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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设计与实现
梁 栋，呼亚杰，唐文凤 ※
（农业农村部信息中心，北京 100125）

摘要：【目的】为加快推动政务信息系统互联和数据共享，提高行政效率，亟需开展政务信
【方法】文章以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为技术平台，开
息资源整合共享工作。
展我部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工作。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基于 JSP 和 VUE
前端技术，使用 Java 开发语言，以 Oracle11g 为数据库，部署单向导入网闸，开展系统建设。
【结果】系统实现了农业农村部各单位、部分部委及部分省级农业部门的农业农村政务信息
资源目录的集中展示和查询，并与数据资源进行了实体对接。对政务信息资源按权限进行展
示、查询和共享，对数据资源进行可视化展示和监控，为部内各单位及省级农业农村部门开
【结论】通过系统的上线运行，实现部门数据集中汇聚，部内
展数据共享提供了功能入口。
各单位与部外单位及省级农业农村部门通过系统开展了数据共享，实现了网络连通、数据联
动、业务协同，为领导决策提供了数据支持，为跨行业数据查询和办理业务提供了平台，优
化了数据服务流程，形成了数据服务合力，其建设思路也为农业农村大数据建设提供了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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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当前，我国政务信息资源的整合与共享建设中存在较大问题［1］，各地区各部门信息

系统建设分散，建设和管理方式各异，应用和运行维护分散［2］。目前，各级政府部门业
务应用系统建设取得一定成绩，这些系统有的包括办公业务服务，专业应用服务，以及
提供信息资源服务，但未能充分满足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利用服务的需求。在国家层面，
信息资源共享以点对点数据交换、数据报送或门户网站的数据公布等方式为主，近年来
我国开始尝试建设统一的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利用服务平台。部分专家学者也提出开展政
务信息系统整合，提升协同创新能力［3］，建立农业信息资源共享交互平台［4］，增强信
息资源共享的开放意识［5］，理顺信息资源管理体制［6］，构建整合评估评价指标体系［7］，
在整体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共享背景下构建统一平台具有积极意义［8］，同时平台构建过程

收稿日期：2020-06-25
第一作者简介：梁栋（1988—），中级工程师。研究方向：农业农村大数据。Email: liangdong@agri.gov.cn
※ 通信作者简介：唐文凤 (1965—），处长、研究员。研究方向：农业农村大数据。Email: tangwf@agri.gov.cn
*
基金项目：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建设项目

中国农业信息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 51 ·

中需要重视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安全问题［9］。
为更好地推动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国发〔2016〕51 号）、《国务院关于印发“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
划的通知》（国发〔2016〕73 号）等有关要求，我国制定了《政务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实施
方案》（国办发〔2017〕39 号）。《管理办法》是专门针对信息资源共享的指导性文件，提
出了信息资源共享的原则和要求，而《实施方案》的出台，有望解决困扰我国政务信息
化发展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从根本上改变“各自为政、条块分割、烟囱林立、信息孤岛”
的局面，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让治理更有效，让人民更有获得感［10］。农业农
村部也制定了《农业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暂行办法》，其中提出了要构建部共享平
台，结合了农业农村部目前的信息化发展情况，提出建设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
服务系统。

1

农业农村部业务系统建设现状
农业农村部各单位信息化发展水平不一［11］，通过摸底调查，多年来，农业农村部各

司局各单位在政务外网上共建设了 396 个应用系统，265 个网站，这些应用系统和网站在
外网上产生了约 2PB 的数据，其中，非结构化数据占 90%、结构化数据占 10%，这些系
统和网站在农业农村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是在发挥作用的同时又暴露出较多问题，
业务应用条块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各司局各单位的信息系统建设呈分散状态，这些业务
系统之间大部分都是平行独立运行，同一个单位内部的业务系统之间也未整合，导致部
内各司局之间、各行业之间相关业务无法协作协同；技术平台标准不一，服务水平低，
导致系统建设和运维成本高。以上问题形成了一大批信息壁垒和数据孤岛，造成数据无
法共享、资源整体优势无法发挥，农业农村大数据平台建设受阻。

2

系统建设目标和内容

2.1

建设目标
文章通过建设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梳理和编制政务信息资源目

录，汇聚各业务应用系统数据资源，搭建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最终实现以下目标：
（1）农业农村系统内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梳理完整，（2）农业农村共享信息资源实行集
中管理，（3）部门信息资源按权限实行共享，（4）发布信息内容集中展示。
2.2

