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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依据GB/T 1.1-2009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湖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湖南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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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引  言 

根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方案》等文件的要求，我

省建设的省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实现各职能部门、政府各部门之间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为解决政务信

息共享交换过程中交换模式、交换技术、交换安全、交换格式、交换管理等规范性问题，本标准的制定

为全省的政务数据交换提供统一的、各领域内共同遵守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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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大数据中心数据交换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信息交换的总体交换框架，模式，交换方法、接口模型、交换格式、交换策略等交换

技术要求，数据交换安全以及交换管理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省直各部门以及市州与省政务大数据中心进行信息交换的建设和日常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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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91.1 信息技术 元数据注册系统(MDR) 第1部分：框架 

GB/T 21062.1-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1部分：总体框架 

GB/T 21062.2-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2部分：技术要求 

GB/T 21062.3-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3部分：数据接口规范 

GB/T 21062.4-2007 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 第4部分：技术管理要求 

GM/T 0054 信息系统密码应用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GB/T 21062.1、GB/T 21062.2、GB/T 21062.3、GB/T 21062.4确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

于本文件。 

3.1  

大数据 

具有体量巨大、来源多样、生成极快、且多变等特征并且难以用传统数据体系结构有效处理的包含

大量数据集的数据。 

注：国际上，大数据的4个特征普遍不加修饰地直接用volume、variety、velocity和variability予以表述，并分别赋予

了它们在大数据语境下的定义： 

a) 体量 volume：构成大数据的数据集的规模； 

b) 多样性 variety：数据可能来自多个数据仓库、数据领域或多种数据类型； 

c) 速度 velocity：单位时间的数据流量； 

d) 多变性 variability：大数据其他特征，即体量、速度和多样性等特征都处于多变状态。 

3.2  

交换 

政务部门间通过政务信息资源交换体系技术支撑环境实现政务信息资源在线传送的过程。 

3.3  

交换节点 

在跨政务部门业务系统中，实现信息资源传送和处理的系统单元。 

示例：前置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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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主数据 

是指满足跨部门业务协同需要的、反映业务实体状态属性的主体对象核心信息。 

3.5  

主数据管理 

是指一整套用于生成和维护主数据的规范、技术和方案，以保证主数据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准确性。 

4 总体交换框架 

本部分规定了基于省云平台和大数据平台的政务信息总体交换框架，具体包括资源源数据通过省政

务数据交换平台汇聚到省云平台上，完成进行信息标准化工作，形成对外应用的主题库，并通过资源目

录管理将政务信息资源进行共享。如图1所示： 

 

图1 政务信息总体交换框架 

a) 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政务外网上的政务信息资源共享门户，包括政务资源目录管理和共享信息

管理； 

1) 政务资源目录管理：提供政务信息资源的目录编辑、管理功能； 

2) 共享信息管理：提供政务服务共享信息的接口管理、资源访问申请、审核等功能，并指派

信息交换系统完成所需的交换工作。 

b) 应用主题库：涵盖了基础信息库以及各种基于应用的主题数据库； 

1) 基础信息库：依据应用的需求，将主数据库中的法人单位和自然人基础信息同步过来并对

外提供应用服务； 

2) 主题库：即依据不同的应用需求，在政务信息标准化的基础上，构建的面向应用的主题数

据库。 

c) 主数据管理：主要是对社会管理的法人和自然人两大主体的主数据实现全生命周期的管理，完

成主数据标准化工作并自动、准确、及时地分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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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大数据平台：即湖南省大数据处理平台，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数据归集、数据治理以及数据服

务开发等能力； 

e) 信息交换：即湖南省政务数据交换平台，主要包括前置设备交换方式、MQ 消息中间件交换方

式以及 Web服务接口的交换方式； 

f) 省直各部门以及国家、市、州的资源源数据通过省政务数据交换平台进行信息交换； 

g) 标准化完成的各部门业务信息可以按照需要交换至省级云平台的主题库，以供信息应用服务； 

h) 主数据管理系统负责对自然人和法人主数据进行实时标准化工作，采用消息中间件以主动推送

信息方式完成信息交换； 

i) 没有实现标准化的各部门业务信息，则在大数据平台结合主数据完成数据治理工作； 

j) 大数据处理平台对外提供的是大数据计算、开发的能力服务，其信息服务通过主题库对外提供； 

k) 所有主动推送（Put）信息的交换方式都通过消息中间件实现；所有主动获取（Pull）信息的交

换方式都通过 Web 服务接口交换方式实现；所有采用前置服务的信息交换方式都通过前置交

换实现。 

5 政务信息共享交换模式 

政务信息共享交换模式分为直通模式、代理模式和服务模式三种，具体见表1： 

表1 政务信息共享交换模式 

模式 内容 

直通模式 
在共享交换平台对资源访问申请完成授权或者根据需要由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完成授权后,资源数据

