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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文题目：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研究 
学科专业：工商管理 
申 请 人 ：马亮 
指导教师：吴建南教授 

摘  要① 

政府创新的扩散是创新在不同政府之间传播的过程，对其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和理论价值。信息技术创新是政府创新的重要类型之一，其财政投入、变革速

度和绩效影响等都十分显著。本文旨在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对中国地方政府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进行解释，并采用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等三种创

新对其进行验证。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拓展了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在中国地方政府情

境下的应用，并为政府创新扩散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本文的实践价值在

于，通过识别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决定因素，为推动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

创新扩散提供了经验依据。本文的主要结论及创新点如下。 
1. 本文构建了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模型，用以研究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

扩散特征及其影响因素。本文提出政府资源和能力的重要作用，拓展了 Berry 和 Berry
的理论模型，将原有的府际学习、府际竞争、上级压力和公众压力等四要素模型拓展

为五要素模型，并从政府内外、压力与动力两个方面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

进行研究。该模型对于解释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现象具有重要启示，也可以用于

分析其他政府创新的扩散机理。 
2. 本文应用上述理论模型，对中国地级市公安部门官方微博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

发现临近部门开通比例、上级部门开通与否、辖区互联网普及率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

等与公安微博开通速度显著正相关，国际友好城市数量、辖区财政资源状况、公共治

安状况等与公安微博开通情况无显著相关关系。该部分内容揭示了公安微博扩散的关

键影响因素，并被 SSCI 期刊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录用发表。 
3. 本文应用上述理论模型，对中国地级市级政府微博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发现

影响政务微博扩散的主要因素是临近政府开通数量、政府财政资源与电子政务发展水

平，而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上级政府开通数量、辖区互联网普及率等与之无显著相关

关系。该部分内容揭示了政务微博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获公共管理研究会议（PMRC）
佳论文奖，并被 SSCI 期刊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录用。 

4. 本文应用上述理论模型，对中国地级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

证研究，发现除公众压力的影响不显著外，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力、政

                                                 
①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编号：71173167；70873092；71103140）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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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资源与能力等维度的测量指标都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得到了三种不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实证支持。

本文发现，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力、公众压力以及组织资源和能力等是

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影响因素，而地方政府和政策专家可以据此制

定合理的政策举措，推动和加快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 
 

关 键 词：信息技术；创新扩散；地方政府；公安微博；政务微博；政府网站；电子政务 
论文类型：应用基础 

 



ABSTRACT 

Title: The Diffusion Mechanism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s 
Speciality: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pplicant: Liang Ma 
Supervisor: Prof. Jiannan Wu 

ABSTRACT 

Creative policy ideas and innovative management instruments of one government are usually 
emulated, adopted, or reinvented by other government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 
innovation is one pivotal type of 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its fiscal investment, speed of 
change, and performance implications are very distinct. The diffusion of local government IT 
innovations in China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in the dissertation. The current debates are 
synthesized into an integrat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the adoption and spread of 
government IT innovations in China. We empirically test our theoretical hypotheses in the 
context of three types of IT innovations in Chinese local governments, namely police 
microblogging,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and E-government.  
 
Four contributions emerge from the dissertation. First, we adapt the Berry-Berry policy and 
innovation diffusion model to explain the government innovation diffusion phenomena in 
China,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fferences of democratic and authoritarian systems. The 
Berry-Berry model argues that the diffusion of policies and innovations is mainly driven by 
four dimensions, namely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intergovernmental learning, 
upper-tier government mandate, and public pressure. We add a new dimension, namely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apacity,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IT 
innovations, thus extending the Berry-Berry models and contributing to the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policy diffusion.  
 
Second, we conduct the first empirical study to examine the diffusion of Police 
Microblogging in China. More and more public security authorities in China have been 
involved in a nationwide campaign opening their official microblogs to communicate with 
netizens and collaboratively defend public security. In the paper we develop a unique dataset 
to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diffusion of police microblogging and its determinants in Chinese 
municipal police bureaus. The results show that regional competition, upper-tier pressure, 
internet penetration, and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are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associated with the probability of launching police microblogs, whereas regional learning, 
fiscal health, and public safety are in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it. We also find evidence to 
support significant correlations of police microblogging adoption with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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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we report the first evidence about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is empirically examined, using data from 283 
prefecture-level cities (PLCs) in China.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is dominantly determined by regional diffusion effects (specifically 
horizontal competition) and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apac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size are also positively and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the accumulative number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We find no evidence to support the significant effects of 
intergovernmental learning, vertical upper-tier governmental pressure, and public pressure. 
The results imply that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could only be fully 
explained by the combination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attributes of the jurisdiction and 
government itself.  
 
