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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算法、算力、数据是当今人工智能应用的三大要素，人工智能的

发展给数据治理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数据科学研究的兴

起为数据治理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使得数据治理的视角、过程和方

法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另一方面，随着组织业务的增长，海量、多源

异构数据给数据管理、存储和应用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顺应时代

发展趋势，构建完整的数据治理体系，提供全面的数据治理保障，更

好地支撑数据治理工作，从而充分发挥数据资产的价值，成为各组织

关注的焦点。然而在数据治理实施过程中，我们往往存在数据治理意

识不足、概念模糊、界限不明、管理分散、标准不统一等问题，这些

问题将严重阻碍数据的管理与利用。因此，需要对各行业数据治理整

体情况进行总结梳理，发现数据治理的痛处及难点，才能帮助用户单

位更好地提升数据治理能力水平。 

为了解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现状，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

于 2019 年 12 月启动了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开展情况调研工作，旨在

了解和收集各单位在数据治理战略规划、数据治理组织机制与数据管

理活动等数据治理方面实施的现状与面临的主要问题，分析数据治理

工作的难点，进而推动数据治理工作在单位内部的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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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方法 

本次调研主要采用调研问卷形式，通过网站、微信公众号、邮件

等方式开展，收集企事业单位反馈信息，分析数据治理的现状。调研

问卷共设置 25 个问题，其中 12 个单选题，12 个多选题，1 个问答

题，包含数据价值与应用、数据战略规划、数据治理组织机制、数据

管理活动、数据标准及方法论五个维度，全方面覆盖企事业单位数据

治理开展情况。 

参与调研的企事业单位以信息技术服务、制造业、科学技术和服

务业等行业单位为主，部分来自金融行业。总体上参与调研单位的信

息化水平较好，对数据关注度较高，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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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发现 

1.普遍重视数据价值，数据治理已受广泛关注  

超过 92%的受访企事业单位已经认识到数据价值的重要性，认为

数据是一种无形资产与财务、人力资源等企业资产同等重要。企事业

单位也纷纷通过数据治理活动来挖掘数据的价值，提升数据管理水平。

其中，开展数据治理比较多的受访企事业单位是信息传输、软件和信

息技术服务业类的企业占到 42%，其次是制造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62%的企业是 1000 人以上的大规模企业，主要分布在北京、广

州、上海等经济发达的地方。可见，数据治理已被不同的区域环境、

行业类别、单位规模的企事业单位广泛关注。 

2.数据治理概念理解模糊，数据战略意识相对缺乏  

虽然数据治理已被广泛关注，但企事业单位对数据治理概念的理

解还比较模糊。47.3%的企事业单位以边干边学的方式，没有正式的

数据治理相关培训计划。80%的企事业单位只关注了数据治理中的某

些环节，没有形成数据治理闭环。同时只有 38%的企事业单位专门制

定了数据治理相关规划，来指引数据治理工作。可见，企事业单位虽

已经意识到数据价值和数据治理的重要性，但是大部分还未制定专门

的战略规划来指引数据治理工作。 

3.组织体系不够完整，数据治理工作管理分散  

数据治理工作的主要参与部门 80%是以科技、信息化管理部门、

业务部门组成，总裁办和董事会秘书处、风险管理部门、监察部门参

与度仅为 30.9%、18.2%、9.1%。21.8%的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管理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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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是集中管理，40%为集中领导下的各业务条线分头管理，25.5%和 9.1%

为通过 IT 部门管理和各部门分别管理。可见，不完善的数据治理组

织体系和分散管理的状态使得数据治理面临沟通协调困难，治理效率

低下和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4.缺乏健全的数据治理标准体系指导数据治理工作  

50%的企事业单位在数据治理过程中遵循了 GB/T 34960.5-2018

《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数据治理规范》、GB/T 36073-2018《数据管理

