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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周報内容重点導讀：

上海臨港新⽚區（上海⾃由貿易試驗區）的「特殊地位」特在哪裡？上海的專家認為，臨港
新⽚區要站在國家戰略的⾼度來認識其「特」。我覺得⾹港特區也理應如此。在上海地鐵⾒
到「加⼊臨港提早⼊滬」的廣告牌，代⾔⼈都不是炙⼿可熱的甚麽⼤⼈物，反⽽是⼀位腳踏
實地的專業⼈才，由此可⾒創新是⼀件很貼地的事情。據⼈⺠網報導 3年來，臨港新⽚區新
註冊企業超過 6.3萬家，⽇均新辦企業約 90家（詳⻅ 1.1）。另外在短短兩年多，臨港的國際
數據港也在積極建設中，並開始探索⾯向國際新規則的跨境流動制度創新，廣招產業中的企
業參与其中，其實國際數據流通的便捷⽅案是⼤型城市包括北、上、廣、深的必備要素，僅
是各⾃利⽤⾃身優勢去達成⽽已。

重点是數據流通是雙⽅⾯的協定，上周商務部就《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igital Economy
Partnership Agreement 簡稱DEPA）成員國的決定，成⽴中國加⼊⼯作組。發⾔⼈表示中國
申請加⼊DEPA並積極推動加⼊進程，充分體現了中國與⾼標準國際數字規則相容對接，拓
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積極意願，是中國持續推進更⾼⽔準對外開放的重要⾏動。這個消息
進⼀步證實了國際間數據有序流通的必要性。

DEPA由新加坡、智利和新⻄蘭三國於 2020年 6⽉線上簽署，旨在加強三國之間的數字貿易
合作，並建⽴相關規範，包括 16個模塊，以電⼦商務便利化、數據轉移⾃由化、個⼈信息
安全化為主要內容，並就加強⼈⼯智能、⾦融科技等領域的合作進⾏了規定。⼤家可能會覺
得三國的經濟實⼒有限，但隨着中國及韓國加⼊後，這意味對DEPA的未來增添很多可能性
了。同時DEPA是⼀個開放性協定，對能夠達到其標準的世貿組織（WTO）成員開放加⼊。
換⾔之，該協定的成員可能會陸續增加。

各位可能沒想到類似協定的重要性，試想在數字經濟為主導的現今商業社會，如缺乏了⼀套
更前瞻性的數字貿易合作規範，對於國際化的數字產品（或服務）開發及營運會帶來諸多不
便。當然數據跨境流通僅是其中之⼀的重要組成部分⽽已，還有很多內容有待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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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政策動態

1、上海臨港加快擴⼤開放
2、中國是全球第⼆⼤數字經濟體，加⼊ DEPA有利於推動數字貿易領域擴⼤
開放

3、為全球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貢獻中國⼒量
4、企業 CDO來了！廣東出臺企業⾸席數據官建設指南，需既懂數字技術⼜懂
⽣產經營

⼆、⾏業動態

1、建設智慧城市，賦能經濟發展
2、資管⾏業數字化轉型關鍵要做好五⽅⾯⼯作
3、產業與治理｜國外數據鄰避困境及對中國數據治理的啟示
三、技術應⽤

1、共同構成算⼒產業發展壯⼤的厚實根基



⼀、政策動態



1、標題：上海臨港加快擴⼤開放
來源：⼈⺠網 發佈時間：2022/08/19
地址：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19/c1004-32506138.html
關鍵字：數字化轉型、數據跨境、上海臨港

撮要：

1.上海海關創造性搭建了跨境貿易⼤數據平臺，推動管理模式向數字化轉型，清
楚企業物資流向，讓數據從“無形”到“有形”，化監管從“有形”到“無形”。
2.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已開始，正在推動國際數據港與數據交易所協同發展，探索
數據交易“國際板”建設，試點推動海外數據在滬交易，打造“上海交易、全球交
付”新模式。

「正⽂」

臨港，上海榕融新材料公司⽣產⾞間。⽣產線上，⼀根根氧化鋁連續纖維不

斷延伸， ⻑達 4000多⽶。
“這種⾦屬纖維，可抗 1500攝⽒度以上⾼溫，廣泛⽤於航空航太、半導體、

汽⾞等⾼端製造領域，⽬前只有少數國家的幾家公司可以⽣產。”公司⾼級副總裁、
⾸席技術官關克⽥說，“我們到臨港不到兩年，就⽣產出來了。今年 10⽉，公司
在臨港新建的 8萬平⽅⽶新廠房投⼊使⽤，產能將進⼀步放⼤。”

8⽉ 20⽇，中國（上海）⾃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區將迎來成⽴ 3周年。很
多企業家說，“這三年，幹成了許多想幹的事”。
為什麼在臨港能幹成事？

襟江帶海的臨港，加快擴⼤開放，為國家“試製度、探新路、測壓⼒”，不斷
探索，通過制度創新賦能科技創新，加快塑造具有較強國際市場影響⼒和競爭⼒

的特殊經濟功能區和現代化新城。

截⾄⽬前，《中國（上海）⾃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區總體⽅案》中的 78項
任務已完成 90%，國家、上海市、臨港新⽚區累計出臺各類政策 260余項，形成
87個具有代表性和引領性的制度創新案例，其中 36個為全國⾸創。
重塑海關監管作業流程，提升洋⼭特殊綜合保稅區能級

臨港的“特殊功能”特在哪裡？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席王戰認為，臨港
新⽚區要站在國家戰略的⾼度來認識其“特”。敢闖、敢試、敢改，才能實現其“特”。
洋⼭特殊綜合保稅區是我國唯⼀的特殊綜合保稅區。上海海關圍繞⾼標準貿

易⾃由化便利化要求，系統性重塑了海關監管作業流程，⾸創“⼀線徑予放⾏、
⼆線單側申報、區內不設海關帳冊”的監管新體系。

“以往，貨物運到洋⼭港，必須先申報再⼊區，實施新的監管模式後，企業
不⽤報關，徑予放⾏，貨物直接提⼊洋⼭特殊綜合保稅區。這為相關企業，尤其



是原材料和銷售兩頭在外的企業提供了便利。”上海海關⾃貿處處⻑萬駿說。今年
上半年，洋⼭特殊綜合保稅區⼀線徑予放⾏的貨物批數較去年同期增⻑了 6倍。
上海海關⼜創造性搭建了跨境貿易⼤數據平臺，推動管理模式向數字化轉型，

更清楚企業物資流向，讓數據從“無形”到“有形”，化監管從“有形”到“無形”。
國際航⾏船舶保稅燃料市場是衡量港⼝配套服務能⼒強弱的重要指標，直接

影響船舶停靠時間⻑短和洋⼭港衍⽣服務功能。利⽤臨港新⽚區“試驗⽥”地位和
國家賦予的開放優勢，上海市商委等 11個部⾨聯合推出了臨港新⽚區國際航⾏
船舶液化天然氣（LNG）加注試點管理辦法。 終，洋⼭港成為全國⾸個、全球

第三個可為國際航⾏船舶提供保稅 LNG“船到船”加注的港⼝。
企業准⼊、稅收等創新政策落地，促進前沿產業集聚

臨港著⼒打造積體電路、⽣物醫藥、⼈⼯智慧、⺠⽤航空四⼤核⼼產業，⾼

端裝備製造、智慧新能源汽⾞兩⼤優勢產業，以及氫能、綠⾊再製造兩⼤未來產

業，佈局並建⽴以關鍵核⼼技術為突破⼝的前沿產業集群。3年間，幾⼤產業在
全產業鏈集聚上取得明顯成果，其中，前沿科技產業累計簽約項⽬超過 300個，
涉及總投資超 4200億元。這種速度的資源集聚，就得益於臨港⼀系列制度創新。

2019年 1⽉動⼯建廠，當年投產，這是特斯拉上海超級⼯廠的速度，也被稱
為“臨港速度”。
臨港在全國率先開展強化競爭政策實施試點及商事制度改⾰。放鬆事前管制，

提升事中事後監管，臨港率先實施市場主體登記確認制，推動市場主體登記註冊

由⾏政許可改為⾏政確認，由實質審查改為形式審查，以降低市場主體設⽴的制

度性成本。

稅收優惠，是世界主要⾃貿區、⾃貿港的共同特徵。對標世界 先進的⾃貿

港稅收制度，上海市有關部⾨全⾯梳理分析中國⾹港、新加坡、⿅特丹、迪拜幾

個特殊經濟功能區城市的稅制安排，⾛訪傾聽臨港 200多⼾區內企業意⾒， 終

形成臨港⼀攬⼦稅制改⾰框架報告，由國家稅務總局陸續發佈系列政策。

商湯科技將超算中⼼和智慧汽⾞板塊放在臨港，重要原因之⼀是稅收政策。

“15%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會積極影響企業未來佈局，15%的⼈才個⼈所得稅優惠會
增加⼈才吸引⼒。”商湯科技集團財務執⾏總監錢淺瑩說。
稅收政策成為臨港新⽚區加速⾼品質發展的重要增⻑引擎。3年來，臨港新

