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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起

　 　 内容提要:为适应当代大数据技术环境的新变化ꎬ欧盟针对自身在全球开放政府数

据(ＯＧＤ)运动中的位置ꎬ根据 ＯＧＤ 的基本理念和原则ꎬ通过系统科学的顶层设计制定了

切实可行的 ＯＧＤ 实施框架ꎮ 与此同时ꎬ欧盟落实了相关的机制设施和法律保障制度ꎬ并

将其 ＯＧＤ 运动纳入到欧盟整体大数据战略之中ꎮ 此外ꎬ欧盟为应对自身在 ＯＧＤ 运动中

出现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ꎬ提出了战略性的措施ꎮ 上述欧盟 ＯＧＤ 运动涉及的概念、原

则、机制、问题和应对策略等内容ꎬ将为中国在大数据条件下推进 ＯＧＤ 工作提供有益的

启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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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随着全球网络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ꎬ信息总量、种类以及所需存储空间越来越多ꎬ
传统数据存储、处理和利用方式远远无法适应发展需求ꎮ 国际数据公司 ＩＤＣ 的监测

统计ꎬ全球数据以每两年翻一番的速度增长ꎬ预计到 ２０２０ 年全球数据总量将达到

４０ＺＢꎬ①而到 ２０２０ 年ꎬ人均数据预计将达 ５２４７ＧＢꎮ② 麦肯锡管理咨询公司将如此大量

的数据规模视为构成“创新、竞争和生产率的下一个前沿”ꎮ③ 在此意义上ꎬ大数据可

谓一种用标准 ＩＴ 技术无法获取的在合理时段内采集、处理、分析和可视化( ｖｉｓｕａｌ￣

①
②
③

ＺＢ(Ｚｅｔｔａｂｙｔ)是计算机数据存储计量单位ꎬ通常指十万亿亿字节ꎮ
马建光、姜巍:“大数据的概念、特征及其应用”ꎬ«国防科技»２０１３ 年第 ２ 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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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ｚｅ)①潜在海量数据集的应用技术ꎬ同这种应用技术有关的平台、工具和软件统称为

“大数据技术”ꎮ② 大数据不仅是人们获得新知识、创造新价值的源泉ꎬ而且是一种改

变“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ꎮ③

当全球进入到大数据时代ꎬ许多国家的政府和公共部门已成为本国最大的数据资

源产出者和持有人ꎮ 作为“大规模数据的原始采集者”④的政府或公共信息部门ꎬ同时

负有向公众开放数据资源、提供信息服务并接受公众监督的责任ꎮ 于是ꎬ开放政府数

据(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ꎬＯＧＤ)在大数据条件下就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必然形式ꎮ 它

意味着要激活沉睡的数据ꎬ从而产生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为社会和商业活动提供关

键数据资源ꎬ以此为基础创新信息技术应用和相关服务ꎬ进而推出新商业模式ꎻ强化政

府透明度和问责制ꎬ推动社会民主治理ꎻ公共部门之间可共享彼此掌握的数据资源ꎬ挖
掘自身数据的再利用价值ꎬ并通过公众反馈获得改进ꎬ等等ꎮ 总之ꎬ如果政府部门囿于

传统信息公开思维ꎬ没有充分开放公共部门持有的大数据资源ꎬ那么这些资源就无法

转变为对社会有益的“资产”ꎮ 并且ꎬ开放政府数据也有利于社会各领域之间的数据

资源整合ꎬ实现信息共享ꎬ形成规模化的数字经济ꎮ 诚然ꎬ当代有研究发现政府部门因

其处于“获取数据中的特殊地位”而“在数据使用上往往效率很低”⑤ꎬ这造成公共部

门信息(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ＰＳＩ)的潜在价值难以充分利用ꎮ 随着公众要求访问

和利用政府数据的呼声日益高涨ꎬ如何能满足他们对政府开放数据的需求ꎬ以及如何

通过顶层设计、合理开放政府数据以挖掘其潜力ꎬ已成为当代政府部门亟待回应的重

大问题ꎮ
本文试图以大数据时代为参照背景ꎬ聚焦方兴未艾的欧盟开放政府数据运动

(ＯＧＤ)的基本情况ꎬ即在勾勒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的基本理念、原则、意义的基础上ꎬ对
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顶层设计框架、现有机制设施以及现存问题和应对策略等进行归纳

分析ꎮ 文章结构铺陈为以下四部分:首先ꎬ简要分析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背景、基本概念

和原则意义等ꎻ其次ꎬ梳理勾勒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顶层设计框架和相应的机制ꎻ再次ꎬ归
纳总结欧盟 ＯＧＤ 实践过程中遇到的相关问题和应对策略ꎻ最后是对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

反思和启示ꎮ

７６　 欧盟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理念、机制和问题应对

①

②
③

④
⑤

可视化数据集(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ｅ ｄａｔａｓｅｔｓ)或“数据可视化”ꎬ指将大型数据集中的数据以图形图像形式表示ꎬ并利
用数据分析和开发工具发现其中未知信息的处理过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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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ꎬ第 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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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的理念、原则和实践意义

(一)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的理念

１. ＯＧＤ 和 ＲＴＩ 运动的简要比较

从相关的国际实践来看ꎬ开放政府数据(ＯＧＤ)并非是唯一的推动公共机构开放

信息、文件和数据集的公民社会运动ꎮ 与 ＯＧＤ 相比ꎬ当代的知情权或信息权(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或简称 ＲＴＩ)运动ꎬ是从人权的视角出发来促进实现公众访问信息的权利ꎮ
而开放政府数据(ＯＧＤ)运动在其内在驱动力上增加了鲜明的“经济利益”维度ꎬ主要

利用社会经济发展的理由来鼓励开放政府数据ꎮ 换而言之ꎬ开放政府数据(ＯＧＤ)有
利于实现更具社会包容性的服务和更具参与性的民主制度ꎬ通过创造条件向公众开放

信息而广泛惠及社会ꎬ刺激经济增长ꎬ尤其是通过允许第三方(如个人、私企、民间社

会组织)利用公共数据来实现产品和服务的创新ꎮ①

客观而言ꎬ上述两种运动有着重要的联系ꎬ均旨在增加政府透明度ꎬ使社会成员可

以享受公共部门产生和收集的信息所具有的内在的社会及经济价值ꎮ 但是ꎬ两种运动

各自具有不同的关注点和目标优先顺序ꎬ并且在各自采纳的方法路径和战略上存在着

差异ꎮ 其中一个主要区别在于 ＲＴＩ 运动将重点放在访问通常以文件格式存贮的定性

和定量信息上ꎬ而 ＯＧＤ 运动主张聚焦政府持有的数据库ꎬ并且关注那些因访问数据、
利用和再利用数据库带来的技术和法律问题ꎮ 因此ꎬ不同于 ＲＴＩ 运动将信息公开重

