着力全面深化改革，在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上展现更大担当和作

为。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以数字政府建设倒逼改革，深

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充分激发振兴发

展活力。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以营商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为抓手，以数字化改革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

努力打造更加公平、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深

入推进“一件事一次办”，推动涉企审批一次办成、便民服务一网通办。深化工

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恪守契约精神，坚决纠正政务失信行为，加快清理废

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推动经济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运

行。推动惠企强企政策免申即享、直达快享。大力处置城市“烂尾楼”，有效盘

活闲置存量资产。着力构建亲清政商关系，让群众和市场主体获得感更强，让辽

宁真正成为企业家和各类人才创新创业的乐土、成就梦想的摇篮。

②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制度，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坚持

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领导干部接访下访约访，完善四级矛盾纠

纷调处化解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做实网格管理，

提高社区精细化治理、精准化服务水平。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持续推进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示范城市创建，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依法严打严惩各类违法

犯罪活动。

4.7、吉林：把优化营商环境作为头等大事 原文

今后五年，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完善产权保护、市场

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

一流营商环境，让吉林成为投资的沃土、兴业的福地。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http://www.ln.gov.cn/zwgkx/zfgzbg/szfgzbg/202301/t20230118_4730507.html
http://www.jl.gov.cn/szfzt/2023jlslh/lhdt/202301/t20230120_86629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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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高效便利政务环境建设工程、公平公正法治环境建设工程、利企惠企

市场环境建设工程、保障有力要素环境建设工程，积极营造人人重视营商环境、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良好生态。实现更全面、更丰富的全省各类政策“一网通查”、

各级服务“一网通办”、相关咨询“一网通答”。深化“证照分离”“证照一码

通”改革，有效推动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更大程度便利市场主体投资兴业。探

索建立首违不罚清单，规范执法自由裁量操作，坚决纠治为罚而罚、过度处罚等

现象。发挥长春智慧法务区作用，为企业提供优质高效法律服务。

4.8、黑龙江：持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把改革作为

推动发展“关键一招”原文

今后五年，聚焦深化改革开放，打造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坚持深化重点领

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加快补齐体制机制短板，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

环境，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更好统筹贸易、投资、通道和平台建设，形成全

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使龙江成为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和优化营商环境专项行动，以“数跑

龙江”为引领，打造企业和群众办事环节最简、材料最少、时限最短、费用最小、

便利度最优、满意度最高的特色营商品牌。落实稳经济和惠企纾困政策，降低市

场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全面落实行政许可清单制度，加力推进“办好一件事”改革。建设“智慧税务”，

降低征纳成本。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更大力度推进“证照分离”。完善营商环境

法规制度，细化量化改善营商环境目标任务，打造国内先进考核评价体系。我们

要着力优化营商环境、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让国有企业敢干、民营企业敢闯、外

资企业敢投。

4.9、上海：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国际数字之都 原文

今后五年，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更加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水平

持续提升，法治政府建设取得新进展，“一网通办”、“一网统管”迭代升级，

人人都能有序参与的社会治理格局不断完善。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持续提升，街

https://www.hlj.gov.cn/hlj/c108465/202302/c00_31524958.shtml
https://www.shanghai.gov.cn/nw12336/20230117/b511b08dd4e54a13bc592fed41ce25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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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环境更加干净有序，居住小区更加舒适和谐，城市景观更具特色魅力。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聚焦“两特四区一中心一样板一保障”，加强改革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稳

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推动实施综合改革试点，配合制

定浦东放宽市场准入特别措施清单，率先建立行业综合许可和综合监管制度。

②推动构建精准、普惠的数字生活服务体系，新增生活类重点场景 10 个，

提升社区便民服务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数字化赋能示范校，优化升级“便捷就

医服务”应用场景，推广“养老院+互联网医疗”服务模式，打造博物馆、美术

馆数字文化体验空间，完善出行即服务体系。着力消除“数字鸿沟”，推进数字

服务适老化改造。

③推进“一网通办”，推动“随申办”为民为企服务迭代升级，深化拓展“高

效办成一件事”，深入推行免申即享、“好差评”和帮办制度，打造线上线下“泛

在可及”全方位服务体系。推进“一网统管”，强化数据动态更新和相互赋能，

推出一批实战中管用、基层干部爱用、群众感到受用的应用场景。

④巩固拓展营商环境创新成果，实施新一轮营商环境高水平对标改革，全力

打造政务服务升级版。推进全链条优化审批，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

探索极简审批。推进全过程公正监管，建成全市统一的综合监管系统，持续加强

重点领域监管。推进全周期提升服务，全面推行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

化和就近办、集成办、马上办。

4.10、江苏：在新征程上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原文

今后五年，加强社会治理体系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

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机制，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畅