⽚區新註冊企業超 6.3萬家，⽇均新設企業約 90家。2021年，國內⼈才引進同⽐
增⻑ 216%。在深圳起步的新頓科技，擁有鋁合⾦的⼀體熱衝壓技術，公司總經
理張添添進駐臨港，⼀年時間裡，公司很快由幾個⼈發展到 50⼈，其中博⼠達
到了 10餘⼈。“這⼀年多，我們啟⽤了 1萬平⽅⽶的廠房，並將啟動研發平臺的
建設。臨港的政策，讓我們有信⼼吸引更多⼈才。”張添添說。
為企業提供諸多便利的，還有⾦融監管部⾨出臺的多個制度創新，包括跨境

貿易投資外匯管理改⾰試點、跨境結算與投融資便利化等。



產業制度創新，加速重點領域突破

臨港新地標國際數據港是制度創新的結果。“經濟發展產⽣了越來越多的數
據。數據要流動，還要為我所⽤。”上海臨港新⽚區跨境數據科技公司總經理李晶
說。

建⽴跨境的數據流程動平臺，需要突破諸多現有規則。為了建設國內⼤循環

的數據要素市場樞紐、國內國際雙迴圈的數據跨境⾨⼾載體，經過各⽅合⼒推進，

推動和完善了相關數據⽴法，從制度上為數據平臺的建設鋪平了道路。

短短兩年多，國際數據港建設取得積極成效，臨港新⽚區國際數據港先導區

加⼤先⾏先試和示範建設⼒度，國際化數字基礎設施加速完善，國際數據流程通

平臺正加速搭建，並開始探索⾯向國際新規則的跨境流動制度創新。

李晶說，數據跨境流動試點已開始，正在推動國際數據港與數據交易所協同

發展，探索數據交易“國際板”建設，試點推動海外數據在滬交易，打造“上海交
易、全球交付”新模式。
滴⽔湖畔內側道路上，⼀輛輛深藍⾊⼩巴⼠很是醒⽬。這是試運營的商湯科

技無⼈駕駛巴⼠。“臨港成為無⼈駕駛應⽤福地。”商湯科技科研⼈員感歎。為了讓
這些⾞上路，臨港付出很多努⼒。

智慧新能源汽⾞是臨港重點產業，上海市⼈⼤出臺了⼀系列新規，為產業應

⽤提供條件。臨港開放新⽚區 243條、549公⾥⾃動駕駛測試道路，為智慧網聯
汽⾞產業發展提供了實踐良⽥。

繼洋⼭港無⼈駕駛重卡上路之後，無⼈駕駛巴⼠、無⼈駕駛計程⾞也將在臨

港投⼊運營。8⽉ 18⽇，臨港發佈滴⽔湖 AI創新港計畫，⼒爭⽤ 3年時間，集
聚 AI⼈才 2萬—3萬⼈，彙集企業 500家，產業規模升⾄ 500億元，成為上海⼈
⼯智慧產業發展新⾼地、國家⼈⼯智慧產業重要集聚地。



2、標題：中國是全球第⼆⼤數字經濟體，加⼊ DEPA有利於推
動數字貿易領域擴⼤開放
來源：第⼀財經 發佈時間：2022/08/22
地址:https://www.yicai.com/news/101513733.html
關鍵字：數字經濟、數字貿易

撮要：

1. 2022年 8⽉ 18⽇，根據 DEPA聯合委員會的決定，中國加⼊ DEPA⼯作組正
式成⽴，全⾯推進中國加⼊ DEPA的談判。
2. 中國加⼊ DEPA，有利於推動數字貿易領域擴⼤開放，與成員建⽴起規則相通、
標準相容的⼀體化數字貿易市場，有利於擴展與各國在新興數字領域的互利合作，

為企業帶來數字產業合作商機，促進各⽅數字經濟發展。中國積極推動加⼊進程，

也將增強 DEPA作為更廣泛國際數字經濟規則的影響⼒。
3. DEPA協定的主要模組包括商業和貿易便利化、數字產品及相關問題的處理、
數據問題、更廣泛的信任環境、商業和消費者信任、數字身份、新興趨勢和技術、

創新與數字經濟、中⼩企業合作、數字包容、例外（問題）、透明度和爭端解決

機制等。

4. DEPA也屬於⽬前貿易談判中的最新形式，即數字經濟協定（DEA），與傳統
的⾃貿協定（FTA）所不同的是，DEA多屬於諸邊協定，旨在制定國際框架以
及標準化數字貿易規則，在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加強貿易合作和便利化，並創建可

交互操作的系統以減少數字貿易的壁壘，在未來可能改變貿易關係的遊戲規則，

特別是對於從事數字貿易和電⼦商務的中⼩企業⽽⾔。

「正⽂」

商務部網站 8⽉ 22⽇消息，商務部新聞發⾔⼈就《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DEPA）成員國決定成⽴中國加⼊⼯作組有關情況答記者問時表示，中國是全
球第⼆⼤數字經濟體，正在加快數字化發展，建設數字中國。

上述發⾔⼈表示，中國申請加⼊ DEPA並積極推動加⼊進程，充分體現了中
國與⾼標準國際數字規則相容對接，拓展數字經濟國際合作的積極意願，是中國

持續推進更⾼⽔準對外開放的重要⾏動。

“基於超⼤規模國內市場的優勢，中國的數字經濟已經取得了突⾶猛進的發
展，在某些⽅⾯甚⾄實現了彎道超⾞，具有了⼀定的國際競爭⼒。”對外經濟貿易
⼤學國際經貿學院教授、中國WTO研究會研究部主任崔凡對第⼀財經記者表示，
“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打造國際競爭合作新優勢，數
字經濟應該成為重要的發⼒點。”
中國將全⾯做好加⼊ DEPA的準備



據商務部網站消息，2022年 8⽉ 18⽇，根據 DEPA聯合委員會的決定，中
國加⼊ DEPA⼯作組正式成⽴，全⾯推進中國加⼊ DEPA的談判。
上述發⾔⼈表示，成⽴加⼊⼯作組意味著我國全⾯推進加⼊ DEPA的談判。

⼯作組將由 DEPA成員政府代表組成，智利擔任主席，在⼯作組框架下與中國開
展磋商，推進中國加⼊進程。

2021年 10⽉ 30⽇，習近平主席在出席⼆⼗國集團（G20）羅⾺峰會發表重
要講話時宣佈，中國決定申請加⼊《數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11⽉ 1
⽇，商務部部⻑王⽂濤代表中國向 DEPA保存⽅新⻄蘭正式提出加⼊申請。
上述發⾔⼈介紹，⾃提出申請以來，中國與 DEPA成員國智利、新⻄蘭、新

加坡開展了各層級對話，包括利⽤不同場合在部級層⾯開展深⼊溝通交流；與

DEPA成員國舉⾏兩次⾸席談判代表會議、多次技術層磋商以及數字法律法規研
討會，全⾯回答成員國提出的中國數字經濟管理相關問題。

DEPA成員國讚賞中⽅為加⼊ DEPA所做的努⼒和展現出的誠意，積極評價
中⽅推進數字經濟對外開放和互利合作的意願，經過認真評估，決定同意成⽴中

國加⼊⼯作組。中⽅對 DEPA成員國的決定表示歡迎。
上述發⾔⼈表示，中國加⼊ DEPA，有利於推動數字貿易領域擴⼤開放，與

成員建⽴起規則相通、標準相容的⼀體化數字貿易市場，有利於擴展與各國在新

興數字領域的互利合作，為企業帶來數字產業合作商機，促進各⽅數字經濟發展。

中國積極推動加⼊進程，也將增強 DEPA作為更廣泛國際數字經濟規則的影響
⼒。

下⼀步，中⽅將在加⼊⼯作組框架下，全⾯做好加⼊ DEPA的準備，與 DEPA
成員開展實質性談判，持續推進加⼊進程。中⽅願與各國共同塑造開放、安全的

數字經濟發展環境，共⽤數字經濟發展紅利，為推動全球數字經濟發展作出積極

貢獻。

崔凡對第⼀財經記者稱：“數字經濟國際規則的不完善對全球數字經濟的發
展形成了⼀定的制約，⽬前數字經濟相關的國際規則的構建還處於初試階段。”
崔凡對記者解釋道：“在這個階段，中國應該積極參與相關規則的構建。⼀⽅

⾯推動中國數字經濟的有序開放和⾛出去，另⼀⽅⾯也提⾼在數字經濟規則領域

的國際話語權。”
中國應該積極參與相關規則的構建

DEPA是⼀個開放性協定，這意味著該協定的成員可能會繼續增加。DEPA
對能夠達到其標準的世貿組織（WTO）成員開放。⽐如，2021年 10⽉，DEPA
各⽅就同意開始與韓國就正式加⼊ DEPA展開談判。
同時，DEPA協定也將促進國家間加強數字連接，並作為在WTO框架內制