心置于公共机构回应公众信息申请的义务上ꎬＯＧＤ 运动强调在准许再利用条件下ꎬ主
动按一定格式向公众释放海量信息ꎮ②

毋庸置疑ꎬＲＴＩ 和 ＯＧＤ 两类运动正在相互促进、快速成长中ꎮ 尤其是随着 ＲＴＩ 运
动的不断发展ꎬ公共部门越来越多地通过主动披露手段使全社会成员享有知情权ꎬ而
不只是通过个人填报信息公开申请的方式ꎬ这意味效率取向更受到关注ꎮ 通过主动公

开政府数据ꎬ公共部门可以削减因申请公开信息的程序造成的负担ꎬ并能改善信息管

理和信息流ꎮ
然而ꎬＯＧＤ 和 ＲＴＩ 运动各自的议程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发展的ꎬ甚至时有

“冲突发生”ꎮ 例如ꎬ英国和荷兰在开放政府数据的过程中是领跑者ꎬ但它们对 ＲＴＩ 的
态度远没有那么高的热情ꎮ 在荷兰ꎬ一项修订信息自由立法的提案须由内政部长提

交ꎬ这使得政府官员更容易拒绝“不合理”的信息申请ꎬ因为他们可能要耗费精力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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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这些信息公开申请ꎮ 但与此同时ꎬ他们通过在 ＡＰＰｓ① 上使用政府信息而促进开放

政府数据ꎮ② 在英国ꎬ政府出版了政府开放数据白皮书ꎬ致力于支持开放政府数据ꎬ但
同时仍质询«信息自由法案»的功能ꎮ③ 于是ꎬ该法案在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变更为«信息保护

法案»(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Ａｃｔ)ꎬ即由于受到 ＯＧＤ 理念的影响ꎬ该法案现在包含了一种

“数据权利”(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ｄａｔａ)ꎮ 在该法案下依申请公开的数据ꎬ应当提供一种可被再利

用的格式(可机读格式)ꎮ④

总之ꎬＯＧＤ 并非要取代 ＲＴＩꎬ两类运动应被视为相互补充ꎬ二者之间的互动合作将

集合 ＲＴＩ 运动的权利本位(ｒｉｇｈｔｓ－ｂａｓｅｄ)路线的广泛经验和 ＯＧＤ 运动的技术能力与

媒体意识ꎮ
２.开放政府数据的基本概念

ＯＧＤ 运动在理念层面上涉及“开放数据(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公共部门信息(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和“大数据(Ｂｉｇ Ｄａｔａ)”三个基本概念:

(１)“开放数据”概念

在私营部门和市场经济领域中受到强烈支持的开放数据概念也被公共部门采纳ꎬ
并且唤起了 ＯＧＤ 运动ꎮ “开放数据”的定义ꎬ可适用于原始的和处理过程格式的数据ꎬ
并且聚焦数据公开和再利用问题ꎮ⑤ 在此基础上ꎬＯＧＤ 的主要元素通常定义为以下两

点: 一是“政府数据” (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ꎬ即任何由公共机构产生或受委托( ｃｏｍｍｉｓ￣
ｓｉｏｎｅｄ)管理的数据和信息ꎬ或是对所有产生于政府内部或外部ꎬ并对政府活动、公共

事务和公众生活产生影响、有意义的数据资源的统称ꎻ二是“开放数据”ꎬ即数据能被

任何人自由地加以利用、再利用和分配ꎬ只受制于用户认为属于数据的和使他们工作

得以共享的需求ꎮ⑥

具体言之ꎬ公共数据集包括以下内容:ａ.商业信息(含商会和公务信息)ꎬ包括注

册、专利、商标以及公共数据库ꎻｂ.地理信息ꎬ包括地址信息、航空照片、建筑物、地籍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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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Ｐｓ 指移动设备软件上的应用程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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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５.

实际上ꎬ关于“什么构成了政府数据集”仍是一个开放性的讨论ꎬ对 ＯＧＤ 内容的理解也不尽相同ꎮ 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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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ｃａｄａｓｔ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大地测量控制网络(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地理水纹数据和地形

测量信息ꎻｃ.司法信息ꎬ包括国内裁决、外国和国际法庭以及国家的立法和条约ꎻｄ.气
象信息ꎬ包括气候数据集合模型以及天气预报等ꎻｅ.社会数据ꎬ包括各种类型的经济

学、就业、健康、人口和公共管理的统计数据ꎻ ｆ.交通信息ꎬ包括交通堵塞、道路施工、公
共运输和机动车注册等ꎮ 此外ꎬ具有潜在应用价值的数据种类还包括:ｇ.文化数据ꎬ或
关于文化工作和文物的数据ꎬ包括标题、作者ꎬ以及通常由画廊、图书馆、档案和博物馆

收集和持有的数据等ꎻｈ.科学数据ꎬ包括从天文学到动物学的科学研究产生的数据ꎻｉ.
金融数据ꎬ包括作为政府账户(支出和税收)以及金融市场信息(证券、股份、债券等)
的数据ꎻｊ.统计数据ꎬ包括统计机构产生的如人口普查和关键社会经济指数等的数据ꎻ
ｋ.环境数据ꎬ如关于诸如污染物和污染程度等数据ꎮ①

(２)“公共部门信息(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ＰＳＩ)”概念

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提出“加强获取和更有效地利用公共部门信息

(ＰＳＩ)”的目的来看ꎬＰＳＩ 可被宽泛地定义为由政府或公共机构资助或产生、制造、收
集、维护、储藏、维护和传播的信息产品和服务ꎮ② 可见ꎬ一旦政府或公共部门数据能

够以特定格式和方法被利用或再利用ꎬ从而构成“信息产品和服务”ꎬ则它就转变为

ＰＳＩꎮ 迄今为止ꎬ政府、民间社会组织和私营部门的代表认为ꎬ开放政府数据或公共部

门信息ꎬ作为打造“开放政府”的建筑材料ꎬ是一个提高服务质量ꎬ促进政府透明度、公
众参与ꎬ以及提升官民关系的关键引擎(ｅｎａｂｌｅｒ)ꎮ③

(３)“大数据”概念

政府数据或 ＰＳＩ 中的很大部分同时作为大数据资源而存在ꎮ 大数据作为巨大和

复杂的数据集ꎬ难以用现有的数据库管理工具或传统数据处理软件对其进行获取、存
贮、搜寻、共享、传递、分析和可视化处理ꎮ 这种持有和处理不同实体而产生的更大数

据集的做法ꎬ④可为识别商业趋势(ｓｐｏｔ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ｔｒｅｎｄｓ)、判断调查质量、预防疾病、援
引法律信息(ｌｉｎｋ ｌｅｇａｌ 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ｓ)、打击犯罪和判断实时交通条件提供相关性分析ꎮ 在

经济和社会活动长期以数据利用为中心的同时ꎬ数量巨大和种类丰富的数据信息越来

越多地被不同经济部门所利用ꎮ 这标志着一种朝向数据驱动的社会－经济模式的转

变ꎮ 在此模式中ꎬ数据资源对建立重要的竞争优势、推动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而言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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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ｐｅｎ?” ｈｔｔｐｓ: / / ｏｋｆｎ.ｏｒｇ /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 / ꎬ 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Ｕｂａｌｄｉꎬ“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 ꎬ
ｐ.５.