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等标准。目前数据治理标准体系还不够健全，

在数据治理落地实施、绩效评价等方面还没有专门的标准来指导企事

业单位有效开展数据治理工作。 

5.缺乏有效的数据治理评估方法促进数据治理能力提升  

超过 80%的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活动主要集中在数据标准、数据

质量、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等方面，且在数据治理工作过程中，比较

注重数据治理相关的制度和流程、组织和人员岗位、数据治理相关工

具等，但缺乏可行有效的监督、考核、评价机制，数据治理工作无法

常态化，数据治理成效无法量化考核和评估。同时，整体缺乏有效的

数据治理评估方法促进数据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持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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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数据价值彰显，数据治理备受重视 

随着数据价值的彰显，各行业普遍认识到数据资产的重要性，企

事业单位开始纷纷通过数据治理来提升数据管理和应用水平，但受行

业类别、企业规模、企业所属地区影响，不同的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

开展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1.企事业单位所属行业  

 

参与调研单位所属行业分析 

根据对受访企事业单位的调查，41.8%的企事业单位所处行业为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其次为制造业（12.7%）、科学研

究和技术服务业（10.9%）。可见，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开展数据治理情况较好，相较而言传统行业数据治理重视程度较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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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事业单位规模 

 
参与调研单位规模 

从企业规模来看，受访的企事业单位规模多为 1000 人以上

（61.8%），其次是 500-1000 人（12.7%），说明规模较大的企事业单

位，对于数据治理的重视程度较高。 

3.企事业单位地区分布 

 

参与调研单位所在地区 

从地区分布来看，受访企事业单位多位于北京（29.1%）、广东

（12.7%）、上海（10.9%）等地区，普遍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或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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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数据治理意识提升，战略规划相对缺乏 

目前企事业单位已经广泛认识到数据的价值和数据应用的重要

性，但大部分不能充分利用、发挥数据价值。为提升数据应用能力，

一些企事业单位逐步开展数据治理工作，但大部分企事业单位缺乏专

门的数据治理战略规划来指导数据治理实施。 

1.数据价值理解 

 

贵单位对数据价值如何看待 

根据对受访企事业单位的调查，58.2%的企事业单位在统一的数

据战略下，将数据视为与人力资源、财务、物力同等重要的企业资产，

并且在部门内开展了标准化、流程化的管理活动来提升数据价值，实

现数据共享，支撑业务创新。23.6%的企事业单位认为数据是一种重

要的无形资产，遵循统一的流程开展了相关管理活动，并可评价数据

战略与规划的成果。18.2%的企事业单位已认识到数据对业务开展的

价值，开始初步尝试应用数据，但还没有建立数据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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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应用情况  

 
贵单位目前数据应用情况如何，是否支持业务的需求 

18.2%的企事业单位能够利用数据并充分发挥其价值，超过 80%

的企事业单位只有少部分数据得到开发利用，甚至有些企业的数据没

有得到开发利用。 

3.数据治理相关规划  

 
贵单位目前是否有制定数据治理相关规划 

38.2%的企事业单位有专门的数据治理规划；54.5%的企事业单位

没有专门的数据治理规划，只是在 IT 规划中包含了数据治理相关规

划的内容；7.3%的企事业单位没有数据治理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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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数据治理组织机制不完善，战略领导层参与度不够 

数据治理组织是数据治理工作的主体。目前大多数企事业单位的

数据治理工作主要由 IT 部门和业务部门配合完成，战略部、总裁办、

风险管理部门、监察部门等重要决策和监督部门参与度比较低。数据

治理相关的监督考核、培训和宣传等机制缺乏，使得数据治理面临沟

通协调难、人员积极性不够、缺乏专业人才等困难。 

1.高层领导参与程度  

 

贵单位高层领导（公司副总及以上级别）在数据治理工作中的参与程度 

20%的企事业单位高层管理者全面参与数据治理工作，30.9%的企

事业单位高层管理者牵头开展数据治理工作，约 50%的企事业单位高

层管理者仅仅是关注数据治理，但不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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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据治理工作管理方式  

 