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通道，加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

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推动政府数字化转型，加强数字化治理服务能力，加

快打造智慧便捷的数字化政务服务体系，在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推进“一网通办”

http://www.jiangsu.gov.cn/art/2023/1/28/art_33720_107337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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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统管”，完善“苏服办”“苏企通”等平台，巩固拓展“放管服”改革成

效，让各类市场主体充分感受到在江苏创新创业的高效便捷。

②着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深入实施“1+5+13”营商环

境系列政策，完善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

经济基础制度，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拓展和完善制度化常态化政企沟通

渠道，构建亲清统一的新型政商关系，让企业家安心经营、放心投资、专心创业。

③纵深推进平安江苏、法治江苏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

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深入开展“信访突出问题攻坚化解巩固提升年”行动，

加强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积极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④大力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不断优化政府职责体系，深入推进政企分开、

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进一步增强政

府公信力和执行力。全面提升服务水平，加快完善一体联动、高效运行的省、市、

县、乡、村五级政务服务体系，持续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

4.11、浙江：建设数字浙江、打造数字变革高地 原文

今后五年，发展数字政务，推动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破除跨层

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堵点和壁垒，优化业务流程，创新协同方

式，进一步提升政府履职效率和数字化服务水平。建设数字社会，积极开发各类

供需匹配的重大应用，加快推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数

字生活智能化。完善数字治理体系，开展国家数据基础制度先行先试，建立数据

分类分级保护基础制度，健全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制度。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深化“减证便民”行动，努力实现市场监管、税务、经信、商务、财政等

企业年报“多报合一”；消除市场准入壁垒，规范市场准入行政许可和行政备案；

推行“综合查一次”联合执法机制。

②织密基层社会平安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增强基层治理“一

中心四平台一网格”功能，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推进自治、法治、德治、智治

“四治融合”，深化诉源、警源、访源“三源治理”；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

https://www.zj.gov.cn/art/2023/1/17/art_1229019379_505699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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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黄赌毒”、“食药环”等违法犯罪。

4.12、安徽：加快打造更智能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原文

今后五年，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忠诚尽职、奋勇争

先，加快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三地一区”，靠创新驱动、招大引强厚植高质

量发展动能，靠共同奋斗促进共同富裕，加快建设更高质量的创新安徽、共进安

徽、美丽安徽、开放安徽、幸福安徽。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纵深推进法治安徽、平安安徽建设。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

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持续推进乡镇街道管理体制改革，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

代化试点。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类

违法犯罪。

②顺应数字化发展趋势，深入推进以工业互联网思维改造政府工作流程，增

强工作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健全部门协调配合机制，完善部门间相互支持、

密切配合、信息共享联动机制，推进跨地域、跨部门、跨层级横向统筹和纵向协

同。

③构建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新范式，实施数据工程和场景创新工程，提升皖

事通、皖企通、皖政通功能。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优化“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让市场主体和群众办事更便利。

4.13、福建：打造能办事、好办事、办成事的“便利福建”原文

今后五年，突出深化具有福建特点的改革、打造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突出

加快乡村振兴、老区苏区发展，突出加强数字福建、海上福建和生态省建设，突

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全方位推进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福建篇章。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以信息化建设为支撑，加快推动数字政府智治化、数字社会智慧化、数

https://www.ah.gov.cn/public/1681/564207141.html
http://www.fujian.gov.cn/szf/gzbg/zfgzbg/202301/t20230120_609762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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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要素价值化。着力打造协同高效的数字政府，建好省域一体化数字执法平台，

