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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协调——前提

◆ 坚持全局思维、统一谋划部署、统筹协调推进的数字政府建设机制正在建立健全。

福建省

⚫2001年，成立数字福建建

设领导小组

⚫逐步建立集规划、项目、

资金、评价为一体系的信

息化工作管理体制

宁夏回族自治区

• 成立推进“数字政府”

建设领导小组，统筹全

区数字政府建设，开展

总体规划、政策措施研

究制定

广东省

• 撤并调整信息中心，组建广

东省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

• 成立成数字政府改革建设专

家委，系统谋划，高位推动



统筹协调——前提

◆ 高度重视数据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作用，加强政务数据的统筹管理。

黑龙江

截至2019年11月30日

⚫ 全国3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有22个地区（占比68.8%）明确了政务

数据统筹管理机构

⚫ 28个（占比87.5%）制定了数据资源管理相关制度文件



集约建设——效益

⚫ 建设模式由分散、单一向集约、综合转变，集合人力、物力、财力、管理等生产要素进行统一配置

⚫ 以精益、高效为取向，降低成本、高效管理，推进可持续发展。

3000
政务信息系统
整合共享

◆ 消除3000多个信息孤岛

◆ 发布1700多项数据共享责

任清单和1100多个数据共

享服务接口

◆ 提供在线数据查询核验超

过3.54亿次

◆ 跨部门、跨地区数据共享

交换量超过400亿条次

11

政府网站
集约化试点

◆ 确定北京、吉林、安徽、

山东、湖北、湖南、广东、

广西、重庆、贵州10个省

（区、市）和西藏自治区

拉萨市作为试点地区

14553

政府网站

◆ 全国政府网站数量由2015

年的84094个降至2019年

12月4日的14553个

31+46

政务服务
平台

◆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主体功能

建设完成并上线运行

◆ 初步联通31个省（区、市）

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46个

国务院部门政务服务平台



集约建设——效益

⚫ 上海、浙江、陕西、宁夏等地统筹建设政务云平台

浙江上海

陕西 宁夏

• 2017年建成市、区两级电子政务云平台及若干个

市级云分中心，形成“1+16+N”政务云平台体系

• 目前，电子政务外网联通业务链路达1300多条，

已接入市级单位约1500家，同步覆盖市、区、街

镇、村居四级；电子政务内网已接入市级联网单位

307家，区级联网单位1000余家

• 按照电子政务一朵云总体规划，建设两地三中心（即同城

生产数据中心、灾备中心、异地灾备中心）容灾备份体系，

实现全省计算资源、存储资源、服务支撑、安全保障等基

础设施资源集约共享

• 目前，共75个省级部门的908个系统上云，省级单位新建

信息系统上云率达到100%

• 省电子政务外网实现全省全覆盖，连接省市县乡四级政府

部门8000余家，累计接入政务外网的计算机终端近50万台

• 以“一云二网三平台”为架构，着力构建整体联动，

高效惠民的电子政务体系

• 目前，平台有各类硬件设备3136台，其中物理服务

器702台、虚拟机3406、个存储设备28台（套），

总存储容量1759TB

• 省级平台集中部署了90个省级部门（含下属单位）

的447个业务系统

• 现有四大基础数据库及财政、教育、人社、住建、

卫建等各类应用数据库156个，数据量95TB，沉淀

数据量242TB

• 集中部署全区各级共266家单位的872个应用系统

• 初步实现了政务信息系统和数据的省级大集中

• 新建非涉密应用系统一律在电子政务公共云平台集中

部署，推动已建系统向云平台迁移

• 41家区直部门应用系统集中部署比例近60%



集约建设——效益

北京、吉林、安徽、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成都、拉萨等加快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步伐

北京
• 采取市区两级分建集约化平台的模式，形成了“1+16”的全市集约化架构
• 编制了《北京市政府网站统一信息资源库数据规范》，通过全市政府网站统一信息资源库，对接市区