Ｉｂｉｄ.ꎬｐ.６.
分析单一海量的数据集和分析具有相仿数据总量但彼此分离的更小数据集相比ꎬ可衍生出更多附加信

息ꎮ



项核心资产ꎮ①

总之ꎬ开放政府数据、公共部门信息和大数据概念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ꎬ共同构

成了 ＯＧＤ 运动所涉及的理念交集ꎮ
(二)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的基本原则和意义

为了支持和引导 ＯＧＤ 运动进一步发展ꎬ一些非政府组织提出了不同的原则ꎮ 这

些原则已被多国政府采用并形成了指导自身 ＯＧＤ 运动的框架方案ꎮ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ꎬ美
国在加州塞巴斯托波( Ｓｅｂａｓｔｏｐｏｌ)举办的“开放政府工作组会议”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ｅｔｉｎｇ)提出可供政府参考的八条开放政府数据的原则ꎬ具体包括:①
完全(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所有不受隐私、安全和特权限制的公共数据都可使用ꎻ②基本(ｐｒｉ￣
ｍａｒｙ):数据不是以合计或修改的格式ꎬ而是以可能的最高水平的粒度(ｇｒａｎｕｌａｒｉｔｙ)②

在源头上被收集ꎻ③及时( ｔｉｍｅｌｙ):出于保持数据价值的必要ꎬ尽可能快地获得数据ꎻ
④可获取(Ａｃｃｅｓｓｉｂｌｅ):对最广泛的用户ꎬ为他们最广泛的目的而开放数据ꎻ⑤机器可

处理(Ｍａｃｈｉｎ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ｂｌｅ):数据合理地组织以实现自动处理ꎻ⑥非歧视(Ｎｏｎ－ｄｉｓｃｒｉｍ￣
ｉｎａｔｏｒｙ):数据对任何人开放ꎬ不要求注册ꎻ⑦非专有(Ｎｏｎ－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ａｒｙ):数据以一种没

有主体独占的形式获得ꎻ⑧免许可(Ｌｉｃｅｎｓｅ－ｆｒｅｅ): 数据不受制于任何版权、专利、商
标或贸易秘密规定ꎬ可允许合理的隐私、安全和特殊情况的限制ꎮ③

在上述原则指导下推进 ＯＧＤ 运动ꎬ其重要意义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是对于强化政

府透明度和问责制而言至关重要ꎮ 为了使政府对其行为负责ꎬ公众不仅需要知道每次

选举期间的政府行为ꎬ而且要知道政府的一贯行为ꎮ 为了达到真正的“透明政府”ꎬ公
众不仅应访问数据ꎬ而且要进一步无障碍地利用、合并和传播这些数据ꎻ④二是推动参

与式的政府治理ꎮ ＯＧＤ 促使公民以一种知情和有组织的方式参与决策过程ꎬ并且创

立新的商议政治平台以降低公众参与公共讨论的门槛ꎮ⑤ 通过开放政府的大数据ꎬ公
民能够更直接地了解和参与决策ꎮ 它能造就更透明的完全“可读 /写”( ｒｅａｄ / ｗｒｉｔｅ)的
社会ꎬ公民不仅能获知在政府治理过程中发生了什么ꎬ而且自身能够贡献于其中ꎮ⑥三

是可以通过释放政府数据蕴含的社会和商业价值ꎬ成为产业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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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Ｂａｒｂａｒａ Ｕｂａｌｄｉꎬ“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ｓ”ꎬ
ｐ.７.

数据粒度通常指数据库中数据的细化和综合程度ꎮ
Ｓｅｂａｓｔｏｐｏｌ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Ｇｒｏｕｐ Ｍｅｅｔｉｎｇꎬ “８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ｓ: / / ｐｕｂ￣

ｌｉｃ.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ｏｒｇ / ８＿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ｈｔｍｌ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Ｋａｔｌｅｅｎ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ꎬ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ｃｓꎬＶｏｌ.２ꎬ Ｎｏ.２ꎬ ２０１２ꎬ ｈｔｔｐ: / / ｃｉ－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ｅｔ / ｉｎｄｅｘ.ｐｈｐ / ｃｉｅｊ / ａｒｔｉｃｌｅ / ｖｉｅｗ / ９５２ / ９５４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８ Ｊｕｌｙ ２０１５.

Ｉｂｉｄ..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ｐｅｎ?” .



剂ꎮ 在数字时代ꎬ数据还是社会和商业活动的关键性资源ꎮ 基于 ＯＧＤꎬ我们可以建立

起新的应用和服务ꎬ建立新商业模式或提升现有商业模式ꎮ 例如ꎬ从定位地方邮局到

建立一个搜索引擎的每件事都离不开数据访问ꎬ其中绝大部分数据是由政府建立或持

有的ꎮ 政府可以通过开放大数据来帮助建立传递社会和商业价值的创新型企业和相

关服务ꎻ①四是对公共部门自身而言也有重要的内在价值ꎮ 公共部门可以访问获取其

他官方当局持有的数据ꎬ也可以对自己掌握的结构化数据重新利用ꎬ通过公众反馈获

得进一步改进ꎬ等等ꎮ②

二　 欧盟开放政府数据的顶层设计框架和机制设施

目前ꎬ全球参与 ＯＧＤ 运动的国家包括美、英、法、加等发达国家ꎬ也包括印、巴等发

展中国家ꎮ 它们普遍认识到 ＯＧＤ 具有的战略价值及其对社会产生的附加值ꎬ并为此

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ꎬ从而建立了不同程度的机制体系ꎮ③ 其中两个重要的里程碑

是美国在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发起的“数据政府”门户(ｄａｔａ.ｇｏｖ)以及英国于 ２０１０ 年成立的英

国数据政府门户ꎮ④例如ꎬ美国 ＯＧＤ 运动始终处于领跑者地位ꎬ政府主导在相关政策

的顶层设计、执行、保障和利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ꎮ 美国国会和政府自 ２０ 世纪后

期先后出台一系列法规ꎬ对数据的收集、发布、使用等环节做出详细规定ꎮ 在经历了几

十年的修改完善过程后ꎬ其 ＯＧＤ 战略体系和机制设施已形成较成熟的架构ꎮ⑤

值得注意的是ꎬＯＧＤ 运动已经日益吸引许多国际性或区域性组织的关注ꎬ如世界

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等国际组织也加入该运动中ꎬ并建立了开放数据

门户网站ꎮ⑥ 对具有最高一体化程度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欧盟而言ꎬＯＧＤ 不仅意味着巨

大商机ꎬ而且意味着重要的战略道路ꎮ 从欧盟的“大战略”层面上看ꎬ“欧盟 ２０２０ 战

略”为实现欧洲经济可持续增长的中心目标ꎬ必然要加强欧盟国家的创新潜力ꎬ并以

任何可能的最佳方式利用各种资源ꎮ 其中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就是“政府数据”ꎬ⑦即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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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可参考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Ｏｐｅｎ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ｈａｔ ｉｓ Ｏｐｅｎ?”ꎻ Ｋａｔｌｅｅｎ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ꎮ