当前贵单位数据治理工作的管理方式 

40%的企事业单位采用集中领导下的各业务条线分头管理的数据

治理工作方式，25.5%和 9.1%的企事业单位通过 IT 部门管理和各部

门分别管理，只有 21.8%的企事业单位集中管理。 

3.数据治理组织存在形式  

当前贵单位数据治理组织存在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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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6%的企事业单位有独立的数据治理部门或数据管理部门来开

展数据治理工作；18.2%的企事业单位是虚拟的数据治理组织，如数

据治理委员会、数据管理工作委员会等；21.8%为 IT 部门下属的实体

部门；7.3%为业务部门下属的实体部门；10.9%为虚拟组织联合实体

部门；18.2%的企事业单位没有正式的数据治理组织。 

4.参与数据治理工作的部门   

 

贵单位有哪些部门参与数据治理工作 

数据治理工作的参与部门主要是以科技、信息化管理部门、业务

部门组成，占 80%。总裁办和董事会秘书处、风险管理部门、监察部

门参与度仅为 30.9%、18.2%、9.1%。可见，一些战略部门对数据治理

的参与度不够，使得数据治理缺乏自上而下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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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数据治理相关的培训 

 

贵单位是否有为员工提供数据治理相关的培训 

47.3%的企事业单位以边干边学的方式，没有正式的数据治理相

关培训计划；29.1%的企事业单位制定了正式的培训计划，并在部门

内逐步开展；3.6%的企事业单位仅是部门内的数据管理相关人员可以

定期受到单位或外部的培训；5.5%的企事业单位将部门培训计划和企

业数据整体培训计划相融合，持续进行；14.5%的企事业单位没有组

织数据治理相关培训。 

6.数据治理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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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单位是否已建立数据管理与治理的评价体系，并进行了定期评估 

36.4%的企事业单位目前尚未建立任何与数据管理或数据治理有

关的评价体系；38.2%的企事业单位对部分领域开展了评估考核工作，

但是工作还未常态化、未形成完整的评价体系；20%的企事业单位已

具备完整的评价体系，并且所有相关部门都承担了相应的职责，定期

对数据管理与治理的成果开展评估；5.5%的企事业单位能够在定期评

估的基础上，各部门根据评估结果动态调整评价体系，确保评估结果

真实反映相关工作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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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数据治理体系不完善，缺乏健全的标准体系指导 

当前各企事业单位的数据治理活动主要围绕数据标准、数据质量、

数据安全、数据应用、元数据、主数据等方面开展，在开展过程中普

遍关注制度、流程、工具等，存在考核机制缺乏、专业人员缺乏等问

题。同时，目前国内数据治理或数据管理相关的标准主要是围绕数据

治理框架、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等方面，在数据治理具体实施、数据

治理绩效等方面的标准还比较缺乏，未有效支撑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

工作的开展。 

1.数据管理活动开展整体情况  

贵部门的数据管理工作包括下列哪些方面 

目前，80%的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工作主要聚焦在数据标准、数

据质量、数据应用、数据安全等方面，而在数据生命周期、主数据、

元数据、数据战略等方面相对较弱。同时，各行业对数据管理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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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情况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类的

企业更加注重数据架构，公共服务业更加注重数据应用，制造业更加

注重主数据，金融业更加注重数据标准、元数据等。 

2.数据标准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数据标准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92.7%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数据标准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

集中在：建立数据标准管理相关的流程（63.6%）、制定数据标准管理

相关的制度或办法（60%）、引入或建立数据标准相关工具（56.4%）、

定期对数据标准进行更新维护（43.6%）、设立专门的数据标准管理组

织和人员岗位（41.8%）。然而，对数据标准相关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

标，并将其纳入部门的日常工作绩效考核则相对较少（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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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85.5%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

