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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年初的两会上，李克强总理
说只要不触及任何法律的问题，政
府数据应该尽量公开。在过去四年
中，上海、北京、佛山、南海等城市
做了开放数据， 但是有多少老百
姓、中小微企业、NGO、记者了解
这样数据开放的进程？

年初时候我们做了调研，对象
有来自各个阶层的 200 人， 其中
50%的人从来都不知晓“开放数据”
这个词，30%的人明确知道“开放数
据”怎么回事，需要这样的数据。 从
数据的需求者、 消费者角度来说，
还没有很多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去创建这样一个健康的生态
圈，其中有三个主要挑战：第一，如
何吸引不同利益相关体参与到这
个进程当中；第二，这个媒体 NGO
企业能扮演什么样角色，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第三，如何驱动不同利
益相关体之间的对话与合作。

我们在 2014 年做了“开放数
据中国”， 它的使命是催化生态圈
的建设， 最主要的是搭建虚拟网
络，将不同利益相关体在平台当中
连接，首先了解谁是在这么一个过
程当中希望做开放数据的事情，帮
助他们互相连接和协作。

我们探索的问题是如何去鼓
励人们了解数据开放的用途和创
新，在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开放数
据实际上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应
用。 比如在台北，很多老百姓去医
院排很长队，或者等几十个小时才
能看到医生，就希望所有医院把绩
效数据发布在网上作为公开开放
的数据。于是有公民黑客将所有数
据汇集起来， 展示到统一面板，就
像炒股一样有一个面板，你可以看
到每一家医院在昨天、前天、这一
个月当中住院人数的总数变化，排
队时间变化，这可以帮助老百姓评
估医院，从而促进公共服务改善。

同时开放数据可以共建社会秩
序，例如，在英国，有很多地方偷自
行车被卖到二手市场， 为了解决这
样一个问题， 有一个开发者向警局
申请所有自行车号码牌的数据和自
行车挂失数据， 这两个数据结合以
后为公共提供服务， 你购买二手车
的话通过这个应用查询二手车是不
是被偷的自行车， 从而可以从市场
上打击盗窃者销赃渠道， 同时也唤
醒了人们对自行车被偷的重视。 大
家觉得自行车被偷就被偷了， 但是
这个应用帮助大家建立了一个意
识：我需要报警，告诉警察我自行车
被偷了，他们还是有可能找回的。

开放数据还有一个非常重要
的基本应用，就是促进协作。 今年
的尼泊尔地震救援中，在一家设计
公司和联合国一起开发的人道主
义救援数据交换平台上，包括联合
国、尼泊尔政府、基金会、救援组织
等在内的机构，在平台上共同开放
自己的数据， 哪里需要一线资源，
或者将往哪个地方发放什么资源
等等，这样的数据全部被自由开放
以后，帮助机构协同工作，更好地
去协调救援。

对于利益相关者之间对话和
协作，我们希望去发挥一定作用，今
年年初我们开始做了开放数据沙
龙， 第一次探索了空气质量数据和
环境数据怎样做共创的试验。 同时
我们也看到了环境可视化和马拉松
路径课题， 去研究空气质量数据怎
么样帮助政府来组织好马拉松。

去年我们和复旦大学、世界银
行做了开放数据助力经济发展和
社会创新专题研讨会。我们也在中
国做一系列数据开放的工作，我们
今年有 44 万多条数据，有 20 多个
数据受益者，包括复旦大学，还有
政府智库等使用这些数据做本身
研究和创新。

� � 3D打印义肢、狗粑粑换免费wifi、会消失的办公室……这些好玩儿有趣的社会创新案例，通过时尚新潮的画布和色彩呈现在大栅栏西街曾经历史斑驳的老
门板上，创新与老北京的传统文化氛围相映成趣。

6月中旬，“2015社会创新周”集合一群创变客和优秀的国内外社会创新案例如期而至。 本次社会创新周以“一起来可劲儿造”为主题，设立了创变客说、工
作坊、放映、展览、互动体验 5大单元。“英国社会创新之父”杰夫·摩根、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台湾资深创客李大维等专注社会创新解决问题的创变客，
分享其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实践与经验，六种不同风格的工作坊和多部纪录片，让现场观众有机会参与其中，了解创变客们如何解决生活难题。

此次社会创新周的论坛话题，不再局限于吸引眼球的创新案例和概念化的讨论，而是着眼于更具实际意义的议题，如何与政府构建合作就是其中之一。

现代城市建构思想和工
业革命是同时起步的，为什么
工业已经到了 4.0，我们城市还
在 1.0 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借
助创新的力量，使城市完成从
1.0 到 2.0 的飞跃。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理
想当中的城市。 我从小生活在
长江北岸的小镇， 小镇的标志
性建筑就是一个钟楼。 早在实
业家张謇建立纱厂时这个钟楼
已经矗立在那里了，如今百年。
小镇就是以这个厂的名字命名
的， 所以我对城镇的第一印象
就是工业化。 与之对比的就是
爷爷奶奶生活的农村。