定數字貿易多邊規則的基礎。

在設定 DEPA時，其⽬的為該協定將補充WTO關於電⼦商務的談判，並以



亞太經合組織（APEC）、經合組織（OECD）和其他國際論壇正在進⾏的數字經
濟⼯作為基礎。

具體⽽⾔，DEPA協定的主要模組包括商業和貿易便利化、數字產品及相關
問題的處理、數據問題、更廣泛的信任環境、商業和消費者信任、數字身份、新

興趨勢和技術、創新與數字經濟、中⼩企業合作、數字包容、例外（問題）、透

明度和爭端解決機制等。

以貿易便利化為例，其中涵蓋了數字身份認證、無紙化貿易、電⼦發票和⾦

融科技與電⼦⽀付等當下亟需在數字經濟中建⽴規則的領域。

同時 DEPA也在數據跨境流動與創新、線上消費者保護以及⼈⼯智慧等領域
做出不少規則探索。

DEPA也屬於⽬前貿易談判中的最新形式，即數字經濟協定（DEA），與傳
統的⾃貿協定（FTA）所不同的是，DEA多屬於諸邊協定，旨在制定國際框架
以及標準化數字貿易規則，在國際標準的基礎上加強貿易合作和便利化，並創建

可交互操作的系統以減少數字貿易的壁壘，在未來可能改變貿易關係的遊戲規則，

特別是對於從事數字貿易和電⼦商務的中⼩企業⽽⾔。

⽐如，DEA⼤部分⽀援⽀付系統的互通性，並促進接受⾮銀⾏參與者提供
的電⼦⽀付解決⽅案，使企業能夠從採購、發票、⽀付電⼦簽名和數字⽀付的易

⽤性和接受度提⾼中受益，從⽽加快⽀付速度並降低交易成本。還有利於各⽅更

直接地參與條款的端到端起草和談判，從⽽促進貿易。



3、標題：為全球數字經濟健康發展貢獻中國⼒量
來源：⼈⺠網 發佈時間：2022/08/22
地址：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2/0822/c1002-32507688.html
關鍵字：數字經濟、《“⼗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
撮要：

1.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主要有三⼤亮點：
（1）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
（2）場景驅動數字業態不斷⾰新
（3）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不斷完善
2. 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治理規則制定⽅⾯⼀直發揮著重要作⽤：
（1）堅持共商、共建、共促
（2）堅持開放、共⽤、包容
（3）堅持多元、協同、公平
3.中國可以在三⽅⾯繼續貢獻⼒量，與相關國際機構進⼀步就全球數字經濟規則
制定加強合作：

（1）強合作、促共贏
（2）強體系、促銜接
（3）強包容、促共⽤

「正⽂」

美國布魯⾦斯學會網站近⽇刊⽂稱，中國是世界第⼆⼤數字經濟體，中國在

包括電⼦商務和移動⽀付在內的眾多數字應⽤⽅⾯領先世界。

不少外媒注意到，中國國務院印發的《“⼗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
出，到 2025年數字經濟核⼼產業增加值占 GDP⽐重達到 10%。路透社稱，中國
將通過⼤數據和 6G等技術提⾼數字經濟在 GDP中的份額，推動數字經濟轉型。
⾐索⽐亞通訊社撰⽂稱，中國正成為世界數字經濟和產業的“發動機”，中國

可以與⾮洲開展合作，説明⾮洲建設數字經濟，實現合作共贏。

近 10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始終呈現穩中向好的發展態勢。2012年⾄ 2021
年，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從 11萬億元增⻑到超 45萬億元，數字經濟占國內⽣產總
值⽐重由 21.6%提升⾄ 39.8%。從全球範圍來看，中國數字經濟發展主要有三⼤
亮點：

⼀是數字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加強。中國已建成全球規模 ⼤、技術領先的網

路基礎設施。截⾄ 2021年底，中國 5G⽤⼾數達到 3.55億⼾，千兆使⽤者規模達
3456萬⼾，包括脫貧村在內的所有⾏政村通寬頻率達 100%。
⼆是場景驅動數字業態不斷⾰新。中國進⼀步通過數字技術創新與場景創新



雙輪驅動，充分發揮超⼤規模市場、充⾜算⼒基礎設施、海量數據和豐富應⽤場

景優勢，堅持創新引領、企業主導、數實融合和協同治理，不斷推動新業態、新

模式的湧現。

三是數字經濟治理體系不斷完善。中國數字經濟基礎規則和數字治理體系加

速建設和完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建設從早期的被動應對治理轉向體系設計、制

度引領的全⽅位⽣態治理轉型。

隨著數字經濟新業態蓬勃發展，數字經濟合作與治理成為諸多國際組織、國

際機制和國際論壇的重要議題，在⼤國協調和共同認知塑造⽅⾯取得⼀些戰略共

識和⾏動進展。然⽽，隨著議題的深⼊，不同國家間利益訴求和合作⽴場不統⼀，

更深層次的數字經濟治理合作進展緩慢。總體看，存在全球合作短缺化、機制規

則碎⽚化等多⽅⾯問題。

近年來，中國⾼度重視數字經濟發展和治理問題。中國在全球數字經濟治理

規則制定⽅⾯⼀直發揮著重要作⽤：

⼀是堅持共商、共建、共促。早在 2016年擔任 G20輪值主席國時，中國就
⾸次將“數字經濟”列為 G20杭州峰會的⼀項重要議題，牽頭制定和發佈了全球⾸
個由多國領導⼈共同簽署的數字經濟政策檔《G20數字經濟發展與合作倡議》，
將數字經濟國際標準的開發使⽤作為重要內容。2012年起，中國和東盟 10國等
15⽅聯合發起《區域全⾯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並積極推動 RCEP在 2020
年簽署。RCEP前瞻性地納⼊跨境傳輸數據規則，為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機制做了
積極貢獻。

⼆是堅持開放、共⽤、包容。在發展⾃身數字經濟的過程中，中國持續完善

國內法律法規、政策規範，積極對接融⼊全球數字技術治理框架，倡議共建數字

絲綢之路，在國內和國際縮⼩“數字鴻溝”，推動全球數字治理朝著開放包容、互
利共贏的⽅向健康發展。7⽉底，北京理⼯⼤學組織全球 50多個國家和地區 100
多名學者、專家和從業者，共同撰寫發佈了《數字經濟⽣態全球治理北京宣⾔》，

助⼒北京打造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進程。

三是堅持多元、協同、公平。中國積極探索推進“統籌發展與安全、國際國
內協同、包容普惠”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有助於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選
擇適合本國國情的差異化發展模式，在“和⽽不同”中實現共同發展、共同繁榮。

2021年 10⽉，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四次集體學習圍繞推動中國數字經濟
健康發展進⾏，強調積極參與數字經濟國際合作，密切觀察、主動作為，主動參

與國際組織數字經濟議題談判，開展雙多邊數字治理合作，維護和完善多邊數字

經濟治理機制，及時提出中國⽅案，發出中國聲⾳。這為中國進⼀步參與數字經

濟國際合作以及全球數字經濟治理指明了⽅向。

⾯對當前數字經濟全球治理的缺位元和規則碎⽚化，中國作為數字經濟的主

要推動⼒量，既要繼續維護聯合國等多邊機構和機制的地位和作⽤，⼜要與各國



及國際組織⼀起推動新平臺、新規則、新合作的建⽴。未來，中國可以在三⽅⾯

繼續貢獻⼒量，與相關國際機構進⼀步就全球數字經濟規則制定加強合作：

⼀是強合作、促共贏。數字經濟作為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引擎、新動⼒、

新⽀點，各個國家和地區應協⼒合作，中國宣導構建和平、安全、開放、合作、

有序的網路空間命運共同體，在國際規則制定過程中加強共商、共建、共促，

終實現共贏。

⼆是強體系、促銜接。以元宇宙、⼈⼯智慧、物聯網、雲計算、區塊鏈等為

代表新⼀代資訊技術推動了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對

數字經濟規則制定提出了新要求。規則的制定應充分考慮不同國家、⾏業、⽂化、

制度的特點，加強體系性、銜接性。

三是強包容、促共⽤。多元⽂化、多種制度應該成為共謀數字經濟發展的動

⼒和智慧源泉。數字經濟規則制定應著⼒彌合發展鴻溝，體現對不同⽂化、制度、

發展階段的包容性，使⼈類社會共⽤數字經濟發展的紅利。



4、標題：企業 CDO來了！廣東出臺企業⾸席數據官建設指南，
需既懂數字技術⼜懂⽣產經營
來源：21經濟網 發佈時間：2022/08/27
地址：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27/herald/80a473897952a0f15edd769e9182efba.h
tml
關鍵字：企業 CDO、⾸席數據官、數據要素、數字化
撮要：

1. 8⽉ 24⽉，廣東省⼯業和資訊化廳正式印發《廣東省企業⾸席數據官建
設指南》（下稱《建設指南》），廣東將⿎勵數字化基礎較好、擁有較⼤規

模數據資源、數據產品和服務能⼒較突出的各⾏業企業設⽴企業⾸席數據

官

2.從具體崗位要求來看，企業 CDO要具有數據資產管理領導能⼒、數據規
劃和執⾏能⼒、數據價值⾏業洞察能⼒、數據資產運營和增值能⼒、數據基

礎平臺⾃研建設能⼒等多種能⼒。

3.《建設指南》還針對企業 CDO提出了六項崗位職責：
（1）數據治理
（2）數據增富
（3）數字增值
（4）數據安全
（5）數據⼈才
（6）數據⽂化
4.根據《建設指南》規劃，企業 CDO應設置在企業決策層，是企業對數據
資產的使⽤管理和安全全⾯負責的⾼層管理⼈員，由企業⾃主聘任並授權