Ｋａｔｌｅｅｎ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
张涵、王忠:“国外政府开放数据的比较研究”ꎬ«情报杂志»２０１５ 年第 ８ 期ꎮ
Ｋａｔｌｅｅｎ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
求是网ꎬ“美国的 ‘大数据’ 发展战略新动向”ꎬ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ｑｓｔｈｅｏｒｙ. ｃｎ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２０１４ － １１ / ０３ / ｃ ＿

１１１３０８８６４６.ｈｔｍꎬ２０１５ 年 ８ 月 ５ 日访问ꎮ
Ｋａｔｌｅｅｎ Ｊａｎｓｓｅｎꎬ “Ｏｐｅ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ｂｓｔａｃｌｅｓ” .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ꎬ“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ｑｉｄ ＝ １４４３６１２７５５５１１＆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１１ＤＣ０８８２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３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盟产生、收集和持有的海量的公共部门信息(ＰＳＩ)ꎮ 它作为欧洲单一的巨大信息资

源ꎬ包括欧盟公共部门定期收集的金融商业信息、统计数据、企业登记、法律信息、行政

信息、运输、旅游和很多其他产生于公共部门的地理信息等ꎮ①

欧盟将 ＯＧＤ 运动嵌入到“欧盟 ２０２０ 战略”和以大数据技术为契机的“数字经济

战略”之中ꎬ必然需要配套相应的机制设施ꎬ并且通过相关立法工作给予制度保障ꎮ
下文将简要勾勒欧盟 ＯＧＤ 的顶层设计架构和相关的机制设施保障ꎮ

(一)顶层设计框架

“欧洲网络软件和服务倡议”(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ｄ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ｔｉｖｅꎬ
简称 ＮＥＳＳＩ)②组织在 ２０１２ 年发布的白皮书«大数据:一个全新的机遇»(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中指出ꎬ大数据发展方向同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目标③一致ꎬ“旨
在培育一个持久、智慧、包容的欧洲经济”ꎬ④为实现大数据的潜在价值ꎬ需要确保合理

使用、管理和再利用政府部门的数据资源ꎬ尤其在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范围内通过开放

ＰＳＩ 来提供有效的应用和服务ꎮ 这自然涉及欧盟如何根据自身 ＯＧＤ 运动的现状条

件ꎬ通过顶层设计形成有效的战略实践框架ꎬ以便充分释放 ＯＧＤ 的巨大潜力ꎮ
为此ꎬ欧盟从相关法律制度保障、经济与投资辅助、基础性技术平台三方面着手ꎬ

即通过协同欧洲理事会、欧洲议会、欧盟委员会展开顶层主导设计ꎬ逐步建构起 ＯＧＤ
的体系性实践框架(见图 １):

第一ꎬ欧盟为顺利搭建 ＯＧＤ 行动的实践框架作了充足的经济和投资政策准备ꎮ
具体言之ꎬ与 ＯＧＤ 有关的研究和创新项目ꎬ均可以通过目前的“地平线 ２０２０” (Ｈｏｒｉ￣
ｚｏｎ ２０２０)科研与创新计划⑤等ꎬ获得包括关于开放数据访问技术、大数据的使用和再

利用(ｒｅ－ｕｓｅ)技术以及数据格式标准等方面的研究资助ꎮ 例如ꎬ在“欧盟第七框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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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ｔａｆｆ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ａｃｃｏｍｐａｎｙｉｎｇ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ꎬｐ.５.

ＮＥＳＳＩ 即“欧洲网络软件和服务倡议”ꎬ是一个针对软件、服务和数据驱动的新数字信息社会和经济的欧
洲技术平台ꎮ 它促使软件、服务和数据成为关键动力因子以帮助解决欧洲横跨所有部门的社会和经济挑战ꎬ包括
私有和公共机构ꎬ诸如制造、运输、能源和医疗业等ꎮ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在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的峰会上通过了未来 １０ 年经济发展战略等一系列改革方案ꎬ以
期引领欧盟经济走出债务危机ꎬ增强竞争力ꎮ 这一关于欧盟未来十年的经济发展计划即“欧盟 ２０２０ 战略”ꎬ旨在
加强各成员国间经济政策的协调ꎬ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ꎮ

ＮＥＳＳＩꎬ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Ａ Ｎｅｗ Ｗｏｒｌｄ ｏｆ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ꎬＮＥＳＳＩ 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ꎬ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２ꎬｐ.４.
自“欧洲 ２０２０ 战略”提出建设所谓“创新型欧盟”以来ꎬ欧盟日益重视科技创新ꎮ 欧盟为突出科技创新

的重要地位ꎬ特别提出了“地平线 ２０２０”(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正式启动) 以取代“第八个科研框架计划”ꎮ 这一计
划几乎囊括了含框架计划在内的所有欧盟层次的重大科研项目ꎬ其结束时间在 ２０２０ 年ꎮ



划”(Ｓｅｖｅｎｔｈ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ꎬ简称 ＦＰ７)①下ꎬ仅 ２０１２ 年工作计划额

度就达到约 ７０ 亿欧元ꎬ可谓欧盟委员会出台的有史以来最大的资助方案ꎬ而在 ２０１４
年后则由 “地平线 ２０２０ ”科研与创新计划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资金支持ꎮ②

图 １　 欧盟 ＯＤＧ 实践架构图

注:图由作者自制ꎮ

第二ꎬ欧盟为扫平开放政府数据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障碍ꎬ逐步完善相关立法ꎬ
形成支撑欧盟 ＯＧＤ 行动框架的必要法律支柱ꎮ 这一支柱主要涉及数据再利用指令的

立法或修改ꎮ 欧盟立法机构针对持有海量数据的公共部门ꎬ制定了遵循“第 ９５ / ４６ / ＥＣ
号指令”原则的新指令———“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２００３ 年 １１ 月 １７ 日关于公共部门信

息再利用的第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 号指令”(简称“第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 号指令”)ꎮ 其修正的内容

包括:强制要求政府提供可互操作(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的机读格式数据ꎻ数据开放范围延

伸到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等ꎻＰＳＩ 除非受到第三方版权保护ꎬ否则可用于任何商业

或非商业目的ꎻ除非有正当理由ꎬ大部分公共部门的数据都将免费或收取极少费用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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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ＦＰ７(２００７－２０１３)是欧盟目前投资最多的全球性科技开发计划ꎬ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 １ 日启动ꎬ它是当今世界
上最大的官方重大科技合作计划ꎬ以国际前沿和竞争性科技为主要内容ꎬ特点是研究水平高、领域广、投资额大、
参与国家多等ꎮ 可参见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ｈｔｔｐ: / / 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 ｆｐ７ / ｉｎｄｅｘ＿ｅｎ.ｃｆ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ꎮ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
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 ꎬ“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ꎮ



入监管机制等ꎮ①随着欧盟大数据体量的日益增大ꎬ用于分析、挖掘和处理数据的技术

也在持续不断地演化ꎮ 这种急剧的技术演化催生了新服务和新应用的需求ꎮ 而 ２００３
年开始实施的“第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 号指令”似乎也难以跟上这急速变化的步伐ꎮ 鉴于此ꎬ
欧盟提出“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颁布的关于修正公共部门信息再利