从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直接传递到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 

代理模式 

在共享交换平台对资源访问申请完成授权或者根据需要由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完成授权后，共享数据

资源提供方将申请所需的数据传递到共享交换平台的信息交换系统并进一步传递给共享数据资源需

求方。 

服务模式 
共享交换平台对资源访问申请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通过授权的访问方式从共享

交换平台获得资源数据。 

注1：政务信息共享交换的直通模式和代理模式用于将政务部门已有政务资源数据在共享交换平台的支撑下提供给共

享数据需求方，共享交换平台不参与共享数据的加工、处理等环节。 

注2：在直通模式下，数据不经过省政务数据交换平台，在代理模式下，数据仅在必要情况下在交换系统中临时缓存，

交换完成后缓存数据即被消除。 

注3：在服务模式下,平台管理方先通过省政务数据交换平台从各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收集共享数据资源,进行数据处

理,构建如政务信息资源基础库、主题库等共享数据,然后再为各个资源需求方提供综合数据服务能力。 

6  交换技术要求 

6.1 交换方法 

6.1.1 消息中间件（MQ）交换 

交换方法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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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消息中间件交换示意图 

a) 适用场景 

适用于在实时性要求很高的情况下，资源提供方向资源需求方或平台管理方主动推送增量数据的情

形，以保障数据及时、安全、准确进行传输。 

b) 流程说明 

1) 系统 A 以增量方式提供数据，将增量数据（包括增删改的数据）发布到消息队列中； 

2) 数据管理平台从消息队列中接收到系统 A提供的数据，并进行标准化处理； 

3) 数据管理平台将接收到系统 A的数据持久化到数据库中； 

4) 数据管理平台将标准化的数据以广播的方式发送到资源需求方的消息队列中； 

5) 资源需求方的系统 B，C，D 从消息队列中接收标准化的数据。 

6.1.2 前置交换 

交换方法如图3所示： 

 

图3 前置交换示意图 

a) 适应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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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在定时、大批量数据交换的情况下，资源提供方通过前置设备，采用文件或数据库表的方式

实现数据交换的情形。 

b) 流程说明 

1) 应用系统 A将需要交换的数据写入共享存储服务器，数据可以是增量，也可以是全量的。 

2) 共享交换平台建立采集任务，设置定时执行策略，通过前置机到共享存储服务器上定时采

集数据，并将采集到的数据写入原始库。 

3) 数据管理平台对前置机采集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写入基础库和主题

库。 

4) 应用系统 B 订阅的数据由共享交换平台通过前置机定时推送订阅的数据到部门共享存储

服务器中。 

6.1.3 Web 服务接口交换 

交换方法如图4所示： 

 

图4 Web 服务交换示意图 

a) 适应场景 

适用于在实时性比较高、小批量数据的情况下，资源使用方通过主动请求的方式获取资源提供方或

平台管理方数据信息的情形。 

b) 流程说明 

1) 资源提供方将提供的信息或功能包装成 Web 服务，然后将其在平台管理方的服务注册中

心，通过平台管理方发布该 Web 服务； 

2) 资源使用方向平台管理方的 Web 服务代理发起服务请求，Web 服务代理根据请求查询服

务注册中心，为请求者提供授权的满足请求的服务；  

3) 平台管理方的 Web 服务代理向资源使用方返回满足条件的 Web 服务描述信息；  

4) 平台管理方的 Web 服务代理将资源使用方请求的服务描述信息发送给 Web 服务提供者，

Web 服务提供者执行相应的 Web 服务，并将服务结果通过代理返回给 Web 服务请求者。 

6.2 接口模型 

6.2.1 数据接口模型 

本部分规定的数据接口模型用于在不同系统间进行信息交换时封装交换信息。数据接口模型由接口

数据信息、数据集组成。接口数据信息是必选元素，元素名称是DataInformation，用来描述交换信息内

容的信息。数据集是必选元素，元素名称是DataSet，用来封装结构化数据。接口模型如图5所示，其中

实线框表示必选元素,虚线框表示可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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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数据接口模型示意图 