其開展⼯作，參照副職負責⼈的選聘任⽤程式設置 CDO，直接向企業負責
⼈彙報。

5.根據《建設指南》，企業主導、政府推動、價值優先、多⽅協同是廣東省
企業⾸席數據官建設的基本原則。

「正⽂」

南⽅財經全媒體記者獲悉，為建設數據管理⾼端⼈才隊伍，充分挖掘數

據資源價值，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經廣東省⼈⺠政府同意，8⽉ 24⽉，廣
東省⼯業和資訊化廳正式印發《廣東省企業⾸席數據官建設指南》（下稱《建

設指南》）。



數字經濟時代，企業擁有豐富的數據資源，已經成為培育發展數據要素

市場的重要⼒量。2021年，⼯業和資訊化部出臺《“⼗四五”⼤數據產業發展
規劃》，作出了“推廣⾸席數據官，強化數據驅動的戰略導向”的⼯作部署。

作為數據⼤省，廣東數據資源富集、產業基礎雄厚、融合應⽤場景豐富，

理應在推廣⾸席數據官上先⾏探索。廣東今年也明確提出，要“出臺企業⾸
席數據官建設指南”。

根據《建設指南》，廣東將⿎勵數字化基礎較好、擁有較⼤規模數據資

源、數據產品和服務能⼒較突出的各⾏業企業設⽴企業⾸席數據官，按照企

業主導、政府推動、價值優先、多⽅協同的原則，在全省建⽴企業 CDO ⼯
作機制，積極探索培育數據要素市場的廣東路徑。

為數字化⽽⽣的新型管理者

所謂企業⾸席數據官(Chief Data Officer，簡稱“CDO”)是源於數字化轉
型⽽產⽣的新型管理者，是有效管理和運⽤企業數據資源、充分挖掘數據價

值、驅動業務創新和轉型變⾰的企業負責⼈。

專家分析認為，在數字化轉型的背景下，企業設⽴ CDO，有利於加強
數據管理，推進數據資產化和數據驅動決策，有利於完善數據標準制度，推

動數據價值深度挖掘和應⽤，有利於推進數據資源市場化配置，建⽴健全數

據要素市場體制機制。

因此，這也意味著企業 CDO 需具備寬廣視野和戰略眼光，要熟悉企業
的各項業務流程，具有業務數據價值洞察⼒，要能夠及時掌握各類數字化技

術發展動態，能夠圍繞企業資訊系統產⽣的⼤規模數據資源進⾏數字化運

營，通過數據⽀撐引領業務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提升內外部客⼾的滿意度

和應⽤體驗，幫助企業降本增效創新增⻑。

從具體崗位要求來看，企業 CDO 要具有數據資產管理領導能⼒、數據
規劃和執⾏能⼒、數據價值⾏業洞察能⼒、數據資產運營和增值能⼒、數據

基礎平臺⾃研建設能⼒等多種能⼒。

⽐如，企業 CDO ⾸先要精通數據收集、管理、分析等⽅⾯的業務理論
和技術，具備對數據資產管理運⽤⼯作進⾏全域戰略規劃和佈局、配置企業

內外部數據資源、制定發展⽬標和⼯作計畫的戰略思維與規劃執⾏能⼒。

圍繞數據資產運營和增值，企業 CDO 要具備管理和推動⼤規模、跨職
能、多層級的專案管理整合能⼒，帶領和指揮團隊成員圍繞數據戰略規劃開

展⼯作，充分挖掘企業內部數據資源優勢，整合外部數據資源，提供具有經

濟價值和社會價值的數據，熟悉數據交易情況，以數據賦能推動企業⽣產經

營和投資決策創新發展。

此外，企業 CDO 還要能夠帶領團隊完成數據存儲監控、數據處理任務
調度、數據指標監控等關鍵⼤數據基礎平臺能⼒建設，能有效避開海外開源



⼤數據平臺框架技術遮罩、卡脖⼦，為數據增值和數據價值洞察提供良好的

基礎保證。

根據《建設指南》規劃，企業 CDO 應設置在企業決策層，是企業對數
據資產的使⽤管理和安全全⾯負責的⾼層管理⼈員，由企業⾃主聘任並授

權其開展⼯作，參照副職負責⼈的選聘任⽤程式設置 CDO，直接向企業負
責⼈彙報。

同時，企業應當對照 CDO 的職責要求，為 CDO 提供組織機構、崗位
職務、⼈員編制、資⾦保障等各種必要條件。企業應當以制度形式賦予 CDO
對企業重⼤事務的知情權、參與權和決策權。

《建設指南》還提出，以企業 CDO 設置為基礎，⿎勵⼤型企業以業務
驅動設⽴數據資產管理委員會和數據資產管理部⾨。

需既懂數字技術⼜懂⽣產經營

《建設指南》還針對企業 CDO提出了六項崗位職責：
⼀是數據治理。企業 CDO應負責建⽴數據治理的組織架構和專⾨團隊，

健全業務驅動數據治理的體制機制，推進實施《數據管理能⼒成熟度評估模

型》（DCMM）等標準，保障數據資產品質和提升企業數據資產管理⽔準，
優化企業業務運營模式。

⼆是數據增富。企業 CDO 應組織制訂和實施企業數據戰略，獲取數據
中內涵的價值，建⽴數據驅動⽣產經營管理的體制機制，打破數據壁壘，推

動數據在企業內更好的消費和利⽤，通過數據分析主動⽀援業務，提升產品

和服務品質⽔準、創新商業模式，為企業創造新的商業利潤。

三是數字增值。企業 CDO應適應數據市場的需要，推動上下游、跨⾏
業的數據共⽤開發利⽤，推動數據資產評估，探索形成數據產品，採⽤合法

交易⽅式，為市場提供企業數據服務，實現數據資產的市場價值。

四是數據安全。企業 CDO 應建⽴企業數據資產安全保障制度和分類分
級安全管理制度，組織制定並實施企業數據安全防護⽅案，組織基於供應鏈

的數據安全監測，提⾼企業數據⾵險管控能⼒，確保企業數據隱私與安全。

五是數據⼈才。加強企業數據管理⼈才隊伍建設，組織開展培訓教育，

培育企業 CDO後備⼈才、數字化管理師等⼈才團隊，打造⾼素質的⼈才梯
隊。

六是數據⽂化。加強企業數據⽂化建設，提升企業員⼯數據資產意識，

建⽴正確的企業數據價值觀，增強企業的數據安全意識。引⼊互聯網數據思

維，圍繞“⼤中台+⼩前臺”數據戰略推進傳統企業數據落地和應⽤，形成員
⼯新型⼯作思維和⼯作⽅式。

如何推動落實 CDO建設？



根據《建設指南》，企業主導、政府推動、價值優先、多⽅協同是廣東

省企業⾸席數據官建設的基本原則。

在保障措施⽅⾯，廣東將通過加強組織引導、建⽴⼈才資源庫、強化企

業培訓、開展示範建設、優秀案例推廣等舉措，在全省建⽴企業 CDO ⼯作
機制，推動企業設⽴ CDO。

具體來說，廣東省市⼯業和資訊化主管部⾨將建⽴常態化 CDO ⼯作溝
通機制，加強跟蹤服務指導，為 CDO⾼效履職提供強有⼒⼯作保障。完善
企業與業務主管部⾨的溝通機制，瞭解各⾏業企業的數據現狀與需求，探索

企業數據與公共數據資源綜合利⽤場景及模式，推進政企數據資源融合增

值。

另⼀⽅⾯，廣東省⼯業和資訊化廳組織建⽴全省企業 CDO⼈才資源庫，
⿎勵⽀援企業 CDO積極主動加⼊，形成 CDO ⼈才資源彙聚、交流、合作、
提升的重要平臺，建⽴健全企業 CDO 培訓機制，組織實施企業 CDO 交流
培訓，開展相關研討活動。

此外，廣東省⼯業和資訊化廳還將⽀援廣州、深圳、珠海、佛⼭、惠州、

東莞、中⼭及其他有意願且數字化基礎條件較好的地市⼯業和資訊化局組

織開展企業市級 CDO示範建設⼯作，今年⾄ 2024年每年培養⼀批既懂數字
技術⼜懂⽣產經營的 CDO，適時開展省級企業 CDO 示範建設⼯作。組織開
展企業 CDO優秀案例建設⼯作，定期歸納總結出⼀批作⽤突出、成效顯著、
可複製推廣的 CDO優秀案例，進⾏宣傳推廣。



⼆、⾏業動態



1、標題：建設智慧城市，賦能經濟發展
來源：⼈⺠網 發佈時間：2022/08/22
地址：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22/c1004-32507757.html
關鍵字：重慶市、數字經濟、東數⻄算、智慧城市

撮要：

1.重慶市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累計集聚規上數字經濟核⼼產業企業 1704家，數字
經濟增加值年均增⻑ 16%。
2.在“東數⻄算”⼯程佈局建設的全國⼀體化算⼒網路國家樞紐節點中，成渝國家
樞紐節點成為全國 8個節點之⼀。同時，重慶還是國家 5個⼯業互聯網標識解析
國家頂級節點之⼀。

3.重慶擁抱⼤數據智慧化，引領⾼品質發展不斷⾏穩致遠，“智造重鎮”蹄疾步穩。
重慶搶佔⾵⼝佈局發展數字經濟，2021年全市⾼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
值占規模以上⼯業增加值分別達到 19.1%和 28.9%。