用好经济社会运行和高质量发展监测与绩效管理平台、公共数据汇聚共享平台，

提高政务服务“一网通办”、省域治理“一网统管”、政府运行“一网协同”水

平。着力建设共治共享的数字社会，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升公共服务品质，

在教育、医疗、养老、抚幼、就业、助残等方面推动数字化服务普惠应用。着力

构建富集多元的数据供给体系，培育壮大公平公开开放的数据要素市场，丰富数

据应用场景，发挥数据价值效应，实现数字赋能、激发市场活力。

②聚焦提高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实施营商环境创新改

革行动计划，打造能办事、好办事、办成事的“便利福建”。以“改”优服务，

优化和再造政务服务流程，深化“一业一证”“一照多址”等改革和办电“零投

资”服务，深入推进社会投资项目“用地清单制”“多测合一”、联合验收“一

口受理”、高频事项“一站式”通办等，推动更多事项“跨省通办”“免申即办”

“掌上办”。

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强化信访矛盾纠

纷排查化解。深化“近邻”党建模式，抓好“区块链+智慧社区”国家创新试点，

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完善立体化信息化社会

治安防控体系，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

动。

4.14、江西：对标一流提升“一号改革工程”质效 原文

今后五年，深入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加快建设“智联江西”，打

造中部地区数字产业发展集聚区、产业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场景创新应用先导区、

数字营商环境示范区。深化营商环境对标提升行动，争创全国政务服务满意度一

等省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制定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及办事指南，全面

铺开相对集中行政许可权改革，实现省市县乡四级政务（便民）服务中心通用窗

口全覆盖，建成全省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网上“一窗受理”系统。深化“一件事一

次办”改革，加快“赣服通”“赣政通”“惠企通”等平台迭代升级，全面落实

https://www.jiangxi.gov.cn/art/2023/1/30/art_392_43428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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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网选中介”。依托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打造企业和群众诉求统一受理、

转办、查询、回访、评价平台，实现“一号诉求”“一号响应”。

②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示范省部省共建，高标准建立城市体检评估机制，抓

好城市更新试点，基本实现“城市大脑”设区市全覆盖。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

化，加快高品质智慧社区试点和完整居住社区建设，打造“15 分钟生活服务圈”。

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具有江西特色的新时代“红色文化

+社会治理”模式，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打造“三位一体”基层信访矛盾纠纷一站式、多元化预防化解工作平台，推进矛

盾纠纷源头预防、排查预警、调处化解，从源头上防范化解信访积案。

④深入实施数字政府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建立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

建成一体化数字基座，基本形成大平台共享、大数据慧治、大系统共治的顶层构

架。

4.15、山东：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东实践”原文

目标到 2027 年，综合实力大幅跃升，高质量发展主要指标走在前列，人均

生产总值达到 11 万元；新旧动能转换塑成优势，“四新”经济增加值占比达到

40%以上；科技自立自强能力显著增强，万人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实现翻番；

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城乡收入差距明显缩小；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水平，打

造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新标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山东底

色更加靓丽；社会治理效能明显提升，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基本形成；绿色低

碳高质量发展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经济实力强、人民群众富、文明程度

高、治理效能优、生态环境美的强省内涵更加彰显。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国家试点落地，开展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试

点。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健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体系。

②全面强化数据赋能、建设数字政府。高标准打造“一网统揽”综合慧治平

台，建好用好“山东通”“爱山东”，打造 24 小时不打烊的网上政府、掌上政

府。深化“双全双百”工程，全领域建设“无证明之省”，让高频服务事项“免

http://www.shandong.gov.cn/art/2023/1/21/art_305164_103344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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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办事”“一码通行”。

4.16、河南：锚定“两个确保”，深入实施“十大战略”原文

主要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 6%，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 1 个百分点以上，

研发经费投入强度达 2%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1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8%，进出口总值保持平稳增长，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增长 5%，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 110 万人，居民收入增长

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粮食产量 1300 亿斤以上，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单位生

产总值能耗与“十四五”目标统筹衔接。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深化“放管服效”改革，新增 50 项高频事项免证可办，实现 95%以上涉

企事项全程网办。出台新形势下利用外资的政策措施，落实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相适应的准入机制，保障外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政府采购、招投标、标准制定。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争创国家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开展县级营商环境示范创

建，全面提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水平。

②更高水平推进法治河南、平安河南建设，持续开展“三零”平安单位创建，

深化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造性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压实安全生产

各方责任，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隐患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