6.2.2 接口数据信息结构 

6.2.2.1 概述 

接口数据信息结构由信息资源显示名称、信息资源来源部门、信息资源来源IP地址、信息资源发送

时间、记录数5个元素组成。 

6.2.2.2 信息资源显示名称 

元素名称：DisplayName 

说明：信息资源用于显示的名称，可以采用政务信息资源的常用名称。该元素为必选元素。 

示例：法人基本信息等。 

6.2.2.3 信息资源来源部门 

元素名称：From 

说明：提供信息资源的部门，采用信息提供部门的组织机构代码进行标识。该元素为必选的元素。 

6.2.2.4 信息资源来源 IP 地址 

元素名称：IPAddress 

说明：提供信息资源服务器的IP地址。该元素为可选元素。 

6.2.2.5 信息资源发送时间 

元素名称：DataTime 

说明：信息资源从来源部门发送的时间，格式为年月日时分秒（YYYYMMDDhhmmss）。该元素

为可选元素。 

6.2.2.6 记录数目 

元素名称：RecordNumber 

说明：表示文件中数据集的记录数。该元素为可选元素。 

6.2.3 数据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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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1 概述 

数据集用来封装格式化数据。数据集由一个或多个数据记录组成，并对每个记录的增、删、改等操

作类型进行标识。 

6.2.3.2 操作类型 

元素名称：OptionType 

说明：表示记录中的信息资源操作类别，“1”表示新增的数据，“2”表示删除的数据，“3”表

示更新的数据。该元素为可选元素。 

6.2.3.3 数据记录 

元素名称：RecordData 

说明：组成数据集的基本单位，表示一条记录。数据记录由一个或多个数据项组成。 

示例：关系数据库表的一行，或电子表格的一行。 

6.2.3.4 数据项 

元素名称：UnitData 

说明：组成数据记录的基本单位。数据项由数据项标识符、数据项名称和数据项值3个元素组成。 

a) 数据项标识符 

元素名称：IDName 

说明：数据项的标识符。与数据结构中的某个数据项对应。 

b) 数据项名称 

元素名称：DisplayName 

说明：数据项的名称。 

c) 数据项值 

元素名称：Value 

说明：数据项的值。对于二进制类型的数值应首先采用BASE64编码。 

6.3 交换格式 

6.3.1 XML 文件格式 

按照数据接口模型构建的XML文件格式见附录A。 

6.3.2 JSON 文件格式 

按照数据接口模型构建的JSON文件格式见附录B。 

6.3.3 资源文件交换 

通过文件交换的方式实现信息共享,适用于非结构化资源或更新频率比较缓慢的结构化资源的共享

交换。 

6.3.4 数据库表格式 

6.3.4.1 建库要求 

建库及命名：按各部门分别建库，每个部门的表保存在其相应的前置数据库(用户)中，数据库分为

接入库和增量库。数据库命名为部门名称全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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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户创建：创建两个用户，一个可修改查询，一个只能查询。 