「正⽂」

這是⼀場盛會與⼀座城市相互成就的故事。

重慶⾃ 2018年與中國國際智慧產業博覽會結緣，⾃此，前所未有的⼈流、
物流、資⾦流、資訊流彙聚⼭城，“智博”效應逐漸顯現。截⾄ 2021年底，數字經
濟在 GDP中的⽐重達 27.2%。
以會興業，效果顯著。⼀座新的“智造重鎮”“智慧名城”，正在中國⻄部崛起。

8⽉ 22⽇⾄ 24⽇，重慶將第五次進⼊“智博會時間”。
數字經濟蓬勃發展

⾸屆智博會以來，⼀⼤批重點專案從“紙”上落到重慶的“地”上。在智博會的
助推下，重慶市數字經濟蓬勃發展，累計集聚規上數字經濟核⼼產業企業 1704
家，數字經濟增加值年均增⻑ 16%。

“智博會為我們搭建了國際化的平臺，是我們技術交流、項⽬合作的橋樑！”
普洛斯騰⿓ 5G重慶巴南數據中⼼業務副總裁章亮頗為感慨。這個斥資百億打造
的節能綠⾊數據中⼼，於 2019年通過智博會簽約⼊駐，建成後將為雲計算、⼈
⼯智慧、5G應⽤等⾼精尖技術研發企業提供服務。
這個專案並⾮孤例，在智博會的引領下，以⼤數據智慧化為企業深度賦能成

為潮流。忽⽶網、廣域銘島成功⼊選國家級跨⾏業、跨領域“雙跨”⼯業互聯網平
臺。重慶集聚具有⼀定本機服務能⼒的⼯業互聯網服務企業 131家，全市“上雲
⽤數賦智”企業超 11萬家。
同時，數字經濟的硬體建設也上了臺階。重慶成為⾸批 5G規模組網試點城



市，⽬前已經建成超 7萬個 5G基站。
得益于數字經濟發展成效明顯，在“東數⻄算”⼯程佈局建設的全國⼀體化算

⼒網路國家樞紐節點中，成渝國家樞紐節點成為全國 8個節點之⼀。同時，重慶
還是國家 5個⼯業互聯網標識解析國家頂級節點之⼀。⽬前，⻄部唯⼀⼯業互聯
網標識解析國家頂級節點（重慶）已上線運⾏。

在重慶兩江新區數字經濟產業園，國家頂級節點（重慶）運營中⼼監測平臺

⼤屏上，可以看到全國多地不同的節點⼯作狀態。這些節點類似⼈體的“神經中
樞”，靠它們識別⽣產線上的機械臂、無⼈駕駛汽⾞上的感測器，甚⾄實現企業
⽣產各環節數據的標準化編碼體系建設。

“智造重鎮”蹄疾步穩
智博會帶來的不只有專案和技術。4年來，10位元國際組織負責⼈、73位元

國內外院⼠專家、53位世界 500強企業負責⼈⿑聚智博會，在這個舞臺上進⾏知
識與科技的交流和碰撞，也給⼭城乃⾄⻄部帶來⼤數據智慧化發展的思路與啟迪。

重慶擁抱⼤數據智慧化，引領⾼品質發展不斷⾏穩致遠，“智造重鎮”蹄疾步
穩。

⼤屏即時顯示各項⽣產數據，讓整個⽣產過程清晰可⾒；原料供應、倉儲物

流等⽣產環節實現數字化聯動……位於重慶璧⼭⾼新區的藍黛科技集團股份有
限公司，通過智慧化轉型升級，⽣產效率提⾼了 15%以上，經營成本降低了 20%
以上。

同樣通過智慧化改造，渝北⼀⼤批傳統製造業企業提⾼了產能，提升了效率。

2022年，嘗到甜頭的渝北區再次推動 61個智慧化改造專案，全⼒打造智慧製造
基地。

數據是 有⼒的證據。得益于智博會的助⼒，重慶搶佔⾵⼝佈局發展數字經

濟，2021年全市⾼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規模以上⼯業增加值分別
達到 19.1%和 28.9%。
作為重慶智慧產業的代表之⼀，“芯屏器核網”全產業鏈蝶變亦是明證。有數

據：規模以上電⼦製造業產值年均增⻑ 17.5%，對同期全市⼯業增⻑的貢獻率達
到 51.1%。有案例：⾸款矽基集成⼯藝包發佈。AMOLED ⾯板實現量產，
Micro LED⾯板研發進度國內領先，康寧“⼤猩猩”基板玻璃等重點專案落地並加
速推進。成功研發國內⾸款通⽤型科學計算軟體、國內⾸個電腦輔助公差全⾃動

建模軟體，⾼端通⽤⼒學 CAE模擬軟體取得關鍵性突破。
⼀⼤批知名品牌商、整機和配套企業集聚的重慶，已是全球智慧終端機的重

要⽣產基地。

“智慧名城”輪廓初顯
今年智博會選擇“智慧城市”作為年度主題，專題策劃兩個展區集中展示“智

慧城市”建設成效，“重慶館”圍繞“⼈、城、境、業”四個要素進⼀步打造智慧交通、



智慧社區、⽣態環保等 8個領域 90余個應⽤場景，讓城市在物理空間和網際空
間中虛實結合。

在重慶，新型智慧城市建設與城市發展戰略深度融合，“智慧名城”建設早就
不局限於會場展示，⽽是已深⼊⽇常⽣活和尋常⼈家了。

在永川區，無⼈⾞載著乘客⾏駛在開放道路上，能夠⾃動變道超⾞，避讓⾞

輛⾏⼈。在南岸區，四公⾥智慧客運⾞站，刷臉購檢票等功能的應⽤，讓旅客在

站時間減少 30%。在渝中區，通過物聯網技術，實現了解放碑步⾏街的智慧停⾞
管理、智慧燈杆管理、智慧井蓋管理等智慧化設施建設，“智慧商圈”初⾒雛形。
智慧交通助⼒疏解擁堵。在主城區幹線，重慶建成 26公⾥的交通誘導示範

路段，實現了擁堵路段“定向⾞道管理”和“多⾞道匯⼊⾃我調整控制”。重慶開發
的多組織、多模式公交智慧調度管理系統成功應⽤於 140條公交線路 1500輛公⾞
輛。

在智慧社區建設⽅⾯，重慶也⾛在全國前列，率先發佈了《智慧社區評價標

準》，並建成了 244個智慧社區。同時，新型城市運營管理中⼼已接⼊ 105個單位
326個應⽤系統，初步實現“⼀鍵、⼀屏、⼀網”統籌管理城市運⾏。
截⾄⽬前，重慶累計推動打造 425所智慧校園建設示範學校、41家智慧旅遊

示範景區（度假區）、39個智慧旅遊鄉村示範點、57家智慧醫院。
“智能化：為經濟賦能，為⽣活添彩”是貫穿 5屆智博會的主題。多年砥礪奮

進，作為“智造重鎮”“智慧名城”的重慶，逐漸廣為⼈知、廣受認可。⾏千⾥⽽積
跬步，致廣⼤⽽盡精微，重慶的明天，值得期待。



2、標題：資管⾏業數字化轉型關鍵要做好五⽅⾯⼯作
來源：21經濟網 發佈時間：2022/08/26
地址：

http://www.21jingji.com/article/20220826/herald/40e06f1cb58066e95c721ca1e2e385d7.h
tml
關鍵字：⾦融、數字化轉型、企業架構、數據治理

撮要：

1．⾦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前基本已形成業內最佳實踐或者標準範式，主
要是從戰略規劃、組織架構、業務經營管理、數據能⼒、科技能⼒、⾵險防範等