用第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 号指令的第 ２０１３ / ３７ / ＥＵ 号指令” (简称 “第 ２０１３ / ３７ / ＥＵ 号指

令”)②ꎬ旨在针对成员国的 ＰＳＩ 所构成的巨大、多样的“数据池”ꎬ进一步鼓励数据再利

用ꎬ为再利用者、终端用户、整个社会乃至公共机构自身创造价值ꎬ并且推动 ＯＧＤ 过程

中的数据再利用的透明化和问责机制ꎬ促使公共部门重视提高信息收集的质量ꎮ 总

之ꎬ欧盟正是通过上述法制安排ꎬ确保 ＯＧＤ 运动沿着既定的战略目标前进ꎮ
第三ꎬ欧盟 ＯＧＤ 实践框架的技术支柱是为开放数据以及 ＰＳＩ 共享提供基础性的

技术平台ꎮ 欧盟通过协调成员国的步伐ꎬ将它们逐步统一在顶层设计框架要求的技术

平台下ꎮ 这包括建立欧盟统一的门户网站和欧洲开放的数据平台ꎬ提供欧盟机构和其

他相关单位的数据访问ꎬ ③ 同时鼓励研究者和利益相关者讨论分析相关法律问题ꎬ制
定引导 ＯＧＤ 访问和再利用的政策ꎬ规范 ＩＳＡ (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程序

语义的互操作性或通用性等ꎮ 此外ꎬ欧盟通过继续支持和参与相关政策咨询小组ꎬ协
调其成员国科学家之间能够共享重要的科研基础数据ꎬ从而为激发欧盟科技创新打造

了公共知识的平台ꎮ④

(二)相关机制

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顶层设计框架实际包含了具体的机制ꎬ这些机制一般受欧盟委

员会的管理和监督ꎬ具有相对独立性ꎬ在建设和推动欧盟 ＯＧＤ 运动、数字议程的过程

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ꎬ发挥着重要的实际作用ꎬ可谓欧盟 ＯＧＤ 顶层设计框架得以

落地的“承重墙”ꎮ 它们具体包括:
１.欧洲数据保护监管人

欧洲数据保护监管人(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ｏｒꎬＥＤＰＳ)于 ２００４ 年在比

利时的布鲁塞尔创立ꎮ 它在欧盟系统诸多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保障欧盟机构和单

５７　 欧盟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理念、机制和问题应对

①

②

③
④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１７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 ２００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 ｈｔｔｐ: / / ｅｕｒ －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ｑｉｄ ＝ １４４３６１１８２２８６３＆ｕｒｉ ＝ ＣＥＬＥＸ:
３２００３Ｌ００９８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１３ / ３７ / ＥＵ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２６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３ ａｍｅｎｄｉｎｇ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 ２００３ /
９８ / ＥＣ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ｕｓｅ ｏｆ ｐｕｂｌｉｃ ｓｅｃｔｏ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ꎬ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Ｌ１７５)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ｌｅｘ.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ｕｒｉ ＝ＯＪ:Ｌ:２０１３:１７５:ＴＯＣ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８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此外ꎬ２０１３ 年建立泛欧洲的数据门户网站ꎬ允许公民自由访问欧盟自 ２０１１ 年起的成员国的相关数据ꎮ
可参考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ꎬ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ｓꎬ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Ａｎ Ｅｎｇｉｎｅ ｆｏｒ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ꎬ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ｔ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



位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尊重后者的隐私权ꎮ 作为独立的监管机构ꎬ它致力于保护个人数

据、隐私ꎬ同时推动完善欧盟机构和单位的工作实践ꎮ 该机构总监和副总监均由欧洲

议会和欧盟理事会选出ꎬ每五年一个任期ꎬ目前为吉奥凡尼巴特莱利(Ｇｉｏｖａｎｎｉ Ｂｕｔ￣
ｔａｒｅｌｌｉ)和沃伊切赫卫沃伊奥洛斯基(Ｗｏｊｃｉｅｃｈ Ｗｉｅｗｉóｒｏｗｓｋｉ)ꎮ① ＥＰＤＳ 的总目标是确

保欧盟机构和单位在处理个人数据和发展新政策时尊重个人隐私权ꎮ 欧盟理事会

“第 ４５ / ２００１ 号规定”列出了该机构的具体职责:一是监管(Ｓｕｐｅｒｖｉｓｉｏｎ) ꎬ即监控欧盟

行政管理中个人数据处理并确保符合数据保护法规ꎮ 监管任务范围从可能出现危险

的最初的检查处理操作到处理投诉和执行咨询ꎻ二是咨询(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ｔｉｏｎ) ꎬ即为欧盟委

员会、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就新立法和范围广泛的影响数据保护的其他问题的议案

提供建议ꎻ三是合作(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ꎬ即同其他国家的数据保护机构展开合作ꎬ旨在推

动横跨欧洲的数据保护的一致性ꎮ②

２.欧盟开放数据统一门户

欧盟开放数据门户网站(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ｌ)是针对欧盟机构和其

他单位持有的日益增长的数据的单一访问站点ꎬ由欧盟出版物办公室(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Ｕｎｉｏｎ)管理ꎮ 该门户通过提供简单、免费的数据访问ꎬ旨在推动

用户开展创新应用以及释放数据的经济潜力ꎬ并有助于推进欧盟机构和其他欧盟单位

的政务透明度和问责制ꎻ其开放数据的相关政策则由欧盟委员会的通信网络、内容和

技术总司(简称 Ｄ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③负责执行ꎮ 该门户网站提供的服务内容包括元数据

(ｍｅｔａｄａｔａ)目录ꎬ以准许访问欧盟机构和其他欧盟单位的数据ꎮ 为了促进数据再利

用ꎬ这些元数据基于共同的编码规则以及标准化词汇ꎮ 数据可以人、机可读取的格式

被直接再利用ꎮ 作为一般性原则ꎬ人们在数据来源被普遍认可的前提下可以免费再利

用这些数据ꎮ 在多数情况下ꎬ具体的数据再利用条件是关于第三方知识产权保护的ꎬ
适用于小部分数据ꎮ④

３.欧盟网络与信息安全局

欧盟网络与信息安全局(ＥＮＩＳＡ)服务于欧盟机构和其成员国ꎬ是欧盟应对网络安

全问题的机构ꎬ也是欧洲信息安全的“领跑者”和专家中心ꎮ 欧盟在 ２００４ 年 ３ 月 １０ 日

采用«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第 ４６０ / ２００４ 号法规(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Ｃ) Ｎｏ ４６０ / ２００４)»后
设立了该局ꎬ其开始运作是在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ꎮ 局长乌多荷姆布瑞奇(Ｕｄｏ Ｈｅｌｍｂｒｅｃｈ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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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４ 日执掌该机构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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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详见本节“相关机制”中的第 ４ 点ꎮ
ＥＵ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ｌ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ｈｔｔｐ: / / ｏｐｅｎ－ｄａｔａ.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ｅｎ / ａｂｏｕｔ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１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由管理委员会提名并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就职ꎮ 该局目标是使其网址成为在信息安