生。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强化社会治安整体防控，推进扫黑除恶常态化，依

法严惩群众反映强烈的各类违法犯罪活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深化群防群

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良好局面。

4.17、湖北：以控制成本为核心优化营商环境 原文

今后五年，谋划推进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深入推进更高水平制度型开

放，切实打造湖北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多用改革的思路、巧用市场的力量、

善用开放的资源，让政府作用更好发挥、市场机制更有效率、微观主体更具活力，

推动湖北从沿海开放的“后队”变为新时代内陆发展的“前队”。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深化拓展“高效办成一件事”，迭代升级“四办”改革，能优化的流程全

https://www.henan.gov.cn/2023/01-29/2680023.html
https://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2301/t20230131_450115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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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优化，能精简的环节坚决精简，能压缩的时限压缩到底，“跨省通办”事项扩

大到 150 项以上、“一业一证”改革行业拓展到 25 个以上。创新实施“承诺即

入”“企业码”“金融链长”等制度，大力整治隐性审批、体外循环，加快建设

成本最低、审批最少、效率最高、企业获得感最强的发展高地。以关键领域为抓

手推动深层次改革。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

开展公平竞争审查，清理取消资质许可、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方面的差别化待遇，

健全民营企业参与制定重大涉企政策机制，常态化开展民营企业发展环境评价，

鼓励民营企业在湖北放心投资、放手发展。

②加快数字赋能城市，推进襄阳、宜昌城市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国家试点，

加快智能市政、智慧社区、智慧城管建设，打造善感知、会呼吸、有温度的智慧

城市。

4.18、湖南：打造“三化”一流营商环境 原文

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任务是：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力争

总量突破 7 万亿元，数字经济和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均实现翻番，分别突破 3

万亿元和 2万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打造“三个高地”取得新进展，

现代化经济体系基础得到夯实；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构建，开放型

经济水平和质量不断提升；城乡面貌发生全面变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湖

南建设成效显著；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取得本质性提升，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健全，人民

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持续增强，平安湖南建设取得扎实成

效。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以改革创一流。深化“放管服”改革，开展涉案企业合规改革试点，推进

招投标全流程电子化，创造公开、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服务强一流。推

进营商环境市县、园区和部门评价考核“三个全覆盖”，以擦亮“一件事一次办”

品牌为牵引，把“湘易办”超级服务端打造成全省统一的“掌上办事”总入口、

优化营商环境总平台、数字政府建设总引擎。以法治护一流。依法保护企业产权

和企业家权益，实施跨部门联合“双随机、一公开”监管，推行“首违不罚”等

http://www.hunan.gov.cn/hnszf/szf/zfgzbg/202301/t20230128_2919150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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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性执法。

②严格行政权力和公共服务事项清单管理，推动更多事项“一网通办”“全

省通办”“跨省通办”。深入推进政务公开，完善行政效能“红黄牌”和政务服

务“好差评”制度，不断提高政务服务便捷度和满意度。

4.19、广东：推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 原文

今后五年，担当好与时俱进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使命，抓住构建高水平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重点，聚焦科技创新、国资国企、协调发展、生态环境、

数字政府、信用广东等领域先行先试，打造广东标志性引领性改革品牌，擦亮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金字招牌，向全世界展示一个不僵化、不停滞、

不懈怠的活力广东。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推进网络强省、数字广东建设，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

快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数字生活智能化。支持广州、深

圳数据交易所建设，加强数据资源的整合归集、共享利用，强化网络安全和数据

安全保护。

②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政府部门权责清单、行政许可事项清单制度，统筹

推进“证照分离”和“一照通行”改革，推进商事登记确认制改革。构建以信用

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进“双随机、一公开”监管，使监管对诚信经营者“无

事不扰”、对违法失信者“无处不在”。

③加快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丰富省域治理“一网统

管”应用体系，深化政府运行“一网协同”和数字机关建设，推动数据资源“一

网共享”直达基层。强化“粤系列”平台建设，推出一批行业标志性应用。推进

数字政府基础能力均衡化发展，完善一体化基础设施和本质安全防护体系。建设

全省数据业务网、算力资源发布共享平台。

4.20、广西：加快建设服务国内国际双循环市场自由便利地 原文

下一步工作，要充分激活改革开放动力活力，用改革解难题，以开放促发展，

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充分激发民营经济活力和社会创造力，

http://www.gd.gov.cn/gkmlpt/content/4/4083/post_4083230.html
https://mp.weixin.qq.com/s/NXxeRag9O3Ukmru-oymy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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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高水平开放，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行基层“一枚印章管审批（服务）”，推进