領域著⼿，全⾯、全⽅位的重塑反覆運算升級流程機制，讓數據驅動業務，業務

賦能系統，系統反覆運算升級，實現更好的客⼾體驗或更⾼的組織效能。同時關

鍵要做好以下幾⽅⾯⼯作。

（1）戰略規劃與企業架構
（2）深化技術與業務融合的組織架構
（3）數據治理與創新應⽤
（4）謹慎參與智能化研發
（5）加⼤管道、⾏銷等⾼回報環節的投⼊

「正⽂」

⾯對資管新規全⾯實施打破經營牌照差異保護的⼤環境，如何運⽤數字化提

升資管競爭⼒已成為擺在所有機構⾯前的⼤課題。相對銀⾏業的數字化轉型進程，

資管⾏業數字化⽔準參差不⿑。

⽬前資管數字化研究與應⽤主要聚焦於投資研究模式、產品客⼾體系、⾵險

管控⽅法、經營運作流程等領域。從資源投⼊的成效⽐來說，處於不同數字化演

進階段的機構都平⾏式推進這些領域研究並不是⼀種科學、合理的⽅式，就像許

多⾼中要對學⽣進⾏分班管理以實現針對性教學⼀樣，資管機構數字化轉型也要

針對⾃⼰所處的數字化演進階段實施重點領域突破，或者說每個演進階段都應該

有相應的重點任務。

⾦融機構的數字化轉型⽬前基本已形成業內最佳實踐或者標準範式，主要是

從戰略規劃、組織架構、業務經營管理、數據能⼒、科技能⼒、⾵險防範等領域

著⼿，全⾯、全⽅位的重塑反覆運算升級流程機制，讓數據驅動業務，業務賦能

系統，系統反覆運算升級，實現更好的客⼾體驗或更⾼的組織效能。對於資管機

構⽽⾔，這些公認的轉型標準范式依然適⽤，同時關鍵要做好以下幾⽅⾯⼯作。

⼀、戰略規劃與企業架構

數字化轉型的理想模式是企業制定戰略規劃，通過戰略設定數智化轉型的發



展⽅向，並通過戰略統⼀企業的整體認知，進⽽形成統⼀的⾏為。許多機構通常

把成⽴相關委員會、制定戰略規劃等同於強化頂層設計，描述了⼀系列的⽬標與

措施，卻對從戰略規劃、到⽬標、到落地實施的關聯與傳導路徑缺少明確規劃，

甚⾄從頭到尾沒有提及，當然更不提相關⽅法論與應⽤了。

架構設計是從業務需求到系統實現的⼀個轉換。是對需求進⼀步深⼊分析的

過程，⽤於確定系統中實體與實體的關係，以及實體的形式與功能。沒有架構轉

型分析的數字化轉型規劃都不能⾼效⽀撐企業級戰略規劃實現。

企業架構是企業戰略與落實實施之間的樞紐,是⼀種強調全域結構化思維的
設計⽅法論，代表著企業⾼層系統觀念、全域思維的強弱，與機構規模、數字化

⽔準本身無關。

企業架構設計包括企業級業務架構設計和由業務架構驅動的企業級 IT架構
設計（也可以根據從業務需求到系統實現的不同分為：業務架構、應⽤架構、數

據架構、技術架構），其可以作為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分解戰略、設計業務價值鏈

鏈與傳導鏈，並落地到 IT架構，形成有效⽀撐的中樞。換句話說，企業數字化
架構融匯了⼀家機構對數字化的所有認知，是設計規劃運⽤數字化技術（⼯具）

進⾏相應的業務操作或數據處理，以實現業務⽬標，直⾄全⾯覆蓋企業戰略⽬標。

這種全域性的設計規劃要求相關⼈員對業務、系統、數據與技術都具有較深

的理解與認知，因此這個過程必須由業務⼈員、技術⼈員共同完成，也是業務和

技術深度融合 關鍵的環節。所以企業架構設計是消除企業業務部⾨間隔閡，實

現企業級（全域性）系統、專案建設的利器，還是技術與業務⼈員溝通融合的橋

樑與基礎。

企業數字化架構並不是靜態固定的，必須定期評估後調整優化，確保架構設

計符合宏觀經濟形勢、業務戰略及技術趨勢，這要求強化企業架構的全⽣命週期

閉環管理。

企業架構作為⼀種設計⽅法論，⽬前主要有開放組架構框架 TOGAF、業務
能⼒元件模型 CBM、中台等，其中中台架構是國內企業基於⾃身實踐總結推廣
的，⾮常適⽤於數字化轉型設計。

⼆、深化技術與業務融合的組織架構

前⾯所說的企業架構⽅法論為業技融合奠定了理論基礎，數字化轉型還需要

相應的組織架構保障。

傳統的系統建設模式是業務⼈員提出需求，技術⼈員開發系統實現相關功能

以滿⾜業務需求，但業務與技術之間始終存在客觀、顯式的“數字鴻溝”，只是通
過系統建設搭建⼀座跨越“數字鴻溝”的橋樑，實現業務與技術的有限交互，既制
約了技術對業務的⽀援引領能⼒，也限制了業務可以反哺技術發展的機會。

許多時候，所謂“數字化思維不⾜”更多的是指銀⾏業務⼈員依舊將數字化轉
型等同於資訊化，認為數字化轉型是科技部⾨的⼯作，業務部⾨提出⼀些系統建



設需求後只需要坐等科技部⾨建設推廣即可。單純依靠科技部⾨，難以有效地協

調推動全⾏各部⾨共同全⼒以赴消除“數字鴻溝”，這已成為所有⾦融機構實施數
字化轉型⾯臨的共性問題。

資管機構由於⾃身⾵險管理需要，決定了其組織架構無論如何調整，條線式、

層次式的基本架構始終沒有、也不可能發⽣根本性變化，因此資管機構數字化轉

型需要在傳統的組織構架和有得於消除“數字鴻溝”的扁平式組織架構之間找到
⼀個平衡點，常⾒做法是在保持資管機構傳統組織架構主體的同時，並⾏式設⽴

企業級的數字化轉型管理組織與機制，即組建不同業務條線、業務與技術條線相

融合的敏捷創新團隊。

這種敏捷創新團隊並不是簡單地在業務部⾨派駐技術⼈員縮短資訊傳遞過

程和問題解決週期就算成⽴，⽽應圍繞資管的產品與服務、運營、⾵控等核⼼環

節，打造跨領域、跨部⾨、跨職能，強化橫向協作和扁平化管理的數智化創新團

隊，團隊⼈員、思維、知識、能⼒相交互、影響、轉變，真正深⼊地應⽤技術推

動業務變⾰，並反過來依靠業務推廣加速技術發展。

這種業技融合不同於我們通常所說的具有主被動關係的“科技賦能業務”，也
不是業務⼈員坐等技術⼈員提供解決⽅案，⽽且業務、技術、管理等多部⾨員⼯

對等、共同、⾼頻、深⼊地進⾏業技思維⼤碰撞，既從業務視⻆看在哪個環節可

以應⽤哪類技術，也要從技術視⻆看技術可以如何改變業務、如何更好地服務客

⼾，改變業務原有的痛點，從⽽創新設計企業架構，確保數智化相關⽬標的實現。

三、數據治理與創新應⽤

數據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戰略性資源，如何挖掘發揮數據要素倍增作⽤已成

為決定資管機構數字化轉型成敗的重中之重。資管⾏業數據融合應⽤可以按業務

數據化、數據業務化、業務智慧化路徑推進。

業務數據化數據應⽤的基礎與前提，是數據淺層次應⽤，業務數據化重點在

於加強數據來源頭管理，做好數據標準、數據品質等數據管控⼯作，圍繞內外部

數據資源的互通共⽤，全⾯消除“數據孤島、資訊煙囪”，打造企業級的數據資產
庫，構建覆蓋數據全⽣命週期的數據資產管理體系。

數據業務化是業務數據化的延伸和深化,是對企業的數據資產進⾏清洗加⼯，
將數據滲透到業務經營、⾵險管理、內部控制中，⽤數據⽀撐決策，⽤數據輔助

管理,提升數字資產運營能⼒，從⽽全⾯提升運營管理、⾵險控制、產品研發、決
策⽀援等主要領域的智慧化⽔準，這也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數智化”。
衡量資管⾏業數字化⽔準的⼀個重要標準是，是否建成企業級的數據中台，