Finally, we empirically examine the diffusion of E-government across Chinese PLCs. Using 
cross-sectional data of PLC governments, we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s to test several 
hypotheses concerning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Our results show that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and learning, upper-tier government pressure, and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apacity a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whereas citizen demand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s. We also find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ize, and 
administrative ranks of citie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government development. 
 
In sum, our theoretical arguments are well supported by empirical results from the diffusion 
of three government innovations. Generally speaking, we find that intergovernmental 
competition, intergovernmental learning, upper-tier government mandate, public pressure, 
and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capacity are key explanatory forces of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IT innovation in China. Governments and policy experts could formulate 
appropriate measures inspired by our research findings to promote the adoption and diffusion 
of other types of innovation by local governments.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and future research avenues are also directed. 
 
KEY WORD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novation diffusion; Local government; Police microblogging;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Government portal; E-government 
TYPE OF DISSERTATION: Application Fundament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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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1   绪论 

1.1 研究背景 

1.1.1 现实背景 
伴随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浪潮席卷全球，在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变的转轨过程中，作为社会掌舵者的各级政府需要通过自身转变和变革创新，

适应这一社会转轨和制度创新过程[1]。从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整体环境和社会情境的

变化要求政府创新，而政府需要在压力下和问题前对此作出应对[2]。俞可平提出，“政

府创新是社会创新的表率，建设创新型国家，要求我们有一个创新型的政府”；“创新

型政府的主要特征，就是政府部门将创造性的改革作为提高行政效率、改善服务质量、

增进公共利益的基本手段”[3]。党和国家领导人同样深刻认识到政府创新的重要地位，

多次强调推进政府创新。温家宝总理指出，“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创新，是行政管

理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也是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①。胡锦涛总

书记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事关全局，有必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理念、体制、

机制、制度、方法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②。 
在诸多政府创新活动中，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的引入和应用通

常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驱动力，也是政府创新的主要功能载体和表现形式[4]。信息技术

的引入不仅只是单纯的技术创新，而且意味着各种组织创新的涌现，使组织结构变化、

业务流程再造、组织间关系重塑等成为可能[5]。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普及极大地

缩短了政府与公民、政府与企业以及政府之间的距离，使“虚拟政府”、“实时政府”、

“24 小时政府”等成为可能[6]。随着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投入不断加大，政府信息技术

创新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并对政府运作管理与绩效表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7]。从

早的政府计算机化到办公自动化，再到“政府上网工程”、各种“金字工程”（如金税、

金审、金保等）以及政府 2.0 技术应用，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的步伐[8]。

作为IT投入 大的主体之一，政府IT采购一直居于各行业首位，并成为政府财政支出

的重要构成部分。统计显示，2010 年中国政府行业IT投入达 486.1 亿元，2011 年预计

                                                 
① 温家宝总理 2006 年 9 月 4 日在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推进政府管理创新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参见：温家宝：加

强政府建设 推进管理创新. 新华网, 2006 年 09 月 07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09/07/content_5062506.htm。 
②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参见：胡锦涛：扎扎实实提高社会

管理科学化水平. 新华网, 2011 年 02 月 19 日.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2/19/c_121100198.htm；2011
年 5 月 30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胡锦涛主持会议，参见：中共中央政治局

召开会议 研究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问题. 人民网-《人民日报》, 2011 年 05 月 31 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024/147797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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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规模为 462.2 亿元①。如此大规模的财政投入和关注度，以及其对政府运作和公共

服务的深远影响，表明对其加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为了推进政府创新，国务院和中央部委进行了大量探索，如多次推动政府机构改

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大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大部门制改革、省直管县改革

等综合配套改革创新项目，积极探索和试点多项富有前景的新政策和新办法，并对地

方政府的成功创新进行追认、奖励和推广等。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政府开展了许多创

新活动，对公共政策、管理和服务的各个方面进行变革，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

共服务创新等方面涌现出许多成功案例[9,10]。例如，以发现、评价和奖励中国地方政府

创新为宗旨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为例，自 2000 年设立以来先后收到 1500 余个

创新案例，评选产生了 113 个优秀项目，并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宣传和推广[11]。地方