6.3.4.2 建表要求 

表名称宜保留原部门提供的表名称，若各部门中存在有多个子系统的情况，则表名称前增加前缀。

因此表名称由两部分组成，以下划线连接，如:表前缀_表名。 

表前缀用来标识子系统（若部门无明确子系统划分，则用信息中心代替，即xxzx，命名规则为子系

统或部门首字母缩写组合。 

示例：房产局的"开发商项目关系表"对应的表名为"xxzx_kfsxmgxb"。 

表名称原则上采用各部门原有表的命名，如果有些表是中心自行创建，则表命名采用该表中文名称

的拼音首字母组合。 

表名部分如果该表有英文或拼音表名，则采用原表表名；如果该表为中文名称，则采用该表中文名

称的拼音首字母组合。 

6.4 交换策略 

6.4.1 概述 

共享交换平台提供全量交换、增量交换两种交换策略。 

6.4.2 全量交换 

是指共享交换平台一次性将数据库表中的所有数据交换到目标节点的交换方式。 

注1：全量交换的优点是交换效率较高，缺点是不能很好的处理增量数据。 

注2：全量交换适用于低频率（天、周、月）的，对数据变更时效性不敏感的交换场景。 

注3：要求业务库表应有主键标识。 

6.4.3 增量交换 

是指共享交换平台周期性从数据库表中获取增量数据并交换到目标节点的交换方式。 

注1：增量交换的优点是即时交换、增量处理，缺点是需要依据业务场景配置相应的交换策略。 

注2：增量交换适用于高频率（秒、分）的、对数据变更时效性敏感的交换场景。 

增量交换主要有时间戳交换、日志增量交换两种方式： 

a) 时间戳交换 

是指共享交换平台根据业务数据的时间戳变化获取增量数据并将增量数据交换到目标节点的交换

方式。在每次交换触发时，交换系统根据上一次交换结束时记录的数据最新时间戳和数据库时间戳字段

进行比对筛选数据，获取上次交换之后的增量数据进行交换，同时交换结束后，记录本次交换获取的数

据最新时间戳。 

注：时间戳交换的优点是交换效率高，对前置库性能影响小，缺点是不能对删除或者修改操作的数据进行交换，同

时要求业务表必须存在一个时间戳字段，业务系统每次操作数据要更新该字段时间戳为最新时间。 

b) 日志增量交换 

是指共享交换平台根据业务系统的日志变化提取增量变化数据并将增量数据交换到目标节点的交

换方式。 

注：日志增量交换的优点是交换效率高，对前置库性能影响小。日志增量交换可以避免重复的冗余的数据同步工作，

配合作业周期调度功能，可以实现每次只同步本轮周期内变化的数据，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资源和带宽资源。 

7 数据交换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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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共享数据准备安全要求 

7.1.1 共享数据归集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在归集共享数据过程中应采用身份鉴别、数据源认证等安全机制保障共享数据

来源的真实性。 

7.1.2 数据分级分类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对数据进行分级分类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按照政务信息资源分级分类相关要求对共享数据分级分类并进行标记,根据标记可对数据安

全等级进行识别,并保留标记记录； 

b) 应按照数据级别确定并实施所必要的安全管理策略和保障措施； 

c) 应对共享数据分级分类的变更进行记录,并通知相关数据资源需求方； 

d) 应按照数据级别明确资源需求方对共享数据的使用权限。 

7.1.3 资源目录管理 

7.1.3.1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使用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提供的服务对资源目录进行管理，安全要求包

括但不限于： 

a) 应按照数据类别或主题形成数据资源目录； 

b) 应定义资源目录对应数据资源的内容、安全分级与共享方式； 

c) 应对资源目录发布进行审核,检查资源目录的规范性、准确性； 

d) 应对可共享资源建立相应的安全管理策略，保障敏感数据在共享过程中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e) 应对资源目录共享类型变更、目录迁移等操作进行授权审计。 

7.1.3.2 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提供的资源目录管理服务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在资源目录发布过程中,应对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进行身份签别； 

b) 应对资源目录发布过程进行详细记录,包括发布日期和时间、发布人、审批人、发布资源详细

内容等； 

c) 应保证资源目录在传输过程中信息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7.1.4 共享数据维护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在维护共享数据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对共享数据进行质量控制，建立并落实数据质量控制机制，保障所提供的共享数据与本部门

原始数据的一致性； 

b) 应对敏感数据采用符合 GM/T 0054 等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数据加密方式与密码算法进行加密

存储保护； 

c) 应对数据存储环境进行分域分设计、数据分域分级存储； 

d)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在维护共享数据过程中应支持共享数更新和失效数据召回。 

7.2 共享数据交换安全要求 

7.2.1 用户管理 

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对政务信息共享交换涉及用户进行管理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支持对用户进行三权分立管理，设立管理角色、审计角色及操作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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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应根据业务需求、管理范围、组织架构等设立访问控制策略,建立完整的用户管理机制,能够统