提供可複⽤的數據服務能⼒，為各項業務提供便捷、智慧的數據分析⽀援。這種

能⼒可以通過建設標籤體系、指標體系、模型等並提供給不同技術⽔準的⼈員使

⽤。

數據應⽤的另⼀個問題是要加強數據安全保護，做好數據分類分級管控，嚴



防數據，特別是個⼈⾦融資訊的洩露、篡改和濫⽤，這是資管數字化轉型必須堅

守的底線與紅線。

四、謹慎參與智能化研發

⽬前資管⾏業許多機構聚焦于研究如何利⽤⼤數據、⼈⼯智慧等技術做好權

益投資、量化投資、智慧投顧、資產定價等領域的創新應⽤，這些屬於數字化的

⾼端應⽤，只屬於少數頭部機構有能⼒參與的領域，絕⼤部分機構從資源投⼊、

能⼒⽔準等看，並不適合參與此類⾼⾵險研發。

⼤數據、⼈⼯智慧應⽤是能顯著提升資管機構運營管理的智慧化⽔準，特別

是⽤在⾏銷管理、客⼾管理、⾵控管理、場景感知等領域，所涉及的基於深度學

習、知識圖譜等技術也相對⽐較成熟。⽐如，以客⼾為中⼼，挖掘歷史數據知識，

洞察客⼾⾏為偏好，打造資源協同、場景化的⾏銷模式，提升獲客、活客、留客

⽔準，實現客⼾全⽣命週期管理都已形成標準的範式，絕⼤部分資管機構都有能

⼒構建。對於這類應⽤，許多時候影響范式實施成效的關鍵因素並不在於模型或

⽅法本身，⽽是取決於機構⾃身所擁有的數據量與維度等⽅⾯的差異。

反觀量化投資、智慧投顧等領域，研發與應⽤成效還未得到廣泛認可，許多

時候 AI等技術更多是⽤於輔助使⽤⽽⾮顛覆代替，其⽬的還是及時為資管專家
或⾼層管理者提供資訊輔助決策，將其從例⾏、重複、煩雜的數據分析⼯作中解

放出來。從投⼊-產出成效⽐來說，這類智慧化的⾼端應⽤也只適合家⼤業⼤的
⼤型資管機構參與。

五、加⼤管道、⾏銷等⾼回報環節的投⼊

資管⾏業的科研投⼊總是有限的，在夯實科技基礎設施的前提下，科技資源

投⼊應儘量向管道、數據平臺、⾵險管理等投⼊產出⽐⾼的領域傾斜，重點可加

快加⼤以下幾⽅⾯資源投⼊。

⼀是全⾯推進資管運營管理的線上化、移動化，包括內部的運營管理流程和

外部交易操作流程，以打破時空限制，提升⼯作質效，線上化、移動化是數字化

直觀的成效。數字化並是⼯作內容和流程的簡單線上化，但數字化離不開線上

化。

⼆是構建覆蓋客⼾財富管理全流程的平臺。以客⼾為中⼼⾸重客⼾洞察，通

過知識圖譜等技術，構建覆蓋客⼾認知、⾏銷管理、客⼾觸達、客⼾管理、交易

⽀援、銷售管理、客⼾調研等全流程的系統平臺，為市場⾏銷提供精准⾼效的科

技⽀撐。

三是打造覆蓋產品全⽣命週期的管理平臺。資管⾏業產品是王道，以市場為

導向，打造覆蓋產品研發、產品管理、產品銷售、⾵險管控、評價總結等全⽣命

週期的系統平臺，提升市場回應的敏捷性與產品競爭⼒。

四是健全優化內部管理流程機制與平臺。⼀⽅⾯，數字化轉型⾸先是要應⽤

數字化思維去梳理流程機制，這種梳理優化是深⼊研究分析哪些流程節點可以⽤



數字化⼯具來提⾼其運轉效率。⽐如打通系統隔閡，變⼈⼯跨系統查詢數據後填

寫模式為系統直接調⽤介⾯數據模式就能提⾼運轉效率。另⼀⽅⾯，深化 RPA
應⽤，⼈⼯智慧技術的發展與應⽤賦予 RPA強⼤的⽣命⼒，特別適⽤于資管⾏
業這類規則固定且重複執⾏、⼤批量數據獲取、報表數據統計識別、多系統組合

操作等業務流程的⾃動化改造，可在不改變原有 IT架構的情況下，作為“連接器”
打通部⾨間業務阻隔與流程中斷點，無縫銜接和融合⾃動化流程涉及的所有系統

與數據，具有良好的適應能⼒與快速推廣效率，可廣泛應⽤於數據獲取與處理、

報告研讀、監管報送、票據審核、報表⽣成、⾵險預警、客⼾服務等各類場景，

切實提⾼運營管理的⾃動化、智慧化和數字化⽔準。

現在不是過去的延⻑線，⽽應當由未來定義。資管⾏業數字化轉型是⼀項系

統性⼯程，它不僅僅是⾦融科技的創新應⽤，⽽是基於⾦融科技⽽引領的思維理

念、流程機制、業務產品等的重塑造與再造，這必然是⼀個漫⻑的過程，不能⼀

蹴⽽就，需要資管機構⽴⾜當下，錨定遠景⽬標，基於⾃身稟賦，找准突破⼝，

參考業內數字化轉型範式與實踐，穩步推進、適時調整，持續提升數字化⽔準，

實現⾼品質發展。



3、標題：產業與治理｜國外數據鄰避困境及對中國數據治理的
啟示
來源：澎湃新聞 發佈時間：2022/08/04
地址：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253224
關鍵字：數據鄰避、數據治理

撮要：

1.以加拿⼤多倫多 Quayside專案遭遇的“數據鄰避運動”為例，分析其經驗
教訓，並從建⽴數據治理體系、明確數據共⽤規則、強化數據倫理規範、完

善協商溝通機制、探索數據產權制度、強化數據過程管理等⽅⾯，對數據治

理提出了對策建議。

（1）構建數據治理體系，提升數據治理能⼒
（2）厘清數據權利責任，明確數據共⽤規則
（3）動員多⽅治理⼒量，強化數據倫理規範
（4）完善協商溝通機制，保障多元利益訴求
（5）探索數據產權制度，加強數據保護
（6）強化數據過程管理，提升數據品質

「正⽂」

數據驅動時代，數據資源利⽤已不再是技術問題，更是倫理問題與權利

問題。本⽂以加拿⼤多倫多 Quayside專案遭遇的“數據鄰避運動”為例，分
析其經驗教訓，並從建⽴數據治理體系、明確數據共⽤規則、強化數據倫理

規範、完善協商溝通機制、探索數據產權制度、強化數據過程管理等⽅⾯，

對上海數據治理提出了對策建議。

⼀、加拿⼤多倫多“數據鄰避運動”的成因思考
加拿⼤多倫多市 Quayside項⽬是由穀歌⼦公司 Sidewalk Labs聯合

Waterfront Toronto公司在 2017年計畫開發的智慧街區專案，該專案基於穀
歌前沿科技和數據，意圖打造以⼈為本的智慧社區。然⽽，僅時隔三年，該

專案由於數據隱私保護問題備受多倫多市⺠質疑與抗議⽽宣佈終⽌。

Quayside項⽬失敗的原因可歸納為三個⽅⾯。
1、缺乏健全的數據治理主體和規則體系
伴隨著數據成為重要的⽣產要素，界定數據權益的主體和規則就成為

關鍵問題。Quayside 專案的失敗在於，當利⽤公⺠數據建⽴、改善和優化城
市治理秩序與促進經濟發展時，數據的採集、存放、分析、應⽤的主體和規

則沒有在專案啟動時予以保證，引發市⺠對由科技公司主導未來數據世界



可能導致的“霸權”予以抗議。⼤型科技公司作為市場的主體，同時也是數據
的持有者，若無法對數據權益問題給出⼀個合理的解決⽅案，就必然會引發

市⺠對個⼈數據隱私權利的憂慮。可以說，數據資源利⽤問題早已不是技術

問題，更是倫理問題與權利問題。因此，需要通過健全數據治理體系，厘清

數據權屬和利益劃分問題，明確數據治理的主體和規則，才能避免可能蔓延

的數據鄰避運動。

2、缺乏數據治理的監督和協調機制
伴隨著數字素養的提⾼，社會公眾不再僅僅是數字服務的消費物件，⽽

是越來越多地產⽣和使⽤數據，參與城市治理並擔任社會監督者的⻆⾊。

Quayside專案中，由獨⽴的協⼒廠商收集並存儲測試網站中收集的所有數
據，任何要求獲得數據的政府或私⼈實體都必須提交公開的“責任數據影響
評估”，任何收集數據的設備都必須由信託機構披露，這種“數據信託”的數
據治理⽅式沒有真正將市⺠納⼊到協⼒廠商的監督主體之中。實際上，在數

據治理中，市⺠關注的重點其實並⾮“協⼒廠商”是否存在、是否公正透明，
卻關注我是否是“協⼒廠商”中的⼀員，或者說我的意⾒是否可以影響或左右
“協⼒廠商”。因此，政府作為數據治理的管理者和利益協調者，應該充分對
企業和⺠眾利益進⾏協調，⿎勵⺠眾參與治理。