两级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

贵州
• 2014年率先在全国建设省级统筹、面向全省的中国·贵州政府门户网

站云平台
• 目前，全省60%以上的政府网站已完成迁移，其中门户网站迁移比例

超过80%

成都
• 2016年，按照“管理集约化为统领、平台集约化为支撑、

服务集约化为目标”的思路启动了全市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
工作

• 以全市统一技术平台为支撑，以市政府门户网站为依托，打
造市级、区（市）县、乡镇（街道）、村（社区）“四级一
体”的集约化政务服务体系

• 探索出一条“业务引领、门户统筹、内容共享”的政府网站
集约化实现路径



集约建设——效益

福建省、浙江省、江西省、广东省、贵州省等建成全省政务服务App

整合全省政务服务资源

• 将分散在众多部门的网上办事服务入

口集成到闽政通App，覆盖省、市、

县（区）、乡镇（街道）和社区多级

政府部门、单位

• 整合各部门（行业）行政权力、公共

服务和便民服务资源，统一提供信息

资源的连通和共享

导入可信社会服务资源

• 依托实名制服务入口和信用平台，

授信第三方机构逐步提供交通出

行、求职就业、家政服务等增值

类社会服务

• 逐步扩大服务覆盖范围，强化服

务监管评价，不断满足公众和企

业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服务需求

统一移动互联网服务入口

• 全省政务服务统一入口、统一导航

• 政务服务跨地区、跨层级、跨部门

“一号申请、一次登陆、一网办理”

• 已建接入、新建依托部署：各级各

部门已建政务服务APP，逐步有序

整合到闽政通APP；新增移动互联

网政务服务，依托闽政通APP建设

福建省“闽政通”APP



数据驱动——赋能

交通部、生态环境部、广东、山东、贵阳等推进政府数据向社会开放

交通部

• 开放近7年来全国公路里程、全国内

河航道通航里程、公路客货运输量、

水路客货运输量、水路集装箱运输量、

全国港口吞吐量、轨道交通、城市班

线客运等交通运输行业数据资源

广东

• 覆盖40个省级部门、 21个地市

• 提供数据集4013个

• 开放数据1.472亿条

• 提供219个API数据接口、81个应用

山东

• 覆盖50个省级部门、16个地市

• 提供数据集35312个

• 开放数据8.26亿条

• 提供70518个API接口、42个应用

贵阳

• 覆盖 50个市级部门、13个区县

• 开放数据 1100余万条

• 提供3059个数据集

• 提供 470个API数据接口、19个应用



数据驱动——赋能

贵州、江苏、江西等地健全完善大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支撑“互联网+政务服务”建设深入推进

• 2016年12月共享平台正式运行，实现了全省政务数据资源统一调度

• 上架目录10812个，信息项176073个，资源总数7277个

• 初步形成“上联国家、下通市州、横接厅局”共享交换体系

• 获公安部、人社部等8个部门、32个目录、262个信息项、30个资

源、18个数据接口

• 与国家平台及13个设区市平台实现互联互通

• 累计申请国家部委接口31个，调用1300万次，位居全国首位

• 全省公民信息等4类基础信息调用次数超过700万次

• 省政务数据共享网站480余类共享主题数据累计调用130万次

贵州

江苏



数据驱动——赋能

气象局、上海、贵州、深圳等积极推进数据开发利用，释放数据红利

气象局：支撑科研、探索社会合作

• 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通过网站共享应用气
象数据，气象数据开放支撑科研成果显著增
长

• 与新华网联合打造数据新闻栏目《聊天儿》，
提高公众防灾减灾意识、普及科学知识

上海：建设大数据联合创新实验室

• 重点聚焦金融，医疗，旅游，交通，能源，

城市管理和开放数据等7个领域

• 汇聚产学研用多方主体和数据资源 深圳：开放数据应用创新大赛

• 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提升粤港澳开放水平

• 促进人员、资金、技术和信息等创新要素跨

境流动和区域融通



数据驱动——赋能

南京、仪征、广州越秀、深圳宝安等积极运用数据加强社会治理，辅助决策

仪征市工业企业亩均产出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

• 围绕建立数据归集共享机制、制定数据填报模板、形成评价报

告等方面，实现“全景监测、数据分析、即时管理”

• 汇总工业数据、科学评价企业、加快处置低效用地，有助于淘

汰落后产能、培育壮大新动能

深圳市宝安区依托“块数据+网格化”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 推进“块数据+网格化”深度融合，基于全市统一地址库，实