我乘轮船来到上海，马上
可以看到这么一个高楼林立
的繁华场景， 所以觉得工业、
自然以及城市是三个割裂的
概念。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这三
样东西是可以共存于一个时
空纬度里的。 所以就有了这么
一个我想象当中的城市，工业

的效率、自然的明快以及城市
的繁华都在一个时空纬度里
面。

从历史上看，城市与创新
从来不是陌路人，因为城市的
诞生，导致人与人的创意网络
在足够空间里发酵，使得创新
寒武纪爆发。

但我们今天需要去为城市
本身创新了，怎么创新？今天我
们城市的工作机制是， 政令从
上而下，市民被动地跟随，如果
碰到问题，那么由专家、意见领
袖来谏言献策， 当专家不靠谱
的时候就被拍砖， 这时候需要
有社会责任感的慈善家、 第三
部门、 公益组织一起参与社会
问题的解决。

昨天我看到两则新闻，一
个是英特尔投资 1.25亿美元帮
助少数女性创业， 另外一个新
闻， 谷歌在纽约建立了一个智
慧城市的实验室。 我们做社会
创新可以一边赚钱， 一边帮助

解决社会问题。
政府的职责是什么呢？ 政

府可以提供创新所需的基础
设施。 比如开放的免费 WIFI
网络；政府做好城市操作系统
的标准化， 使得不同部件互
联、互通、开放；提出好的绩效
机制，财税政策上鼓励企业和
个人，尤其是鼓励社会创新者
去考虑长期的价值。

政府还有一个很重要责
任就是社会动员。 一个很好的
例子就是悬赏， 几百年前，英
国议会悬赏两万英镑解决航
海当中准确“经度”的问题，一
个钟表匠发表了航海天文钟，
他真正改变了航海史和世界
征服历史 。 法国政府悬赏
12000 法郎解决航海保存食物
的问题， 然后有人发明了罐
头。 这些都是政府通过社会动
员， 去激发公民的创新热情。
我们决策者要做的不只是管
理，而是激励和信任。

� � 社会创新时代，政府可以
做什么事情。 其中一条路径是
开放政府数据，开放政府数据
意味着这个时代政府公开的
不仅仅是信息，还需要公开数
据，数据是在整个金字塔中底
层，是原始资源，对于数据进
行加工和分析成为信息，信息
指导行动和决策。

政府采集社会生活，生产
生活紧密相关的数据，这些数
据如何回报给这个社会，产生
巨大价值，实现创新。 开放数
据把过去政府的信息和发布
上升到新层面，让大家知道政
府在做什么，参与和监督政府
工作。 这是公众对于政府数据

利用权。
政府信息公开主要是信息

层， 政府数据的开放是利用
层。 数据开放要求达到什么层
面？ 首先数据是完整的、一手
的、及时的、公众可获取的、可
机读的、 下载后导入应用、非
歧视的，不是因为和政府关系
好才能拿到数据，不是因为你
是学者或者专家才可以拿到
数据，这些数据对社会是平等
的公开、非私有的、产权属于
公众。 为什么政府开放数据不
能再收钱？ 因为采集过程当中
已经使用纳税人的钱、公共财
政的钱，这些公共资源应该免
费开放出来。

为什么开放政府数据？ 政
府拥有数据，做出一些应用开
放出去。 结果大家去政府门户
网站发现和淘宝网不在一个
水平上， 不能满足别人的需
求，还用了很多钱，这是公共
财政的钱。 如果把原始数据开
放出来，自己不用花钱，别人
可以做得更好，满足更多个性
化的需求，这就是开放政府数
据的一个理由。

目前政府数据开放不到
位，原因有很多。 第一，有一些
政府部门没有采集数据，或者

他们不知道有这些数据，因为
这些数据在另外一个部门。 第
二，政府需要考虑这些数据是
不是涉及到国家安全、商业机
密、个人隐私。 第三是愿意不
愿意开放，免费公开以后部门
利益可能有损失。 第四个情况
是即使愿意开放，数据是否足
够好？ 如果数据质量可能是错
误的、不全面的、不及时的，会
给社会带来损害。 第五个问题
是有没有能力开放，开放数据
对政府来讲是全新的工作，需
要做能力提升， 管理能力、个
人技能的提升。

开放数据是一个生态圈，
政府开放数据， 社会充分利
用，政府也鼓励利用，从而产
生公共价值， 产生价值越多，
政府越有动力开放更多更好
的数据， 这样会形成良性循
环。 这个生态圈当中政府的职
责是维护良好的生态环境，使
其有利于创新和创造，同时要
从公众利益和公共利益视角
出发。 不能对社会造成伤害，
不能侵犯个人隐私和社会安
全。 守住负面清单，其他的让
这个社会可劲造，他们想做什
么做什么，做出来的东西也会
超出你的想象。

英特尔中国研究院院长吴甘沙：

城市创新需要政府激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郑磊：

政府开放数据 推动社会创新

开放数据中国联合创始人高丰：

社群怎样利用开放数据

社会创新周外场活动吸引了大量公众参与

社会创新周·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