一设立、统一注销、统一鉴别、统一授权、集中鉴权、集中审计； 

c) 基于应用和数据安全，应建立用户账号设立、注销、鉴别、鉴权、授权、审计的制度和方法； 

d) 应实时将监测到的用户行为和数据、权限、岗位等进行相关性分析； 

e) 应能实现对特定数据的所属主体用户、访问客体用户进行实时授权和取消授权的管理方式； 

f) 应支持基于角色的用户分组，并支持对用户组的整体管理能力。 

7.2.2 授权管理 

共享交换过程中涉及的授权方(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

于： 

a) 应提供针对用户访问权限、数据操作权限、应用访问数据权限等维度的授权管理机制； 

b) 应支持基于数据分级分类的多级授权和操作监管； 

c) 应对权限范围外的数据、应用的尝试操作提出告警； 

d) 应支持资源文件、库表、接口等各共享方式上不同粒度的权限控制； 

e) 资源目录发布、共享数据发布、共享数据申请以及共享数据申请审核应获得授权,明确授权目

的和范围，保留授权记录，并遵照授权执行； 

f) 应遵循数据共享最小化原则,仅授权对业务必需的数据共享申请； 

g) 应检查有条件共享数据的使用请求符合规定条件； 

h) 应可设定授权的有效期并定期检查授权的有效性； 

i) 应根据安全策略，生成共享数据访问授权凭证、安全配置信息，并将这些信息安全分发到信息

交换系统。 

7.2.3 数据导出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在数据导出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数据脱敏。应对敏感数据进行脱敏。并对相应的操作进行记录； 

b) 数据加密。在数据导出过程中对敏感数据可采用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数据加密方式与密码

算法进行加密保护后再导出； 

c) 数据标记。在数据导出过程中应对敏感数据标记使用方使用数据的权限； 

d) 安全策略检查。在数据导出过程中应建立检查机制,保障共享数据配置的安全策略的正确实施。 

7.2.4 数据交换 

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在数据交换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事务标识。在数据交换过程中应对每次数据交换指定具有唯一性的交换事务标识； 

b) 身份鉴别。应对数据交换两端进行用户身份鉴别或设备认证； 

c) 访问控制。应检查对使用方数据交换操作的授权,并执行访问控制，宜自动监视和控制远程访

问会话； 

d) 安全传输。应保证通信过程中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定期检查或评估数据传输的安全性和可

靠性； 

e) 操作抗抵赖。在交换敏感数据时，应由数据资源提供方对发出数据和时间戳进行数字签名，数

据资源需求方应校验数据资源提供方数字签名的合法性，对接收到的数据进行确认； 

f) 过程追溯。应跟踪和记录数据交换过程，记录敏感数据流转的全过程及异常访问追溯结果； 数

据交换记录日志应保存 6个月以上，并保证敏感数据交换记录日志的保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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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级联接口安全。应采用密码技术对共享交换系统间的级联接口进行安全防护,保障通过级联接

口传递的数据的保密性和完整性。 

7.2.5 数据导入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在共享数据导入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故障保护。应具有数据导入过程保护和回退机制，并具有数据自动加载的故障恢复能力； 

b) 数据质量控制。应检验数据的质量，定义数据源质量评价条件并评价数据获取质量； 

c) 数据分责。应对所获取的共享数据进行梳理，按照数据资源提供方对共享数据的分级分类建立

数据资产清单，标记数据资产的责任主体。 

7.3 共享数据使用安全要求 

7.3.1 数据处理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在对共享数据使用过程中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身份鉴别。应对访问数据处理系统、服务器操作系统、数据库系统、备份系统的管理员进行身

份鉴别； 

b) 访问控制。应针对服务器系统、数据库系统等重要系统设置用户访问控制策略。阻断对数据、

应用、系统等的任何非授权访问，提出告警、并记录审计日志； 

c) 授权管理安全。应明确授权目的和范围，保留授权记录，并遵照授权执行；并采用技术手段防

止数据受到未授权的使用，对敏感数据的使用应经过二次授权； 

d) 数据脱敏。对数据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敏感数据应进行数据脱敏，并建立对敏感数据脱敏有效性