建设内容
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的建设，主要包括梳理和编制农业农村部政

务信息资源目录，根据目录将所对应的数据资源进行物理汇聚，并将相关部委和省级农
业农村部门的涉农数据进行同步汇聚，在政务外网形成农业农村部基本农情动态数据库。
将汇聚的数据资源通过单向网闸导入到政务内网，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在政务外
网和政务内网各部署一套，并分别通过系统实现与国家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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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系统开展数据的按权限共享，并对数据资源进行可视化展示、监控管理，并实现对
各单位共享工作的考核。

Fig.1

3

图1

系统部署架构

System deployment architecture

建设方法
系统采用基于 J2EE 的 B/S 多层架构体系，使前端的表现与应用逻辑、数据存储相分

离，通过组件式的开发与部署策略，使整个系统的架构清晰灵活，满足系统未来的应用扩
展需求。并预留相应的接口，能够实现与第三方软件的灵活对接。利用农业农村部现有的
软硬件基础，以 Oracle11g 为数据库，以 TongWeb 为中间件，利用 TRS 文本挖掘软件、润
乾报表工具等第三方软件，基于 Eclipse 可扩展开发平台，以 Java 为编程语言，搭建系统功
能模块，开发、集成、部署和管理了系统。系统的主要功能模块如图 2 所示。

Fig.2

图2

系统主要功能模块

Main function modules of th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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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系统功能模块分析

4.1

目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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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功能汇聚了农业农村部各单位通过目录编制工具梳理和编制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通过目录服务功能，可以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进行查看，其中可按农业业务分类，如生
产、监管、流通、产业等，其中生产又可分为种植业、畜牧业、渔业，对目录进行逐级
查看，也可通过关键字进行查询和高级检索。能够对资源目录进行预览操作，查看资源
目录的元数据信息和信息项，能够查看部分样例数据。
按照数据资源类型，系统资源分为库表资源、非结构化文件资源和应用服务接口资
源，数据资源按照共享属性分为无条件共享数据、有条件共享数据和不予共享数据。如
具有对某条资源的共享权限，可对数据进行查询和下载。如不具备对某条资源的共享权
限，可通过该功能模块进行资源的申请操作，并上传相关的申请凭证文件，审核通过后
方可查看、下载和使用数据。

图3

Fig.3

4.2

目录服务查看数据

Directory service view data

共享管理
该功能主要实现对数据共享的流程管理，其中包括对申请资源的流程管理和对资源

进行审核的流程管理。同时包含部内各单位间、部省之间以及部委之间的数据共享流程。
对通过平台进行数据共享的备案凭证进行管理。通过评估考核模块对部内各单位数据共
享工作进行评估考核，为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评估考核工作提供技术平台支
持。为部分部内单位业务提供了部外接口资源的访问和调用入口，方便进行数据查询和
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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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4.3

图4

数据共享管理

Data sharing management

资源统计
该功能主要实现对系统汇聚的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以及数据资源进行监测统计。主要

包含了按单位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统计，其中又分为已对接资源的目录和未对接资源
的目录；对资源使用情况进行统计，主要对通过调用应用服务接口获取的数据资源进行
统计，包括调用接口的单位、接口名称、调用次数、获取数据条数、调用时间、IP 地址
等信息。搭建了数据资源监控平台，对已对接数据的 120 个业务应用系统的数据进行监
控，同时对国家农业数据中心核心数据库的系统数据进行监控。

Fig.5

图5

数据资源监控管理模块

Data resourc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module

另外对已汇聚的数据资源进行可视化展示，搭建了数据可视化平台，在管理员权限
下对数据进行完整可视化展示，在普通用户下，在每条信息资源目录后按共享属性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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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视化展示，可视化展示成果可按权限与应用服务接口等形式进行共享和使用。具体包
含了宏观经济信息、种植业信息、畜牧兽医信息、渔业渔政信息等 12 类主题的数据可视
化。

Fig.6

4.4

图6

数据资源可视化模块

Data resource visualization module

交换服务
该功能主要面向有较大数据共享对接需求的单位，配置和管理虚拟前置库，通过系

统获取相关资源目录对应的库表数据共享权限后，设置数据共享任务，为数据需求方提
供数据的批量推送共享，并对数据推送情况进行监控和管理。

图7

Fig.7

交换服务

Exchange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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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检索
统一检索功能通过输入关键字进行查询。该功能主要通过集成 TRS 全文搜索引擎，

对已汇聚的数据资源，包括结构化的库表资源以及非结构化的文本资源进行全文检索，
并结合了数据共享属性对检索结果进行展示，如具备对相关检索结果的共享权限，可直
接对数据进行查看，是通过目录查看检索数据资源的重要补充。