政府创新不仅大量涌现，而且能够得到快速和广泛的扩散，迅速得以普及乃至制度化，

极大地降低了创新成本并实现了创新的共赢。例如，政务中心短短 5 年就在市级政府

中普遍推行，几乎每月都会有政务中心设立，其扩散速度之快令人惊讶[12]。 
在中国社会经历剧烈的整体变迁时，各地区、各级政府和各部门的变革速度和方

式差异明显。以反映市场化改革相对进程的中国市场化指数为例，可以看到中国各地

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差异较大，各地区所采取的策略也不尽相同。2007 年的调查

显示，31 个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平均分为 7.50 分，改革进程 慢的西藏自治区得分

仅为 4.25 分，而改革进程 快的上海市则高达 11.71 分；各地区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要素市场的发育、市场中介组织发育和法律制

度环境等市场化进程的五个方面也进展不一[13]。此外，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

奖项目的分析发现了类似的地区、层级和部门分布差异[9-11]。与此同时，许多政府创新

沦为“政绩工程”、“面子工程”，被学者们讥讽为打着“创新”旗号进行的“伪创新”，

成为政府官员捞取政治资本的假借手段[14]。某些地方政府片面强调“一票否决”等问

责制，不允许失败和试错，极大地挫伤了政府创新者的主动性和积极性[15]。许多政府

创新人亡政息，缺乏可持续性，往往昙花一现，伴随着主政者的离职而偃旗息鼓[16]。

一些政府创新项目被打上了深刻的地方烙印，难以向其他地区和领域推广和扩散。 
如何在稳固已有改革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和推进政府在各个职能领域的创

新，是摆在各级政府面前的一项关键课题。为什么有些地区和政府的创新意识高、创

新能力强、创新活动多、创新成效好，而有些地区和政府则恰恰相反？究竟是什么因

素推动了政府创新？什么因素又阻碍了政府的创新行为？如何对政府创新进行推动、

鼓励和推广？上述问题既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重要议题，也是未来社会转型和发展

                                                 
① 计世资讯：2011 年中国政府行业信息化建设与 IT 应用趋势研究报告，2011-05-19，
http://www.ccidreport.com/report/content/6/201105/288940.html。思林博德市场咨询发布的报告则显示，包括国有企业、

政府机构和医疗教育机构在内的中国政府相关机构在 2010 年共投入 42.8 亿美元，占中国 IT 服务市场总规模的

43.7%。参见：Government-Related Customers in China to Spend Over US$42.8 Billion on IT, finds Springboard Research，
3/14/2011，http://springboardresearch.com/NewsDetail.aspx?CID=1366。虽然两项调查的结果略有差异，但都表明政

府 IT 投入居于社会各部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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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亟待破解的难题。 

1.1.2 理论背景 
传统公共行政研究认为官僚制下的政府组织缺乏创新性，“创新”与“政府”是两

个格格不入的矛盾词。政府及其官僚就应该循规蹈矩，在繁文缛节的约束下按部就班

地执行政治家的各项决策[17]。但随着公共管理研究的深入，特别是 20 世纪末“新公共

管理”运动和“重塑政府”浪潮席卷全球以来，人们对政府与创新的关系问题有了深

刻的变化[18]。政府不再被视为封闭的堡垒，铁板一块，拒绝和抵制一切新观念和新做

法；创新不再被政府视为洪水猛兽，政府被要求像企业一样运转，政府被认为完全可

以接受并采纳创新。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对政府创新的规律进

行研究[19,20]。 
对政府过程和行为的研究者们一直关注于这样一个核心问题，即为什么政府及其

组成部门在推陈出新和变革求新方面表现出非常不同的态度和行为[21]。有些政府部门

创造和采用了大量新的政策、管理实践和公共服务项目，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绩效并获

得了公众信任和支持；而另一些政府部门则安于现状、裹足不前，富有创造力的工作

屈指可数，对创新的态度也较为冷漠。为什么政府在面对创新方面表现出如此千差万

别的态度？为什么政府创新的倾向、能力和结果存在如此大的不同？什么样的政府创

新可以提高政府绩效？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并受到来自三个方面的理论视

角的指导。 
首先，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作为一个个组织，其创新行为可以通过组织创新的理论

视角加以考察[22,23]。该方面的研究关注组织内部结构与流程、组织本身的特征（如规

模）、组织环境特征以及组织领导者的特征等对组织采用某项创新或其整体创新程度的

影响[24-26]。 
其次，对政策扩散的研究是探究政府创新扩散的另一个至关重要的理论视角[27,28]。

该方向在考察政府自身及其辖区特征的同时，还特别注重考察府际关系（上级政府激

励、同级临近政府学习和竞争等）对创新扩散的影响[29,30]，从而对组织创新研究范式

形成了较为有力的补充。 
后，针对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其所属的政策领域和技术范畴也会对其产生不