“全区通办”、“全链通办”、“跨省通办”，探索跨部门跨层级综合监管。推

广“智管云”平台，优化“智桂通”服务，推出更多政务服务便民利企“微改革”。

②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创建全国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示范城

市。加强派出所、司法所、监管场所等政法基层基础设施建设。推进公安数字化

改革。抓好常态化扫黑除恶，严厉打击具有边境特点和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

违法犯罪。积极推进“党建+网格+大数据”治理。做深做实人民调解工作，妥善

化解各类矛盾纠纷，推进信访积案和突出问题攻坚化解。

③强化政府自身效能建设。推进“提质效促落实”常态化、制度化，进一步

提高办事效率和智能化、集成化服务水平。强化经济运行分析调度。统筹规范督

查考核，持续推进精文减会。

4.21、海南：加快推进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 原文

今后五年，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拓展“承诺制+标准地”为核心的极

简审批。加大向市县、园区放权力度，确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完善以信

用为基础的新型监管机制。推进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建设，总体达

到国内一流水平，用制度和互联网技术，让市场主体和群众依法依规办事不求人。

全面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和业务协同，实现整

体智治、高效协同。完善“互联网+网格”基层治理平台，减负增能提高基层治

理能力。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实施营商环境重要量化指标赶超国内一流计划，开展“领跑行动”“赛马

打擂”，常态化“病例问诊”。推进更多民生和涉企高频事项“一件事一次办”

和“全省通办”“跨省通办”。加大行政审批改备案力度。推进“机器管招投标”

系统建设。“信用+”应用场景拓展到 10 个行业以上。完善智慧金融综合服务平

台，新增小微企业贷款额、企业入驻数均增长 50%。增强惠企政策兑现刚性和可

https://www.hainan.gov.cn/hainan/szfgzbg/202301/d0465d7368334abfa40b7db6b982720c.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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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性。

②以增强谋划力、公信力、执行力和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为重点，加强新

时代机关效能建设，每项工作都要实行“七要件”清单化闭环式管理，以政府工

作效能提升促发展提速。我们要打造服务政府。牢记政府前面“人民”二字，想

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把所有精力都用在让老百姓过好日子上。树立整体

政府理念，加快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办事需

求。

4.22、重庆：以数字化变革引领全面深化改革 原文

今后五年，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以市场主体需求为导向深化改革开放，营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提升城市智能化水平，建设数字政府，培

育数字社会，健全数据管理体制机制，创建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以全域数字化

推动治理模式变革、方式重塑、能力提升。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优化企业服务，落实助企纾困政策和新的减负清单，建好用好“渝快融”

“企业吹哨·部门报到”“一库四联盟”等助企平台，帮助企业解决市场开拓、

项目融资、物流运输、稳岗拓岗等方面实际困难。

②以数字政府建设为牵引，构建多跨协同工作机制，完善高速泛在网络和公

共数据资源管理平台、数字重庆云算力平台、数字重庆算法平台，迭代升级“城

市大脑”，构建协同高效的数字化履职能力体系。坚持行业部门线条主抓和重大

场景块状突破相结合，打造一批精品应用场景，构筑全民畅享的数字生活新图景。

加快构建数据基础制度体系，促进公共数据共享开放和商业数据开发利用，增强

数据安全预警和溯源能力。突出数字化引领、撬动、赋能作用，推动数字化改革

向财税金融等领域延伸，加快形成实质性、突破性、系统性成果。

③扎实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城市建设，抓好世界银行新一轮营商环境评估

和中国营商环境评价，推出更多利企便民改革举措。深化“放管服”改革，推动

“照后减证”和简化审批，建设水电气讯等“一站式”服务平台。恪守契约精神，

带头守信践诺，建设“山城有信”平台。加快国际学校、国际医院、国际社区建

http://www.cq.gov.cn/zwgk/zfxxgkml/zfgzbg/202301/t20230120_11529181.html


数字政府动态

第 30 页 共 37 页

设，完善国际化购物、休闲、娱乐等生活配套设施，持续提升政务环境、市场环

境、法治环境、创新环境和要素保障环境。

④提升城市社区治理能力，健全社区公共服务目录，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

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健全志愿服务体系，关心关爱社区工作者，

提高社区服务质量。促进城市智慧运行，建设市和区县一体化城市运行管理服务

平台，新增数字化城管覆盖面积 60 平方公里，推进智慧社区和数字家庭建设，

丰富交通出行、设施管养、安全监测、社区服务等智慧应用场景。

⑤狠抓政府自身效能建设，注重整体智治、高效协同，优化完善“渝快办”