的评价机制； 

e) 数据加密。对共享数据处理过程中应建立云环境下适合共享数据业务的加密数据透明处理能力； 

f) 数据防泄露。按数据分级分类预先对每类数据设置访问策略、传播策略和传播范围等； 

g) 分布处理安全。应具有数据分布式处理每个计算节点和用户安全属性的周期性确认能力，建立

分布式处理过程中不同数据副本节点的更新检测机制,实现结点数据拷贝的一致性； 

h) 数据处理溯源。应支持溯源数据的采集和存储，对关键溯源数据进行备份，并采取安全措施对

溯源数据进行保护； 

i) 数据分析安全。对共享数据处理过程中应提供有效的网络安全分析和数据安全分析算法或工具，

如恶意代码检测、网络取证分析、异常流量监测、安全情报分析、用户行为分析等； 

j) 安全审计。应对数据使用及处理全过程进行安全审计；对数据库日志，系统日志全面进行审计； 

应具备跟踪和记录数据集成、分发等能力，以支持数据溯源。 

7.3.2 数据存储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在对共享数据存储过程中存储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对数据存储环境进行分域分级设计，设置存储机制将数据分域分级存储，并建立数据冗余一

致性控制策略； 

b) 应对不同数据类型、不同数据容量和不同数据用户采取数据防护措施； 

c) 应对涉及敏感数据采取加密措施储存，根据需求对数据库选择加密方式和分级加密； 

d) 应对数据存储过程的身份鉴别、策略管理、备份作业、恢复作业等事件，以及管理和用户的各

类操作进行安全审计。 

7.3.3 数据备份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应对共享数据备份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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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制定数据的备份策略,敏感数据备份时应进行加密,同时应具备验证备份数据可用性的能力； 

b) 采用不同方式按国家法律规定期限保存； 

c) 设置数据恢复策略，在数据恢复过程中应进行数据完整性校验。 

7.3.4 数据销毁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对共享数据销毁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应建立符合数据销毁策略和管理制度的销毁审批机制,记录审批操作过程； 

b) 应在销毁审批后以不可逆方式销毁数据内容； 

c) 应对数据销毁处理过程相关的操作进行记录，以满足安全审计的要求。 

7.3.5 数据使用监管 

在共享数据使用过程中，各方对数据使用监管的安全要求包括但不限于： 

a) 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应基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对数据使用和分析处理的相关要求建立数据使

用监管机制，约束数据资源需求方对共享数据的正当使用； 

b)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应对共享数据使用行为进行记录,并按照约定的数据使用规则进行行为模

型或策略模型等匹配检查,对异常使用进行告警； 

c) 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应建立数据使用反馈机制,对数据资产变化、访问行为、数据流向、数据

敏感程度变化向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或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进行反馈； 

d) 共享数据平台管理方应对接收的共享数据资源需求方的数据使用监管反馈进行统计分析，对异

常使用进行告警，并通过适当机制向共享数据资源提供方进行通知。 

8 交换管理要求 

8.1 交换管理支撑环境 

根据资源供求关系分为资源提供方、资源需求方、平台管理方。资源提供方主要是指提供资源的各

部门；资源需求方主要是指需要获取资源的各部门；平台管理方主要是指管理数据平台，负责数据交换

总协调的部门。 

按照用户类型的不同，平台管理可配置系统管理员、运营管理员、资源管理员、普通用户四类角色，

也可根据需要配置其他常用角色类型。 

根据用户的业务需要，按照最小原则，配置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对应不同的访问权限。 

8.2 管理角色的职责 

8.2.1 资源提供方 

资源提供方的职责包括: 

a) 负责本单位（部门）的政务信息目录的梳理，保障目录更新； 

b) 负责本部门用于交换的政务数据信息资源的组织与管理,并负责信息更新，保障本单位发布的

信息资源及时、准确； 

c) 配合平台管理方与资源提供方协商确定信息共享的具体内容、条件、方式、频率； 

d) 对本部门的政务数据交换内容设置相应的使用授权； 

e) 负责对部门业务信息库及部门前置交换子系统的管理维护； 

f) 在平台管理方的指导下完成资源优化等其它相关工作。 

8.2.2 资源需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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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需求方的职责包括： 