Fig.8

4.6

图8

数据资源统一检索

Unified retrieval of data resources

其他功能
待办事项主要为系统各单位的用户提供消息提醒和审核操作，包括资源申请、审核

的流程节点信息，并能够通过邮件、短信对操作人员进行提醒。系统管理主要实现对组
织机构和用户的权限管理。同时为系统管理员开放了资源目录的编制功能，可通过该模
块对其他部委相关涉农数据和地方农业部门数据资源目录进行在线编制和发布。

5

讨论
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的建设，农业农村部梳理了较为全面的农业政务信

息资源目录，打通了农业业务应用系统的连通，数据资源集中管理，实现了各业务单位
间的资源共享和数据交换，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效益逐步显现。
5.1

资源丰富、目录清晰，提升政务运转数据获取效率
农业农村部各司局各单位通过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共梳理、编制和发布政务

信息资源目录共有 3 403 条，其中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3 340 条，其他部委 26
条，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37 条。对接农业农村部各业务单位应用系统数据，包括 32 个司
局和直属单位共 120 个业务应用系统的结构化数据，数据量约为 516 GB，35 亿条。通过
对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的梳理，对农业农村部的政务信息资源有了全面的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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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通过将资源与目录的对接，实现了数据和信息的全面融合，为农业部各业务单位日
常工作，提供了方便快捷的数据查询平台，提升了政务运转数据获取效率。
5.2

纵横贯通、业务协同，提升部门整体协作能力
截至 2020 年 11 月，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共向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安

徽省农业农村厅、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农业农村厅以及重庆
荣昌等单位，提供 11 条目录资源的接口对接服务，共计对接数据约 86.59 万条。通过农
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统的建设，实现了农业农村部各单位间的数据共享和
交换，同时实现了与国家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连接，打破了各单位间的系统壁垒，构建
起互联互通、资源共享和业务协同的网上政务服务体系，打造了一个服务集成化的系统
平台，实现了网络连通、数据联动、业务协同。
5.3

界面简洁、内容详实，提升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
系统深度关注用户需求和操作体验，将用户“点的更少、时间更短、信息更准”的

网上操作需求作为设计理念，对用户操作界面和逻辑进行重点设计，提供不同的场景服
务，提高系统用户的查询和办事效率。建成资源监控平台，对目前已对接业务系统数据
资源进行监控，对目前国家农业数据中心数据资源进行监控，对已对接的数据资源分版
块进行可视化展示，方便用户快速直观的获取数据，了解业务发展趋势，为领导决策提
供丰富、精准的数据支撑。

6

结论
该文以农业农村数据共享为目的，针对数据共享过程中的数据汇聚、权限、申请流

程、安全等方面的设计，开展了系统的建设和运行，通过实际运行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但也暴露出部分问题，比如数据更新不够及时等。农业农村部政务信息资源共享服务系
统建设是一项综合性工程，是落实国家政务信息资源整合共享工作的全新实践，是“互
联网 + 政务服务”的典型应用，也是数字农业农村的具体落地，需要在今后的工作中不
断探索完善和进一步推广应用，引导更多的地方和部门，以及部内的各单位使用系统平
台，提高数据使用率，推动其真正成为农业农村部网上数据查询及数据共享的主渠道、
主窗口，在建设数字农业农村时代的政府管理中提供更加便捷可靠的技术支撑平台，发
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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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service system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Liang Dong，Hu Yajie，Tang Wenfeng※
（The Information Center，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Beijing 100125，China）

Abstract：［Purpose］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interconnection and data sharing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system and improve administrative efficiency，it is urgent to carry out th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Method］Taking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as the technical
platform，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 and sharing work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was carried out.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service system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 is based on JSP and Vue front-end
technology，uses Java development language，takes Oracle11g as database，deploys one-way
import gateway，and carries out system construction.［Result］The system realizes the centralized
display and query of the agricultural and rural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directory of
all units of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and Rural Affairs，some ministries and some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departments，and makes entity docking with the data resources.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are displayed，inquired and shared according to the authority，and the data
resources are visually displayed and monitored，which provides a functional entrance for all units
within the Ministry and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partments to carry out data sharing.
［Conclusion］Through the online operation of the system，the centralized collection of
departmental data is realized. All units within the Ministry，units outside the Ministry and
provincial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partments carry out data sharing through the system，realizing
network connectivity，data linkage and business collaboration，providing data support for leaders’
decision-making，providing a platform for cross industry data query and business handling，
optimizing the data service process，and forming a digital platform According to the service force，
its construction ideas also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gricultural and rural
big data.
Key words：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integration；resource catalog；data sharing；
exchange platfor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