集中在：建立数据质量管理相关流程（50.9%）、定期对数据进行质量

检查，发现并及时解决质量问题（50.9%）、制定数据质量管理相关的

制度或办法（49.1%）、设立专门的数据质量管理组织和人员岗位

（43.6%）、及时上报发现的数据质量问题（43.6%）。然而，对于定期

宣传或开展数据质量相关培训工作（20%）、定期对数据质量管理工作

检查和评价（30.9%）、定期对数据质量评估（32.7%）、数据质量实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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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控（29.1%）、明确数据质量相关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并将其纳

入部门的日常工作绩效考核（23.6%）等方面则相对较少。 

4.元数据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元数据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69.1%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元数据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集

中在：建立了元数据管理平台（47.3%）、建立了元数据管理的流程

（43.6%）、制定了相关的元数据管理制度和办法（32.7%）、建立了专

门的元数据管理组织和人员岗位（30.9%）。然而，对定期宣传或开展

元数据管理相关培训工作（10.9%）、明确元数据管理的考核机制和考

核指标，并将其纳入部门的日常工作绩效考核（16.4%）等方面则相

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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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主数据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主数据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72.7%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主数据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包

括：建立了主数据管理流程（56.4%）、制定了相关的主数据管理制度

和办法（50.9%）、建立了主数据管理平台（49.1%）、建立了专门的主

数据管理组织和人员岗位（38.2%）。然而，对定期宣传或开展主数据

管理相关培训工作（23.6%）、明确主数据管理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

并将其纳入部门的日常工作绩效考核（25.5%）等方面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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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85.5%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数据安全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

集中在：制定数据安全相关的制度和办法（65.5%）、建立数据安全相

关的流程（56.4%）、设立专门的数据安全组织和人员岗位（54.5%）、

引入数据安全相关的工具和技术方法（47.3%）等。然而，对定期宣

传或开展数据安全相关培训工作（23.6%）、明确数据安全管理相关的

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并将其纳入部门的日常工作绩效考核（27.3%）

等方面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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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数据共享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数据共享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78.2%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数据共享工作，其工作内容主要集中

在：建立数据共享相关的平台或工具（60%）、建立数据共享相关的流

程（54.5%）、制定数据共享相关的标准、规范、制度（50.9%）、在数

据共享过程中采取了有效的安全措施，保障数据安全和个人隐私

（41.8%）等。然而，对数据共享过程监控跟踪（34.5%）、明确数据共

享相关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并将其纳入部门的日常工作绩效考核

（16.4%）等方面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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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贵单位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如何 

63.6%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工作，其工作内容

主要集中在：建立了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相关的流程（40%）、制定了数

据生命周期管理相关的制度和办法（36.4%）、对数据进行呈现与使用

（34.5%）、建立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相关的平台或工具（32.7%）等。

然而，对定期宣传或开展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相关培训工作（20%）、明

确数据生命周期管理相关的考核机制和考核指标，并将其纳入部门的

日常工作绩效考核（20%）等方面则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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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数据治理过程中采用平台或工具情况  

 

贵单位在数据治理过程中采用了哪些平台或工具 

94.5%的企事业单位在数据治理过程中采用了相应的平台或工具，

其中主要是：数据标准化工具（58.2%）、数据质量管理工具（56.4%）、

数据共享交换平台或工具（54.5%）、数据清洗工具（50.9%）、主数据

管理工具（52.7%）、数据安全管理工具（49.1%）、元数据管理工具（47.3）

等。可见，大部分单位都选择通过引用数据治理相关的工具或平台来

有效支撑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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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数据治理参考标准或方法论情况  

 

贵单位在制定数据治理规划及实施数据治理过程中，遵循或参考了哪些标准或方法论 

目前，企事业单位在数据治理工作中参照遵循的标准或理论方法

主要有：GB/T 36073-2018《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52.7%）、 

GB/T 34960《信息技术服务 治理 数据治理规范》（52.7%）、DAMA 

DMBOK（29.1%）等。还有 23.6%的企事业单位遵循的是其它标准或方

法论，如知名咨询公司推出的方法论、单位内部人员经验等。由此可

见，国内目前供企事业单位参考的数据治理相关的标准或方法论相对

较少，需要加强国家层面数据标准的研制和推广，为企事业单位数据

治理工作提供标准化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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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建议 