全领域中信息交换、实践和知识的“枢纽”ꎮ 该局使命是要达到欧盟内部的网络和信

息安全的高水平ꎬ并为欧盟的公民、消费者、企业和公共部门的利益发展一种网络和信

息安全文化ꎮ 欧盟网络信息安全局帮助欧盟委员会、成员国和商业共同体处理、回应

网络信息问题ꎬ尤其是预防网络和信息安全问题ꎮ 该机构作为技术单位ꎬ主要开展非

常具体的信息安全领域的技术和科研任务ꎬ同时也协助欧盟委员会在更新和发展网络

信息安全领域的共同体立法方面做好技术筹备工作ꎮ①

４. 欧盟委员会的通信网络、内容和技术总司

欧盟委员会的通信网络、内容和技术总司(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ａｔ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ｆｏ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ꎬ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简称 Ｄ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负责管理欧盟数字议程(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
ｇｅｎｄａ ｏｆ ｔｈｅ ＥＵ)和执行开放欧盟机构数据的相关政策ꎮ 该司的使命是确保数字技术

能够帮助欧盟实现其所需的发展ꎮ 此外ꎬＤＧ Ｃｏｎｎｅｃｔ 由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安德鲁斯

安西普(Ａｎｄｒｕｓ Ａｎｓｉｐ)领导ꎬ并为其成员君特欧廷格(Ｇüｎｔｈｅｒ Ｏｅｔｔｉｎｇｅｒ)所负责的

“单一数字市场”(Ｄｉｇｉｔ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Ｍａｒｋｅｔ)项目组服务ꎮ②

三　 欧盟 ＯＧＤ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应对

(一)欧盟 ＯＧＤ 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欧盟在 ＯＧＤ 实践过程中已形成比较系统的顶层设计框架和机制设施ꎬ但面

对大数据技术日新月异、全球数字化市场方兴未艾的大环境所带来的挑战ꎬ逐渐也暴

露出一些问题ꎮ
第一ꎬ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发展相较美国迟缓ꎬ尤其难以在作为 ＯＧＤ“外围产业环

境”的全球数字化领域取得优势地位ꎮ 自从大数据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成为取得“竞
争力、发展和就业的关键经济资产”的引擎以来ꎬ欧洲并没能在全球数字市场中扮演

领先角色———全球前 ２０ 家大数据企业中只有 ２ 家是欧洲的ꎮ 欧洲为扭转局势需要强

化“数据价值链”ꎬ以便使一个充满生气的“大数据价值生态系统”(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Ｖａｌｕｅ Ｅ￣
ｃｏｓｙｓｔｅｍ)和以 ＯＧＤ 为推动力的创新性商业模式能够发展起来ꎮ③对此ꎬ欧盟的相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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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理应为“一个单一数字市场提供正确的框架条件”ꎮ①然而ꎬ现实情况是此“框架条

件”尚处于提出和形成过程中ꎬ需要通过各成员国积极配合欧盟统一行动ꎬ结合本国

具体情况展开实践来完善这一框架并使其最终落地ꎮ
第二ꎬ欧盟目前缺少一个完善和融会贯通的数据生态系统(Ｃｏｈｅｒｅｎｔ Ｄａｔａ Ｅｃｏｓｙｓ￣

ｔｅｍ)ꎮ 实际上ꎬ欧盟成员国各自为政ꎬ并且每个成员国不同的法律和政策实践影响着

数据公开和再利用ꎬ这“打碎”了欧洲的数字单一市场ꎮ 此外ꎬ欧盟的数据研究也是高

度碎片化的———存在很多公共和私人机构的投资ꎬ也有很多从事相关大数据研究的大

学和研究所ꎮ 但是这些研究成果需要相互哺育和跨领域创新(ｃｒｏｓｓ－ｆｅｒｔｉｌｉｚｅ)ꎬ而它们

之间缺少恰当的交互网络ꎬ使欧洲正在全球数字化竞争中错失良机ꎮ 数据集自己不会

交互操作( ｉｎｔｅｒｏｐｅｒａｔｅ)或共同工作ꎬ其甚至不容易找到所有的开放数据ꎮ② 这就是为

什么欧盟的大数据发展战略需要“规模经济”ꎮ 这需要巨大的数据处理能力ꎬ但任何

欧盟成员国ꎬ乃至最大国家的单独行动都无法负担最高效率的计算机ꎮ 单兵作战的方

法途径既无效率又无规模ꎮ 而且ꎬ从欧盟的大数据环境现状来看ꎬ多数企业和公共服

务机构无法充分受益于它们自己或其他机构的数据ꎮ③ 这就是欧盟要面对的如何在

大数据发展进程中协同工作的挑战ꎮ
第三ꎬ欧盟长期采用的信息保护法规难以适应成员国复杂的法律环境ꎬ即无法及

时合理地满足大数据条件下 ＯＧＤ 对推动经济和个人数据保护问题产生的新要求ꎮ 回

溯 １９９５ 年的数据保护指令(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ꎬ当时互联网尚未广泛使用ꎬ
而迄今为止的 ２７ 个欧盟成员国已经有差异地实施了这一指令ꎬ这种强制执行导致了

分歧ꎮ 其实ꎬ欧盟理事会提出过对欧盟 １９９５ 年数据保护规则的综合改革ꎬ以强化在线

隐私权的同时推动欧洲数字经济ꎮ④ 然而ꎬ以上立法改革似乎将欧盟 ＯＧＤ 运动的和

谐步调置于“被行政负担和接踵而至的成本抵消的危险之中”ꎬ法规草案实际上是强

加给商业信息用户ꎬ而非实际增强对后者的保护ꎮ 换而言之ꎬ这种改革实际上增加了

行政负担ꎬ而非削减了官方的繁文缛节(ｒｅｄ ｔａｐｅ)ꎮ⑤ 并且ꎬ新近提案的责任义务太复

杂以至无法被恰当理解ꎬ加上实施过程中的限制条件制约了有效的商业利用技术———
包括利用大数据来保持全球经济竞争力所需的弹性空间ꎮ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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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文第二节“顶层设计框架”中法律保障部分中关于数据再利用的立法内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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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ꎬ欧盟在推进 ＯＧＤ 过程中还涉及大数据条件下的基础资源不足等问题ꎮ 欧

盟目前缺乏相关大数据问题的专家和相关技能储备ꎬ如果不能与时俱进地培养和充实

具备相应技能的劳动力资源ꎬ那么欧盟将很快出现相关工作技能的巨大缺口ꎮ 另外ꎬ
欧盟与大数据发展战略以及 ＯＧＤ 运动相配套的基础性设施还不完善ꎮ①

(二)应对策略

目前ꎬ欧盟为回应上述问题正在采取一些具体的政策行动ꎮ 例如为推动建设

ＯＧＤ 的“外围产业环境”ꎬ欧盟在“地平线 ２０２０”②项目框架内建立一个开放数据的孵

化器ꎬ用以帮助中小企业建立起基于数据的供应链以及更大程度地使用云计算ꎻ提出

关于“数据所有权”的新规则和通过物联网(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收集数据的义务ꎻ制定