现数据的源头入块

• 构建面向政务业务需求的新型地理信息平台

• 建立数据共享、业务共建、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模式



以人为本——实用

江苏、广西、青岛、银川、铜陵、苏州、青岛等聚焦群众办事难点问题，疏解办事堵点

1

江苏职业资格考试通

过国家、省、市一体

化共享交换体系，

2019年20.1万考生信

息审核时长从传统10

天缩短到2天，以学历

信息数据多跑路实现

了考生少跑腿、“不

见面”。

江苏 3

在“一门受理”“一

章审批”“一体式服

务”基础上，实现开

办企业一日办结，向

全国开办企业用时最

短迈进，推进从“最

多跑一次”向“群众

零跑路”转变。

银川 4

进一步整合窗口设置、

强化部门协调、优化

流程设置，将不动产

登记办结时限由法定

的30天逐步缩短至2天，

大幅提升政务服务的

惠民水平。

铜陵2

打破部门壁垒，推动

部门数据共享和业务

协同，率先推进基本

医疗保险、大病保险

等 “ 一站式 ” 实时

结算平台，为群众带

来便利。

广西



上海
再造“开办饭店”业务流程，将原来的4张申请表融合为1张，办理时间由原来60个工作日缩

减至12个工作日，跑腿次数由8次减少为1次。

上海、浙江、贵阳、泰州、佛山、深圳南山等打通部门界限、优化业务流程，创新企业集成套餐服务

以人为本——实用

浙江
围绕多部门联合办理的“一件事”通过建立业务协同和数据共享两大模型，积极

推进减事项、减材料、减环节，在增强办事体验、提升群众获得感方面成效显著。

佛山
着眼疏堵点、破难点、优流程、促服务，强化“制度创新”，统一全市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系统和在线监管平台，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整体化、项目申办电子化。



利用新媒体渠道，针对公基金、社保、出

入境等热点民生主题，把需要多部门关联

办理的多个事项集成，经过梳理整合和流

程再造，实现群众少填、少报、少跑的

“一件事一次办”模式。

广东

通过建立统一的用户体系、信用体系、支付体系

作为支撑体系，整合47个局委办数据和应用服务，

提供“一码通城”、数字身份、电子社保卡、南

宁公积金、个人信用、违章查询等100多项便民

服务，真正让智慧城市服务来到市民身边。

南宁

建立“互联网+移动办事”平台，实

现单点登录，一键通办社保、公积金、

交通违章等民生服务，打造“事项最

透明、申报材料最少、审批环节最简、

流程最优、效率最高、服务最佳”的

政务服务标杆城市。

青岛

广东、南宁、青岛等整合部门资源，打造民生集成套餐服务

以人为本——实用



以人为本——实用

跨区域整合资源，实现政务服务跨省联动

浙江、江西省联合推进跨区域数据共享

江西与浙江签署跨省数据共享应用合作协议，两省电子证照库可实现动态调取、实时核验、异地互认，

实名用户可全流程线上办理、线上线下联动办理政务服务事项。两省已选择民生领域高频事项作为跨省

应用试点，实现了身份证等11本证照跨省互认。



应用创新——探索

国家药监局、广东、福建、长沙等积极运用政务App，用户随时随地掌上办

以数据搜索为核心，整合公众、

企业、监管人员关注的有效信息

和服务，开发建设了“E药云搜”