1.加强数据战略规划，逐步持续推进数据治理工作  

数据治理工作需要“自上而下指导，自下而上推进”。企事业单

位可结合契机、融合企业战略和业务需求，制定专门的数据治理规划，

以及可行的数据治理实施路线，将数据治理工作分阶段实施，并明确

各个阶段的重点任务和主要目标，保障公司数据治理能力稳步提升。

同时，企事业单位应做好数据战略规划的宣贯工作，让单位全员能够

清晰了解本单位的数据治理战略，促进数据治理与业务发展和数据应

用的有效结合。 

2.建立完善的数据治理体系，有效保障数据治理实施  

数据治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工程，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数据治

理体系来指导和保障数据治理工作的顺利进行。除明确数据治理的组

织架构和岗位职责外，还应结合本单位实际需求，选择重点核心领域，

建立配套可行的制度、流程以规范实施过程；引入相应的技术和工具，

使数据治理工作智能化、高效化；建立常态化的考核机制、可量化的

评价指标，确保数据治理工作的持续推进。 

3.构建健全的标准规范体系，为数据治理工作提供实施依据  

部分企事业单位对数据治理工作尚未有深刻的了解，需要在国家

层面建立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和方法论，用于指导和支撑企事业单位数

据治理工作的有效开展，提升数据治理水平。一是在数据治理体系规

划和实施方面制定全局性的标准，以指导企事业单位从全局视角规划

数据治理工作；二是围绕主数据、元数据、数据模型等核心治理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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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详细的实施规范，以指导具体的实施工作；三是制定数据治理绩

效考核评价相关标准，指导企事业单位对数据治理成效进行量化评估

和考核，促进数据治理有效实施。 

4.加强数据治理标准体系应用与推广，进一步提升数据治理能力  

针对已研制的标准，应在重点行业领域进行标准宣贯和推广，提

升企事业单位对标准的充分认识和高度关注，通过向企事业单位解读

标准内容，为其提供标准执行的可行性思路，解决标准与落地之间的

鸿沟，进一步帮助企事业单位有效推进数据治理工作。 

5.加强数据治理专业人才培养，提升数据治理人员能力  

一是标准化组织开展数据治理标准体系专业培训，培养数据治理

标准化人才，支撑数据治理工作的开展。二是企事业单位可组织常态

化、体系化的数据治理相关培训，培养专业的数据治理人才，保证数

据治理工作的常态开展。三是企事业单位可引进专业的数据治理第三

方机构，提供专业的数据治理服务，提升企业的数据治理能力和人员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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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结 

随着大数据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大数据战略资源地位的

日益凸显，数据价值越来越重要。对企事业单位来说，数据的高效利

用有利于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企事业单位只有建立了完整的数据治

理体系，保证数据质量，才能够真正有效地挖掘数据的价值，提高竞

争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思考什么是数据治理？如何做好企业

数据战略顶层规划？如何开展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工作？如何利用

数据治理及标准化解决企业实际需求？是我们调研的出发点和主要

目的。 

通过本次调研，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企事业单位的数据治理现状。

目前，企事业单位已经逐步意识到数据治理的重要性，通过数据治理

能够提升数据质量和应用能力，为企事业单位的管理与决策提供支撑。

但在数据治理过程中，存在数据治理组织机制不健全、数据治理体系

不完善、缺乏数据战略规划、缺乏标准指导等问题。 

针对这种情况，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应积极组织数据治

理领域重点标准的研制工作，推动数据治理各类标准的应用实施。希

望通过标准研制、宣贯，更好地落实数据治理标准的应用，从而提升

各企事业单位数据治理能力水平。全国信标委大数据标准工作组致力

于在大数据时代通过组织数据治理相关标准的研制与应用推广，为数

据的流通和应用保驾护航，推动我国大数据治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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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政编码：100007 

联系方式：010-64102859，bigdata@cesi.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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