数据标准ꎬ标识潜在差异(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ａｐｓ)ꎻ在不同成员国建立数据处理设备

网络ꎻ③建立一系列超级计算英才中心(Ｓｕｐｅｒｃｏｍｐｕｔ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以增加数

据技术熟练工作者的数量ꎬ等等ꎮ④ 当然ꎬ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中最具战略性考虑的当

属以下几点:
第一ꎬ欧盟为实现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以及 ＯＧＤ 运动中的领先地位ꎬ通过建立新的

数据经济合作平台ꎬ充分利用公共部门的数据开放和大数据技术推动经济的整体繁荣

发展ꎮ 欧盟委员会已经同欧洲工业(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研究者和学术界在“数
据公私伙伴关系”(Ｄａｔａ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中展开合作ꎬ增强以数据为中心的

共同体建设并为繁荣数据驱动的欧洲经济设立平台ꎮ 数据公私伙伴关系合约协议

(以下简称“数据 ＰＰＰ”)已经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签署ꎮ “数据公私伙伴关系”的管

理模式是一种在欧盟委员会和大数据价值协会(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⑤之间的

搭档协作关系ꎬ它为在诸如个人化医疗(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ｓｅｄ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和食品物流领域中的

“颠覆性”的(ｇａｍｅ－ｃｈａｎｇｉｎｇ)大数据理念提供了基金资助ꎮ⑥ 此外ꎬ欧盟还将通过“数
据公私伙伴关系”来处理相关大数据的法律障碍ꎮ 通过“地平线 ２０２０”得到资助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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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４－７６９＿ｅｎ.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Ｉｂｉｄ..
大数据价值协会(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Ｖａｌｕ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包括数据供应者、使用者、分析者和研究组织的欧洲大数据

共同体的联盟ꎮ 该协会是非盈利的并且由相关工业界引导的组织ꎬ其创始成员包括 ＩＢＭ、挪威科学与工业研究基
金(Ｔｈｅ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博洛尼亚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Ｂｏｌｏｇｎａ [ＣＩＮＩ])、马德里工业
大学(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ａｄｒｉｄ)、诺基亚网络与解决方案(ＮＯＫＩＡ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西门子、杜伊斯
堡埃森大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Ｄｕｉｓｂｕｒｇ Ｅｓｓｅｎ)、柏林技术大学等ꎮ 它在向更多企业和研究组织开放ꎮ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ｒｇ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ｈｔ￣
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４－７６９＿ｅｎ.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关“公私伙伴关系”项目还旨在识别和发现数据经济的瓶颈以及法律障碍的技术解决

方案ꎮ 其中ꎬ具体途径包括专注处理个人隐私(或个人数据保护)与获得数据和数据

库访问权利之间的矛盾ꎻ鉴定关于数据所有权和知识产权(如版权和访问权限)的障

碍ꎻ解决包括新建、合并或破产企业数据的数据权利继承和存储数据合法性问题ꎬ并且

围绕如自动生成数据的新技术发展的法律等方面展开讨论ꎮ①

第二ꎬ进一步协调欧盟成员国 ＯＧＤ 进程的步伐ꎬ规范管理和法规建设ꎬ不断完善

统一的数据格式和开放数据标准ꎮ 欧盟委员会负责数字化议程的副主席妮莉克罗

斯(Ｎｅｅｌｉｅ Ｋｒｏｅｓ)指出ꎬ欧盟需要一系列规则以实现数据价值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ꎬ并
且使数据自由地再利用和在欧洲范围内自由流动ꎬ不在公平、透明或用户控制上做出

妥协ꎮ 欧盟目前更广泛地开放数据战略ꎬ并修改了关于公共部门的数据规则ꎮ 实际

上ꎬ对关于数据公开的指令修改将以更低收费和免于复杂再利用的条件ꎬ使公共数据

更易获取和再利用ꎮ② 此外ꎬ为增强人们对欧洲开放数据运动的信任ꎬ欧盟需要一种

数据保护框架建立这种信心并鼓励数字创新ꎮ 以全欧盟单一数据保护规制来摒弃各

自为政的现状ꎬ可以为欧盟每年节省超过 ２０ 亿欧元的商业开支ꎮ③ 欧盟对 ＯＧＤ 的进

一步规范化管理ꎬ就要求数据创新产品和服务具有可互操作、标准化的协调格式ꎮ 否

则ꎬ数据或信息就只能停留在理论中而难以组合在一起并付诸实践ꎮ 并且ꎬ为了使新

观念跨越国境变得更加容易ꎬ欧盟理事会已在欧洲公共部门信息生态系统中加入利益

相关者ꎬ以打造轻量级协议( ｌｉｇｈｔｗｅｉｇｈｔ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ｓ)和使 ＰＳＩ 能够整合、通用的标准ꎮ
此外ꎬ欧盟还将继续推动开放数据门户的数据格式的标准化ꎬ并且其进一步强调“泛
欧洲开放数据”门户网站(Ｐａｎ－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Ｏｐｅｎ Ｄａｔａ Ｐｏｒｔａｌ)的目标之一就是促进数据

格式协调和完善欧洲公共信息获取的许可条件ꎮ④

第三ꎬ欧盟针对大数据条件下 ＯＧＤ 发展形势和所涉及的个人数据保护的关系问

题ꎬ坚持从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的角度进行平衡和规范ꎮ 为适应当前大数据条件下

ＯＧＤ 运动中对个人数据的保护需要ꎬ欧洲议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形成对“(ＥＣ)第
１０４９ / ２００１ 号规定”的修订⑤ꎬ在第 ４ 款中特别对开放欧盟官方文件中涉及“个人数

据”的保护问题做了专门规定ꎮ 该条款强调如果访问官方文件使个人数据披露并可

能危害有关人员的隐私和人身完整(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ｏｎ)的话ꎬ则不应开放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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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ＰＰ)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４－５８３＿ｅｎ.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 Ｐｒｅｓ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 Ｓｐｅｅｃｈ: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ＰＥＥＣＨ－１３－４５０＿ｅｎ.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６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Ｉｂｉｄ..
Ｉｂｉｄ..
ＥＵＲ－Ｌｅｘ － ５２０１１ＡＰ０５８０ － ＥＮ － ＥＵＲ－Ｌｅｘ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 ｌｅｘ. ｅｕｒｏｐａ. ｅｕ / ｌｅｇａｌ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ＥＮ / ＴＸＴ / ? ｑｉｄ ＝

１４３２１２５６０５００６＆ｕｒｉ ＝ＣＥＬＥＸ:５２０１１ＡＰ０５８０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７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据信息ꎮ 在“公开是原则ꎬ不公开是例外”的原则导向下ꎬ该修订指出下列情况不应视

为损害个人隐私:一是数据只涉及有关个人的职业活动ꎬ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有理由认