“渝快政”，推进跨部门数据共享、流程再造、业务协同，打造政令一键智达、

执行一贯到底、监督一屏掌控等数字化协同工作场景。

4.23、四川：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城市社会治理 原文

今后五年，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首要任务，以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以“四化同步、城乡融合、五区共兴”为总抓手，

坚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工作总思路，走出一条把握时代大势、

符合发展规律、体现四川特色、服务国家全局的现代化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

代化四川篇章。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突出双核联动、双圈互动，协同推进 2023 年度 248 个共建双城经济圈重

大项目，务实推动毗邻地区合作平台建设，深化经济区与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

扩大“川渝通办”政务服务事项和便捷生活行动举措。

②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推进全省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建设，

深化“跨省通办”改革，发布川渝“免证办”“一件事一次办”清单。推行数字

化电子发票。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

③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加强基层力量、基础要素、基本能力建设，

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推动社会治理向

“深耕善治”转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实施城乡

社区治理优化提升行动和村级综合服务设施提升工程，创新“五社联动”机制，

https://www.sc.gov.cn/10462/c105962/2023/1/20/00ade04b7fa54c5f81e1e9b895eb7f3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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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提升城乡社区综合服务能力。

4.24、贵州：以企业的获得感、满意度树立“贵人服务”的“好

口碑”原文

今后五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

加快融入新发展格局，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全力实施围绕“四新”主攻

“四化”主战略、实现“四区一高地”主定位，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

改革开放，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经

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贵州高质量发展实现新跨越，奋力谱写多

彩贵州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支持贵阳市等地开展数据资产入表探索。

②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推进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建设，

以“五个通办”为抓手，打造全链条全要素全周期服务的“企业之家”，提升服

务企业服务项目能力水平。

4.25、云南：在激发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上取得新突破 原文

今后五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

结合，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把大抓市场主体作为推进市场化改革的有力

抓手，持续擦亮效率、服务、诚信“三大营商环境品牌”，推动国企敢干、民企

敢闯、外企敢投，让市场主体多起来、活起来、大起来、强起来。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落实“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

②严格落实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推广全国创新试点先进改革举措，推动市场、

创新、政务、法治、人文“五大环境”全面提质，打造标杆州市。加快数字政府

建设，扩大“一件事一次办”“省内通办”“跨省通办”范围，推动服务事项线

上线下同源发布、同步更新、一体化办理。优化惠企政策申报系统，实现政策推

送精准匹配、企业诉求一站直达、普惠政策免申即享。

https://www.guizhou.gov.cn/zwgk/zfgzbg/gzsgzbg/202301/t20230128_78016762.html
https://www.yn.gov.cn/ztgg/2023nynszfgzbgjd/kbg/dz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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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正确处理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机

制，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健全网格化管理、

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

4.26、西藏：在优化营商环境上见真功、求实效 原文

今后五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

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立健全要素和资源市场。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

制度，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深化供销社改革。加快推进国有经济布局

优化和结构调整。推进省以下财政体制改革。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营造公

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推动出台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探索工业用地“交地即交证”“拿地即

开工”模式，推进营业执照智能审批、即办即领。对取消和下放审批事项同步落

实监管责任和措施。完善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推动更多事项网上办、掌上办。

落实《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和自治区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条例，加大减税退

税降费力度，建立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机制，强化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促进民营

经济发展壮大。研究出台流转土地指导意见。加强信用监管，公正文明执法，严

禁干预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切实稳定企业家预期和信心，力争市场主体增长

6.5%以上。

4.27、陕西：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 原文

今后五年，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作用，职责明晰、依法行

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加快建设，行政

效率和公信力显著提升，政务服务基本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维护国家

安全能力持续增强，公共安全体系更加完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日益健全，

本质安全水平不断提升，应急保障能力显著增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持续深化，

基层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基本形成。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协同发力，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快“一

http://yjt.xizang.gov.cn/sitesources/xzajj/page_pc/sylm/zhbd/articlef1f61f80156f4a74ae99f7533d9eaa5b.html
http://www.shaanxi.gov.cn/zfxxgk/zfgzbg/szfgzbg/202301/t20230119_227246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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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事一次办”集成改革，全面实施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推进企业开办标准化