3、缺乏數據治理的開放共⽤與有效互動
數據驅動時代，無論是作為利⽤規範性技術設計的城市服務平臺，還是

對城市的⼤數據獲取和分析服務，抑或是基於智慧技術的城市移動服務場

景，都是⼀種由技術賦權城市治理、社會服務與市場監管的⼿段與模式。

Quayside項⽬的失敗教訓表明，僅僅依靠技術⼿段的烏托邦式數據治理⽅
式，或許可以滿⾜公眾的想像，但可操作性尚待驗證，⽽回歸以⼈的⽣活、

情感、意志為核⼼的數據治理框架，或許才是 本質的問題。⽐如，本次新

冠肺炎疫情期間誕⽣的“健康碼”就是⼀個形成城市、⼈、技術三者良好互動
的正⾯案例。因此，數據的開放共⽤與有效互動將成為數據治理的⼀個重要

⽅向，基於數字技術的價值將主要體現在如何 ⼤限度地服務於⼈的發展

與⽣活需求，並形成網際空間與現實空間的有效互動。

⼆、對中國數據治理的啟示與建議

1、構建數據治理體系，提升數據治理能⼒
破解數據鄰避困境的關鍵在於建⽴現代化的數據治理體系，要平衡政

府、企業和個⼈三⽅利益，凝聚更多共識，共同促進數據治理的提升。其中，

政府作為數據治理主體，處於核⼼主導地位，應⾸先進⾏頂層設計，完善數

據治理管理機制，形成權責明確的組織架構和治理管理體制；強化數據資源

管理體系，提升數據管理能⼒，包括數據架構、數據標準、數據品質、數據



安全、數據隱私、中繼數據管理、數據全⽣命週期管理等多⽅⾯內容；強化

數據監管，加強數據安全和資訊安全，推動數據開放共⽤利⽤。

2、厘清數據權利責任，明確數據共⽤規則
由於數據具有多重屬性，個⼈數據保護與商業秘密、數據庫權、企業數

據權益等可以共存，並⾮⾮此即彼。企業和個⼈作為數據的持有者和貢獻者，

企業對個⼈數據的獲取及使⽤不能以犧牲個⼈隱私為代價，個⼈資訊保護

不能罔顧商業利益和公共利益⽽⾛向絕對化。企業數據與政府數據在數據

產⽣、公共屬性等⽅⾯存在實質差異，不能無差別地討論數據開放，特別是

不能無條件強制要求企業共⽤數據。

3、動員多⽅治理⼒量，強化數據倫理規範
所有的數據問題和技術問題 終都會回歸為⼈的問題。數據驅動時代

的數據開發利⽤應當具有正確的價值引導，因⽽在強化數據倫理規範時，應

發揮政府、⾏業、公眾三⽅⼒量。⿎勵社會公眾對數據倫理的監督和道德評

價，注重數據道德倫理宣傳；以⾏業⾃律來建⽴倫理約束機制，加強企業責

任倫理意識培養，樹⽴⾵險與利益相平衡的價值觀；政府應當對數據的獲取

和應⽤過程進⾏嚴格的倫理評估，並構建數據倫理規範準則，強調權利與義

務對等、⾃由與監管適度、誠信與公正統⼀、創新與責任⼀致。

4、完善協商溝通機制，保障多元利益訴求
借鑒歐美發達國家在共識會議、願景⼯作坊、協商⺠意測驗、公⺠陪審

團、專題⼩組等集體協商機制進⾏開放式的決策溝通形式，從⽅案設計、選

擇、實施、監督的全過程貫穿多元主體參與，引導不同利益群體形成共識；

建⽴決策資訊公開機制，以資訊公開取信於⺠，以透明的資訊贏得公眾的信

任和⽀持；建⽴社會影響評估機制，通過社會影響評估來提前瞭解潛在的社

會影響及阻⼒，以便提前做出應對和化解，避免遭遇嚴重的鄰避效應。此外，

還應建⽴及時⾼效的衝突應急回應機制，應對突發數據鄰避衝突。

5、探索數據產權制度，加強數據保護
探索數據產權制度，就是要明確數據收集、管理、分析、利⽤的主體和

規則，強化數據保護。數據產權不僅要考慮個⼈數據與⾮個⼈數據、政府數

據與商業數據、公開數據與秘密數據等不同分類，⽽且要結合加密技術、區

塊鏈等技術控制措施的發展狀況來具體構建。單⼀數據⼀般不能發揮出價

值，需要數據持有者在對數據進⾏清洗、加⼯的基礎上開發新產品創造價值。

數據產權制度既是對個⼈數據隱私的保護，也是加強對企業收集、整理商業

數據的保護，同時也為數字經濟發展建⽴了競爭有序的數據流程通環境。

6、強化數據過程管理，提升數據品質
對數據產⽣、採集、存儲、流通、應⽤和銷毀的全⽣命週期進⾏品質管

控，是保障數據價值實現的現實需要。數據治理過程應涵蓋前端管理、過程



管理、全程管理三個⽅⾯。在前端管理中強化數據品質管理和數據標準構成，

對數據從產⽣到消亡的全⽣命週期的每個階段裡可能引發的各類數據品質

問題，進⾏⾵險識別和管理控制；在過程管理中強化對數據存儲、數據傳輸、

數據分析、數據共⽤和開發等⽅⾯的管理，尤其在新基建建設中，數據存儲

是完善資訊基礎設施的基礎，數據傳輸的品質直接關係到數據治理的品質，

數據分析和數據共⽤開發利⽤關係到數據價值的實現；全程管理需要在數

據治理的整個過程對數據連續性以及數據隱私進⾏管理和保護，應建⽴⼀

整套數據保護措施，對數據進⾏脫敏或分級等處理，實現對政府、企業以及

個⼈隱私數據的保護。



三、技術與應⽤



1、標題：共同構成算⼒產業發展壯⼤的厚實根基
來源：⼈⺠網 發佈時間：2022/08/23
地址：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22/0823/c1004-32509037.html
關鍵字：數字化轉型、數據要素、數據處理

撮要：

1.⼯信部發佈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算⼒核⼼產業規模達到 1.5萬億元，近 5年
平均增速超過 30%，算⼒規模位居全球第⼆。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新的⽣產⼒，算
⼒發展⽔準的逐步提升，意味著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底座正不斷夯實。

2.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技術領先的網路基礎設施，啟動建設多條“東數⻄算”
幹線光纜，在⽤數據中⼼機架規模超過 590萬標準機架，伺服器規模近 2000萬台。
在此基礎之上，算⼒正從⾦融、科技、航空航太等領域向政務、⼯業、交通、醫

療等領域加速拓展。

3.通過⿎勵國內企業和⾏業組織在成果轉化⽅⾯強化合作，可以促進算⼒產業供
需對接。要推動全社會上雲、⽤數、賦智，繁榮線上消費業態，也要推動多元算

⼒服務與⼈⼯智慧、物聯網和區塊鏈等技術融合創新，降低算⼒使⽤⾨檻，合理

配置優質算⼒資源。加速釋放算⼒賦能千⾏百業數字化轉型的潛能，才能促進算

⼒融合應⽤⾛向更廣、更深、更精的領域。

「正⽂」

隨著新⼀代資訊技術加速融⼊千⾏百業，無處不在的算⼒，正在成為啟動數

據要素潛能、驅動經濟社會數字化轉型的新引擎

加速釋放算⼒賦能千⾏百業數字化轉型的潛能，才能促進算⼒融合應⽤⾛向

更廣、更深、更精的領域

前不久，⼯信部發佈數據顯示，2021年我國算⼒核⼼產業規模達到 1.5萬億
元，近 5年平均增速超過 30%，算⼒規模位居全球第⼆。作為數字經濟時代新的
⽣產⼒，算⼒發展⽔準的逐步提升，意味著我國數字經濟發展的底座正不斷夯實。

算⼒代表了對數據的處理能⼒，是數字化技術持續發展的衡量標準。它能讓

“聰明的⾞”更安全地⾏駛在“智慧的路”上，能讓⾶架在河流⼭川上的電網實現智
慧巡檢；它是遠端輔助診療的有⼒⽀撐，也是氣象 AI預測模型的重要依託；它
存在於雲端的資訊服務，也遍佈於各地的基礎設施。隨著新⼀代資訊技術加速融

⼊千⾏百業，無處不在的算⼒，正在成為啟動數據要素潛能、驅動經濟社會數字

化轉型的新引擎。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強戰略佈局，加快建設⾼

速泛在、天地⼀體、雲網融合、智慧敏捷、綠⾊低碳、安全可控的智慧化綜合性

數字資訊基礎設施，打通經濟社會發展的資訊“⼤動脈”。有數據顯示，每 1元的



算⼒投⼊，能帶動 3—4元的產出。近年來，在⼀系列政策⽀持下，我國算⼒產
業發展基⽯更加堅固，發展前景更加廣闊。⽬前，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技

術領先的網路基礎設施，啟動建設多條“東數⻄算”幹線光纜，在⽤數據中⼼機架
規模超過 590萬標準機架，伺服器規模近 2000萬台。在此基礎之上，算⼒正從⾦
融、科技、航空航太等領域向政務、⼯業、交通、醫療等領域加速拓展。算⼒“沃
⼟”，正孕育著中國經濟發展新動能。
順應數字化發展趨勢，要切實增強與數字經濟發展相適應的算⼒供給能⼒。

《“⼗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到 2025年，數字經濟核⼼產業增加值占國
內⽣產總值⽐重達到 10%。隨著數字技術⽇益融⼊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數據體
量將更加龐⼤，全社會對數據資源存儲、計算和應⽤需求也將⼤幅提升，數字化

轉型需求會更為旺盛。這既為算⼒發展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也對算⼒產業全

鏈條發展提出了新的挑戰。

推動算⼒產業⾼品質發展，要夯實算⼒發展根基。包括⾼性能晶⽚、數據中

⼼、網路等在內的基礎設施，是算⼒產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當前，我國超

⼤型、⼤型數據中⼼仍有較⼤發展空間，需堅持適度超前原則，以建代⽤，盡可

能提⾼算⼒基礎設施的承載能⼒。與此同時，要緊緊牽住核⼼技術⾃主創新這個

“⽜⿐⼦”，加快⾼端晶⽚、核⼼演算法等技術的研發突破，通過產學研聯合攻關
增強算⼒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可控性，讓算⼒的⾃主可控⽔準不斷提升。

推動算⼒產業⾼品質發展，要豐富算⼒融合應⽤。發展壯⼤算⼒產業，關鍵

在⽤，以⽤促建。通過⿎勵國內企業和⾏業組織在成果轉化⽅⾯強化合作，可以

促進算⼒產業供需對接。要推動全社會上雲、⽤數、賦智，繁榮線上消費業態，

也要推動多元算⼒服務與⼈⼯智慧、物聯網和區塊鏈等技術融合創新，降低算⼒

使⽤⾨檻，合理配置優質算⼒資源。加速釋放算⼒賦能千⾏百業數字化轉型的潛

能，才能促進算⼒融合應⽤⾛向更廣、更深、更精的領域。

數字經濟事關國家發展⼤局。作為數字經濟時代的新型⽣產⼒，算⼒不僅是

新的經濟增⻑點，也是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重要⽀點。在當前和今後⼀個時期，

誰的計算能⼒更強，誰就能夠在發展中抓住先機、贏得主動、搶佔未來制⾼點。

我國算⼒產業鏈條相對完善，具有國際競爭⼒的算⼒產業⽣態初步形成，⼀⼤批

供給普惠化、業態多樣化的融合創新成果正競相湧現，共同構成算⼒產業發展壯

⼤的厚實根基。持續加強算⼒基礎設施建設，加快算⼒核⼼技術攻關，不斷拓展

融合創新應⽤，我們⼀定能推動數字經濟不斷邁上新臺階，為經濟社會⾼品質發

展提供堅實⽀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