a) 负责按要求提交资源需求方案； 

b) 配合平台管理方与资源提供方协商确定信息共享的具体内容、条件、方式、频率； 

c) 对部门业务应用系统及部门前置交换子系统硬件与系统软件、共享信息库进行管理维护； 

d) 对于交换与共享获得的信息内容在授权范围内进行使用，保障信息资源按要求合理合规使用； 

e) 根据有关文件或具体实际情况，在平台管理方的指导下完成其它相关工作。 

8.2.3 平台管理方 

平台管理方的职责包括： 

a) 负责数据平台建设运维，保障平台平稳运行； 

1) 负责交换域中各前置交换子系统的管理维护； 

2) 负责对信息交换流程进行规划、配置及部署； 

3) 负责对信息交换流程实施日常管理及监控维护； 

4) 负责对各前置交换子系统的交换内容设置及管理进行授权； 

5) 负责保证信息交换系统的安全,确保交换数据信息在授权的范围内交换共享。 

b) 制定相关规范和标准； 

c) 组织并指导资源供需双方协商，根据协商结果制定信息交换流程，并进行配置、部署； 

d) 对资源交换的准确性、稳定性等指标进行实时监测，及时传达上级要求，并对多有关情况进行

定期通报。 

8.2.4 平台管理方配置角色 

8.2.4.1 系统管理员 

a) 角色职责。负责平台日常业务运营，包括采集任务的编排、执行、修改、删除、清洗、融合、

治理监控等任务。 

b) 用户权限。包括系统管理、用户管理、角色管理、权限管理、机构管理。 

8.2.4.2 运营管理员 

a) 角色职责。负责平台日常业务运营，包括采集任务的编排、执行、修改、删除、清洗、融合、

治理监控等任务。 

b) 用户权限。包括 ETL 采集任务编排、采集任务管理、清洗融合任务编排、清洗融合任务管理、

治理监控任务管理、资源目录代发布、资源目录代布代审。  

8.2.4.3 资源管理员 

a) 角色职责。负责本部门资源目录的管理、资源目录的发布、发布审核、资源目录的订阅审核、

物理数据的拷贝等任务。 

b) 用户权限。包括业务事项管理、业务系统信息管理、资源目录信息管理、资源目录发布、资源

目录发布审核、资源目录订阅审核。 

8.2.4.4 普通用户 

a) 角色职责。根据业务应用需要，查看平台发布的资源目录、订阅所需资源目录、获取或下载订

阅审批通过后的订阅数据。 

b) 用户权限。包括目录查看、目录订阅、订阅数据查看、订阅数据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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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数据接口规范 XML Schema 

<?xml version="1.0" encoding="utf-8"?> 

<xs:schema xmlns="" xmlns:xs="http://www.w3.org/2001/XMLSchema" 

xmlns:msdata="urn:schemas-microsoft-com:xml-msdata" id="DataSchema"> 

 <xs:element name="DataSchema" msdata:IsDataSet="true" msdata:Locale="en-US">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DataInformation">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DisplayName" type="xs:string" minOccurs="1"/> 

       <xs:element name="From" type="xs:string" minOccurs="1"/> 

       <xs:element name="IPAddress"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element name="DateTime"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element name="RecordNumber"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element name="DataSet">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RecordData" minOccurs="1" maxOccurs="unbounded">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OptionType" type="xs:string" minOccurs="0"/> 

          <xs:element name="UnitData" maxOccurs="unbounded"> 

           <xs:complexType> 

            <xs:sequence> 

             <xs:element name="IDName" type="xs:string" minOccurs="1"/> 

             <xs:element name="DisplayName" type="xs:string" minOccurs="1"/> 

             <xs:element name="Value" type="xs:string" minOccurs="1"/>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sequ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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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sequence> 

  </xs:complexType> 

 </xs:element> 

</xs:sche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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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数据接口规范 JSON Schema 

{ 

  "DataInfomation": { 

    "DisplayName": "", 

    "From": "", 

    "IPAddress": "", 

    "DateTime": "", 

    "RecordNumber": "" 

  }, 

  "DataSet": [ 

    { 

      "OptionType": "", 

      "RecordData": [ 

        { 

          "IdName": "", 

          "DisplayName": "", 

          "Value": "" 

        }, 

        { 

          "IdName": "", 

          "DisplayName": "", 

          "Value": "" 

        }, 

        { 

          "IdName": "", 

          "DisplayName": "", 

          "Value": "" 

        } 

…… 

      ] 

     }, 

    { 

      "OptionType": "", 

      "RecordData": [ 

        { 

          "IdName": "", 

          "DisplayName": "", 

          "Val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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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IdName": "", 

          "DisplayName": "", 

          "Value": "" 

        }, 

        { 

          "IdName": "", 

          "DisplayName": "", 

          "Value":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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