为其披露可造成对该人的不利影响ꎬ否则不予数据保护ꎻ二是数据只涉及某位公众人

士ꎬ除非在特殊情况下有理由认为披露信息会造成对该人或同他关联的其他人的不利

影响ꎬ否则无须对其个人数据进行保护ꎻ三是已经过相关人士的同意而公布的个人数

据ꎬ无须数据保护ꎮ①反之ꎬ如果官方数据未经相关当事人同意而公开ꎬ并造成对当事

人自身或其关联人员的不利影响或伤害ꎬ那么就不得公开相关文件以实施必要的数据

保护ꎮ 此外ꎬ修订规定指出当高于一切的公众利益要求开放个人数据时ꎬ个人数据应

被披露ꎬ前提是欧盟相关机构、团体、办事处或代理机构应当详细说明公众利益ꎬ尤其

应给出在具体情况下公众利益超过相关个人利益的理由ꎮ②总之ꎬ为帮助欧盟公民和

商业部门获得全部数据潜力ꎬ欧盟委员会正在同欧洲议会和理事会一起致力于圆满完

成欧盟数据保护法规的改革ꎬ并最终通过颁布网络和信息安全指令等立法形式ꎬ以保

障对繁荣数字经济而言的高水平的信用ꎮ③

第四ꎬ欧盟委员会将扩大或持续推动的举措包括通过数字职业大联盟(Ｇｒａｎｄ Ｃｏ￣
ａｌｉ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ｊｏｂｓ)和开放教育计划来填补相关技术缺口ꎮ④ 此外ꎬ欧盟理事会为深

入回应 ２０１３ 年欧盟首脑会议提出的为欧盟单一数字市场提供正确框架条件的决

定⑤ꎬ在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概括出一个新的开放政府数据的战略ꎬ内容包括:确保相关法律

框架和政策是数据友好(ｄａｔａ－ｆｒｉｅｎｄｌｙ)的ꎻ加速公共行政管理和服务的数字化以提升

其效率ꎻ进一步同利益相关者协商起草一个详细、多层次和基于证据的行动计划ꎬ从而

朝着数据驱动的经济和解决欧洲未来社会挑战的方向前进ꎮ⑥

四　 结语:反思与启示

若以“知情权”(ＲＴＩ)运动的理念为参照ꎬ欧盟的 ＯＧＤ 运动往往呈现出“双轨表

述”的特征:一条是基于经济动因的表述轨道ꎬ即以挖掘公共部门数据资源的价值潜

１８　 欧盟开放政府数据运动:理念、机制和问题应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１５ Ｄｅｃ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１ ｏ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ｆｏｒ ａ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ｒｅｇａｒｄ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ｏ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ꎬ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 ｒｅ￣
ｃａｓｔ)(ＣＯＭ(２００８)０２２９－Ｃ６－０１８４ / ２００８－２００８ / ００９０(ＣＯＤ))ꎬＡｒｔｉｃｌｅ ４(５) .

Ｉｂｉｄ..
ＥＵ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ＰＰ)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４－５８３＿ｅｎ.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ｕｒｇｅ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ｅｍｂｒａ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ＩＰ－１４－

７６９＿ｅｎ.ｈｔｍ 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５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ＥＵ ｗｅｂｓｉｔｅꎬ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ａｓｋｅｄ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ｓ: 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 (ＰＰＰ) ｆｏｒ Ｂｉｇ Ｄａｔａꎬｈｔｔｐ: / / 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

ｒａｐｉｄ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ＭＥＭＯ－１４－５８３＿ｅｎ.ｈｔｍꎬｌａｓｔ ａｃｃｅｓｓｅｄ ｏｎ ２０ Ａｕｇｕｓｔ ２０１５.
Ｉｂｉｄ..



力为内在驱动力ꎬ通过数字经济新平台的建设实现欧盟范围内的产业创新ꎬ振兴欧洲

经济ꎻ另一条是基于人权动因的表述轨道ꎬ即欧盟在推进 ＯＧＤ 的过程中ꎬ高举欧洲自

由主义文化传统的旗帜ꎬ以“知情权”(ＲＴＩ)运动为载体间接推动实现 ＯＧＤ 的战略目

标ꎬ同时通过对“被遗忘的权利”(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①的强调来促进 ＯＧＤ 实践框架

中法律支柱的建设ꎮ 考虑到欧洲浓郁的民主政治文化氛围ꎬ任何打着积极推进公民参

与或“商议政治”(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旗号的开放公共部门信息的运动ꎬ在本质上都

是为获得欧洲公众舆论支持的“符号性工具”ꎬ为运动背后的经济诉求提供“人文合法

性”的保障ꎬ也是为抗衡美国数字经济战略提供“欧盟民意基础的护盾”ꎮ 换而言之ꎬ
欧盟积极参与和推进 ＯＧＤ 的真正意图不在于满足欧洲公众的“人权表述”ꎬ而旨在最

大限度地释放公共部门持有的大数据资源ꎬ激活欧洲的数字经济ꎬ继而扭转欧洲近些

年来低迷的经济走势ꎬ并为欧洲青年群体提供基于数据再利用的新产业的就业机会ꎮ
此外ꎬ欧盟当代 ＯＧＤ 运动的基本理念、顶层设计框架、机制以及存在的问题和应

对策略等ꎬ对中国政府在大数据环境下开放政府数据具有积极的启示和借鉴作用ꎮ 进

而言之ꎬ中国在结合自身国情、大数据技术条件和既定法规的基础上ꎬ应当与时俱进地

调整战略思考方向ꎬ合理提出针对 ＯＧＤ 的新政策和规范ꎬ从而跟上全球 ＯＧＤ 运动的

步伐ꎮ 因此ꎬ中国可从中获得以下几点启示:一是打造国家层面的安全高效的统一开

放数据平台ꎬ并制定严格规范的数据开放标准ꎻ二是强调从数据开放中的个人隐私权

保护出发ꎬ进一步补充既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相关数据开放的条款ꎬ或制定独立

的个人数据保护法ꎻ三是通过顶层设计提出能极大推动 ＯＧＤ 发展的“中国版的地平线

２０２０ 计划”ꎬ不断推动相关技术研发ꎬ并且提供充裕的经济、金融资助ꎮ 总之ꎬ中国的

ＯＧＤ 运动应当奋起直追欧盟的实践ꎬ不断改进和完善相关政策机制ꎬ以便顺利搭上大

数据的顺风车ꎬ平稳安全地驶向充分开放政府数据、挖掘数据潜力以及提高数据再利

用质量的站点ꎮ

(作者简介:张起ꎬ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法

学研究所法制指数创新工程项目组研究助理ꎻ责任编辑:张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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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被遗忘的权利”( ｒｉｇｈｔ ｔｏ ｂｅ ｆｏｒｇｏｔｔｅｎ)在本文中指欧盟开放政府数据实践过程中的公民隐私权ꎮ 实际
上ꎬ欧盟于 １９９５ 年就在数据保护法律中提出此概念ꎬ任何公民可以在其个人数据不再需要时提出删除要求ꎮ 此
外ꎬ欧盟委员会自 ２０１２ 年开始建议制定关于“网上被遗忘权利”的法律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