公众版、企业版、监管版，并开

展统一集成管理。

“粤商通”通过系统整合、数据

共享，将分散在各地各部门的

308项涉企服务集成到手机终端

APP，为企业提供贴身便捷服务。

闽政通APP整合便民服务事项25

类超500项，推进省市县高频便民

服务事项网上办理，提供掌上便

民服务，企业和群众可以随时随

地获取所需服务。

03
“我的长沙”一屏汇聚城市各类

服务资源，实现城市服务“全人

群覆盖”“全天候受理”和“一

站式”办理，让市民体验到最便

捷、最高效的服务。

国家药监局

广东省

福建省

长沙市



应用创新——探索

人社部、税务总局、湖南、湖北、沈阳、合肥等打造政务微信及小程序，开展政策宣传、移动服务

围绕税收中心工作，紧跟重点工作部署，围绕减税降费、个人所得税改革、深

化增值税改革等主题，充分运用图文、动漫、动图、H5、微视频、微电影等多

种形式，打造出一批覆盖面广、影响力大、社会效果好的税务新媒体作品。

税务总局

“@沈阳营商”集成了微信小程序和微信公众号两大模块，通过

人脸识别、身份核验，为企业和个人提供“实名”身份验证的

“掌上”实时营商服务，让企业和群众“有事找我”可以“指尖

触达”，进一步增进政企互联的感知度。

沈阳



应用创新——探索

公安部、地震局、四川、成都等加强政务微博运营，引导网络舆论，传递权威声音

@公安部交通安全微发布 发布昆明重病患儿紧急转移北京相关微博，呼吁沿途司机避让，

为患儿争取更多抢救时间，开辟出线上线下共同发声、协同处理的高效办公模式。

公安部

6月17日22时55分，四川宜宾发生6.0级地震，随后发生多次余震。@中国地震台

网速报、@成都发布 等快速反应，在传播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防灾抗灾工作有

条不紊地进行，展现出各部门高效的“应急能力”。

地震局、成都



应用创新——探索

浙江、南京、佛山禅城等利用区块链技术便民惠企

全国首个区块链电子票据平台，实现了

电子票据全过程“上链盖戳”，票据从

生成、传送、储存到使用的全过程留痕

且不可篡改，保证票据的真实性和唯一

性，提高监管效率。

浙江

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了业务相关数据、用户

行为数据以及特征数据的汇聚和整合，形成了

一个支撑450万实名用户的基础区块链，将整

合、优化的高质量数据对外提供服务。

南京

“区块链+工业设计”版权交易平台通

过自助存证、侵权监测、在线取证、一

键出证、维权协助、资产交易等六大功

能，解决当前数字资产确权难、侵权严

重、交易效率低下、取证维权成本高等

问题。

佛山禅城



应用创新——探索

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北京、河北、广西、嘉兴等应用新技术创新服务模式

北京市“一网通查”着力破解政务信息“找不到、找不快、找不准”问题

平台数据覆盖范围包括首都之窗网站全渠道数据，包括网站、新媒体等，同时收录市

政府各相关部门网站数据，实现全市范围政府网站政务信息和服务全网通查。

河北省 5G+智慧政务，助力政务服务“秒办事”

群众不仅可以通过5G手机体验用“冀时办”APP办理各项服务，也可以直接用4G手机通

过WIFI接入5G网络，享受在线申报、预约办事等“指尖办”的便捷服务。

嘉兴市 AR技术读《政府工作报告》，掀全国政务宣传新风向

不仅是宣传方式的创新，更彰显了嘉兴打造智慧城市标杆示范市的决心和信心，“掌上办

事”“刷脸通办”的应用，让嘉兴老百姓切实感受到新技术、黑科技带来的便利。



安全可靠——底线

◆ 坚持“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是安全的保障”，各地方各部门逐步建立健全安全防控体系。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山东

安徽

江
苏

浙江

福建

江西

广东广西

贵州

四川 重
庆

河南

陕

西

山

西

北京

海南

上海

天津

加快落实安全可靠、自主

可控技术体系建设部署

加强制度机制建设，出台数
据安全制度规范，提升数据
安全

基于集约化平台，实现统
一安全标准、统一安全能
力、统一安全运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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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内容

功能完备度

服务体验度

综合保障度

优秀案例

渠道支撑度 24

33

33

10

10

数字政府服务能力
门户网站

政务App 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

聚焦服务成效

聚焦数据质量

聚焦创新探索

1

2

3



评估对象

数字政府
服务能力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部委

省、自治区、直辖市

地级以上省市

区县

省、自治区、直辖市

计划单列市

副省级省会城市

省会城市

部委



省级政府服务能力

档 次 名称

卓越
[95,100)

无

优秀
[85,95)

北京市 上海市 浙江省 福建省 广东省 四川省 贵州省

良好
[75,85)

江苏省 安徽省 江西省 山东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发展
[60,75)

天津市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河南省 重庆市 云南省 陕西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起 步
[0,60)

黑龙江省 西藏自治区 甘肃省 青海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重要城市政府服务能力

档 次 名称

卓越
[95,100)

无

优 秀
[85,95)