规范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拓展“一网通办”“跨省通办”“帮办代

办”深度广度，完善“陕企通”服务功能，建立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

深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推动“亩均论英

雄”综合改革和“标准地+承诺制”改革走深走实。完善市场准入、公平竞争、

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实施公共信用信息目录制管理，推进产权保护法

治化持续化常态化，加快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②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开展大督查、大接访、大调研活动，

发挥矛盾纠纷化解实战平台和乡镇（街道）信访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推进信访矛

盾源头治理和重复信访化解。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

治理平台，健全基层社会工作服务站网络，推动“无讼社区”建设，持续开展“五

社联动”基层社会治理试点。

③加快推进数字政府建设，优化全省政务云网基础设施，强化政务数据资源

管理体系、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建设，促进政府治理流程优化、模式创新、效率提

升。

4.28、甘肃：倾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 原文

今后五年，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甘肃实践，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

福美好新甘肃这一目标，加快破解“三个不平衡”，努力迈上“五个新台阶”，

着力强化“四个主引擎”，全面完成“十四五”规划，启动实施“十五五”规划，

迈出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步伐。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落实投资项目

信用承诺制，构建公共资源交易“全省一张网”。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完善全省

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全面提升“一网通办”水平，做实“甘快办”特色品牌，

推动更多高频事项“集成办”“异地办”“掌上办”。加快打造诚信甘肃，支持

兰州、张掖、金昌创建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区。

②深化平安甘肃建设，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

https://mp.weixin.qq.com/s/wHfANx4t0xdcfnXgX8OO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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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体系。

4.29、青海：以一流的营商环境引客商、聚人气、赢口碑 原文

今后五年，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优化

营商环境，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和循环，深度融入“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积极

参与“六大经济走廊”，启动建设青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形成内需和外需、进口和出口、招商引资和对外投资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开放新格

局。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深化“放管服”改革，实施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推进“一件事一次办”，

规范涉企收费，恪守契约精神，防范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以一流的营商环境

引客商、聚人气、赢口碑。

②严格落实市场准入“全国一张清单”管理模式，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③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推动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畅通群

众诉求表达、权益保障渠道，提升人民信访工作质效，年内实现县级“一站式”

矛盾纠纷调解中心全覆盖。

4.30、宁夏：加强政务环境建设，靠服务聚人聚财 原文

目标到 2027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新宁夏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五大战

略”深入实施，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乡村全面振兴样板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取得标志性成果，综合竞争力显著增强，新

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全面推进，

现代化框架体系初步形成，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着力实施数字化政务工程，建设全区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中心，打造“一网

通办”升级版，政务服务全程网办率达到 50%以上。着力实施数字化社会工程，

加快环保、交通、金融、文化等领域数字化转型，推动互联网+教育、+医疗健康、

+城乡供水等加快提质增效，力推“互联网+宁夏”全面升级。

http://www.qinghai.gov.cn/zwgk/system/2023/01/20/030008877.s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pGu_L4fn_R_LeClaS8h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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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全面实行行政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力推网上办、

一次办、入户办、免申办、容缺办等服务，最大限度提高办事效率、降低交易成

本。

4.31、新疆：加快构建“数智化”数字政府 原文

今后五年，深入推进改革创新，围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

快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企业发展环境，支持中小

微企业发展；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建设“数字政府”，着力打造市场化法

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在数字政府方面做好以下工作：

①落实数字政府改革建设方案，加快构建“数智化”数字政府，促进政府职

能转变，创新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模式。深入推进“证照分离”改革，落实市场

主体简易注销制度，提高市场主体办事的便利度和可预期性。深入推进“一网通

办”“一件事一次办”“跨省通办”，扩大“不见面”开标、远程异地评标应用

范围。扩大电子保函替代现金缴纳保证金在交易领域广泛应用，进一步提高办事

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大力推进政务信息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互认共享，推

动“新服办”“新企办”移动端 APP 和电子证照、电子签章共享应用系统建设，

切实提升企业、群众办事和服务保障便利化水平。健全完善 12345 政务服务便民

热线运行管理机制，深化“接诉即办”工作机制，提升热线服务效能和群众满意

度。

②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安全监管，推进安

全生产风险专项整治，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

事故。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完善监测预警、灾害防御、协调联动、

抢险救援机制，建设自然灾害综合监测预警系统，全面提升抵御应对自然灾害的

能力和处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能力。加强个人信息保护，加强食品药品安全监

管，严守质量安全底线，全力保障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http://www.xinjiang.gov.cn/xinjiang/xjyw/202301/7cc6e53ea0da40beb436177ed60b2044.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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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热点跟踪