福州市 厦门市 青岛市 长沙市 广州市 深圳市 成都市 贵阳市

良 好
[75,85)

太原市 哈尔滨市 南京市 杭州市 宁波市 合肥市

南昌市 济南市 武汉市 南宁市 银川市

发展
[60,75)

石家庄市 沈阳市 大连市 郑州市 海口市 昆明市 西安市

起步
[0,60)

呼和浩特市 长春市 拉萨市 兰州市 西宁市 乌鲁木齐市



优秀政务App主办单位名单

新媒体类别 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名称

优秀政务

App

部 委 司法部 财政部 商务部

省级政府
上海市 江苏省 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广东省 贵州省 云南省

重点城市 杭州市 厦门市 青岛市 深圳市 石家庄市 长沙市



优秀政务微信主办单位名单

新媒体类别 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名称

优秀政务

微信

部 委
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 科技部 司法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省级政府
北京市 上海市 安徽省 福建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重庆市 贵州省 云南省

重点城市
哈尔滨市 宁波市 厦门市 广州市 成都市

合肥市 南昌市 长沙市 贵阳市



优秀政务微博主办单位名单

新媒体类别 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名称

优秀政务

微博

部 委
发展改革委 科技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民政部

卫生健康委 应急管理部 海关总署 知识产权局

省级政府
山西省 辽宁省 江苏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广东省 四川省 贵州省

重点城市
沈阳市 杭州市 宁波市 广州市 深圳市 成都市

石家庄市 合肥市 长沙市 贵阳市 昆明市



部委“十大”优秀创新案例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科技部 科技部政务服务平台

工业和信息化部 以网站为龙头建设融媒体 拓展“互联网+政务服务”渠道

交通运输部 交通运输部网站“交通智数”板块

水利部 聚焦网站“安全、实用”注重保护个人信息安全

商务部 商务部网站一号登录

海关总署 “海关发布”政务新媒体

税务总局 强平台重策划精制作广传播——总局新媒体矩阵建设经验

市场监管总局 征集调查——辅助决策更接地气、更合民意

气象局 统筹规划，集约共享，建设智慧透明的气象政务服务平台

药监局 E药云搜App



省级“十大”优秀创新案例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北京市 北京市政府门户网站“一网通查”搜索服务

江苏省 江苏政务服务网

浙江省 一张身份证通办民生事——浙江省推进数据共享实现民生事项“一证通办”

安徽省 推进共享融通建设整体联动的集约化平台

福建省 福建省政务服务App统一平台（闽政通App）

江西省 “破信息孤岛 推共享应用”行动

湖北省 湖北省政务新媒体管理平台

广西自治区 门户网站IPv6改造

四川省 “互联网+政务服务”新图谱——四川政务服务网的蜕变

贵州省 打造领先的政府网站集约化平台——贵州省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情况



市级“十大”优秀创新案例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青岛市 数开丛生、拥抱大数据时代——青岛公共数据开放网站应用实践

深圳市 深圳市“秒批”服务

厦门市 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i厦门”

哈尔滨市 政府门户网站与政务服务网深度融合

长沙市 “我的长沙”城市移动综合服务平台

成都市 积极推进政务新媒体管理，发挥矩阵宣传效应

贵阳市 不断探索创新、做政府数据开放的引领者和探路者

无锡市 政府网站集约化建设和标准化运维管理

佛山市 政府12345热线人工智能实践

柳州市 龙城市民云App逐步实现柳州智慧城市服务一体化



区县级“十大”优秀创新案例

单位名称 案例名称

青岛崂山区 政府信箱一窗受理一窗办结

深圳罗湖区 “政企服务平台”——打造数据赋能、服务直达的精准服务模式

深圳南山区 线上线下首创“企业设立一站式服务”平台全力推进营商环境改革创新

深圳坪山区 “@坪山”，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深圳盐田区 全方位打造“智慧”门户网站领跑主动服务型网上政府建设

扬州仪征市 打造工业企业亩均产出综合评价大数据系统

武汉江岸区 “民呼我应”信息服务平台

武汉武昌区 实现政务服务“新三办”手机端微服务

佛山禅城区 “区块链+工业设计”版权交易平台

成都都江堰市 开创数据分析智能服务便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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