5.1、中国信通院发布《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2022 年）》原文

1 月 10 日，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全球数字治理白皮书（2022 年）》。

该报告在延续以往对全球数字治理核心议题和重要机制进展评估展望的基础上，

首次尝试提出全球数字治理的定义和体系框架，并增加了对数字领域安全议题的

跟踪分析。报告指出，全球数字治理体系面临新形势。一是数字全球化深入推进，

网络覆盖率快速提升，跨境数据流量增速明显，数字平台持续全球扩张，数字服

务贸易额逆势上扬；但数字全球化发展不均衡问题凸显，基础设施鸿沟、平台极

化、服务贸易不均衡仍旧突出。二是数字技术正面效应持续释放，助力产业转型、

社会服务和政府治理；与此同时，对政治安全、经济秩序和社会文化带来的冲击

开始显现，平衡难度加大考验治理能力。三是地缘冲突提升数字安全议程重要性，

各国将数字治理升至战略高度。

5.2、中国信通院发布《大数据白皮书（2022 年）》原文

中国信通院发布《大数据白皮书（2022 年）》。该白皮书显示，我国大数

据产业发展态势好动力足。此次白皮书在前六版的基础上，聚焦过去一年来大数

据领域不断涌现的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分析总结全球和我国大数据发展的

总体态势，并重点针对数据存储与计算、数据管理、数据应用、数据流通、数

据安全五大核心领域，逐一分析、探讨其发展现状、特征、问题和趋势，最后

对我国大数据未来发展进行展望与研判。白皮书显示，我国大数据经过多年高速

发展，产业规模高速增长，创新能力不断增强，生态体系持续优化，市场前景广

受认可，呈现良好发展态势。近一年，我国在政策、人才、资金等方面持续加码，

为大数据后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5.3、大数据技术标准推进委员会发布《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

书（6.0 版）》原文

1 月 4 日，在第五届数据资产管理大会上，《数据资产管理实践白皮书（6.0

版）》正式发布。该白皮书预测，未来，数据资产管理将朝着统一化、专业化、

https://mp.weixin.qq.com/s/OQNQIHBujhKcgRxrl9VkbA
https://mp.weixin.qq.com/s/K1g0LXENK5d0x7aP4M4FvQ
https://mp.weixin.qq.com/s/Nb1OI9gikFJRPMccluU_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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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捷化的方向发展，提高数据资产管理效率，主动赋能业务，推动数据资产安全

有序流通，持续运营数据资产，充分发挥数据资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白皮

书显示，目前，我国数据资产管理发展现状呈现以下五大特点：一是数据资产管

理政策环境持续优化，金融、通信等行业陆续发布数据资产管理相关政策指导文

件；二是 DCMM 结果显示，我国数据资产管理能力整体处于发展初期；三是行业

间数据资产管理能力存在差异；四是领先企业开展数据资产估值探索；五是数据

安全管理日益受到国家和行业的重视。。

5.4、IDC PeerScape：中国数字政府数据安全领导者实践 原文

知名 IT 咨询机构 IDC 发布《IDC PeerScape：中国数字政府数据安全领导者

实践》研究报告，该报告响应《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通

过案例分析，总结数字政府数据安全建设的标杆型实践，为正在开展数据安全规

划、建设的政府部门提供参考借鉴。IDC 观察到，数字政府数据安全建设中，引

入了很多新技术、新模式、新体系。例如，利用云化、服务化实现安全大规模建

设的集约共享，利用工具及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数据梳理及分类分级，利用大数据、

机器学习和用户和实体行为分析（UEBA）技术，对流转中的数据交互进行审计和

稽核，实时感知数据异常和潜在风险。而且，数据安全不等同于网络安全，而是

一个从组织、制度、流程、技术几个维度进行的数据安全治理体系的建设。需要

建设数据安全常态化运营体系，围绕数据资产安全管理、安全策略、风险监测、

事件响应处置等，通过运营提升组织整体的安全能力。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CHC48645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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