容忽视的影响。战略管理[31]、财政管理、人事管理、信息技术[32]、法律规制[30]等方面

的政府创新都会受到其所属的业务领域的特征的深刻影响，而创新的扩散显然离不开

这些领域自身特征的作用。与此同时，创新的特征在上述两种视角中也有所涉及，但

其重要性在 近的研究中才得到注意[33]。 
上述理论回顾表明，有关政府创新及其扩散的决定因素的研究还需要在以下方面

加以推进。首先，针对政府创新的解释要么聚焦于政府组织内部属性，要么关注于政

府组织外部特征，或者忽略了政府创新所属业务领域的影响，而将上述因素通盘考虑

的系统研究还不多见[32]。系统性分析框架的缺位使目前对政府创新的解释难以尽如人

意，也无法满足实践者对政府创新的认识和理解[20]。由此可见，综合多个理论视角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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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是推进政府创新的决定因素研究的关键路径之一。 
其次，即便一些研究探索性地将上述因素加以综合考虑，但其研究场域主要为西

方发达国家，有关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研究极为少见。西方

发达国家与其他国家的主要区别表现为政治体制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而它们会对

政府创新的环境和特征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34]。如果联邦制下的政府创新受到政府竞

争和学习的深刻影响，那么单一制和威权体制下的政府可能会采取完全不同的创新策

略和行为[35]。而针对这一研究空白的填补，有助于验证和推广政府创新的决定因素理

论，并为该理论框架的完善和发展提供实证证据。 
再次，目前多数围绕政府创新扩散的实证研究都是针对国家和次国家（subnation，

如州）展开的，而对地方政府（如省、市、县、镇等）的研究还远远不够[36]。国家和

亚国家具有独立的立法权，能够根据需要制定和颁布独立法案，因此其政府创新的表

现形式通常表现为成文法案，便于统计和识别。与之相比，地方政府的创新则很少呈

现为法案，而更多的表现为具体的行为和活动，通常难以全面覆盖和精确捕捉。由此

可见，不同政治层级的政府可能面临不同的制度约束和改革诱因，所采取的政府创新

行为和类型也不尽相同，而对此展开更为系统的比较研究，可能有助于更为深入地揭

示政府创新扩散的深层次因素。 
后，已有研究通常局限于一种或一类政府创新，其理论框架的应用也难以推广

并应用到其他类别的政府创新[37,38]。政府创新的类型较多，如大致可以分为管理创新、

技术创新、服务创新、合作创新、治理创新等，而它们之间的匹配又会进一步使政府

创新复杂化[39]。采用多种创新对理论框架加以综合验证，可能更加有助于认识理论框

架的适用范围，并为推动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提供经验依据[22]。特别地，目前围绕管

理创新、服务创新的研究较多，而针对技术创新、合作创新、治理创新的研究还有待

加强。 

1.1.3 研究问题 
政府创新被认为是提升政府绩效的关键密钥，也是体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

发展的重要方向。虽然创新可见于各地、各级、各部门的许多政府，但其分布和表现

却千差万别。一些地方政府引领时代潮流而锐意创新，变革政府公共管理的方法和方

法，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进行更新换代，极大地提高了政府绩效并创造了公共价值。

另一些政府则安于现状，表现为典型的“庸官懒政”，往往推一步走一步，一步不推一

步不走。为什么政府之间在是否创新、能否创新、如何创新等方面表现出如此大的差

异？哪些因素影响乃至决定了政府的创新性？采用何种举措可以鼓励和推动政府创

新？关于这些问题的考察，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不容忽视的现实价值。基于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包括如下方面：影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是什么？政府

自身的特征、环境因素、创新本身的特征、政府间关系等分别提供了怎样的解释？对

不同类型的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是否可以获得一致的结论？如何推动或抑制政府信息技

术创新在不同地区、层级和部门的扩散？具体有哪些举措和手段可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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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 

1.2.1 研究目标 
1）理论构建 
本文旨在聚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现象，以政府信息技术创新为例，整合组

织创新、创新扩散与政策扩散等领域的研究文献，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对其加

以解释。如前所述，针对政府创新的扩散研究多为某个理论指导下的片面考察，少有

整合多个理论和研究视角的，即便整合也主要应用在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的关注不够。由此可见，政府创新扩散研究领域的当务之急是发展一个更加包容性和

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对政府创新的扩散现象进行更加全面和深入的考察和解释。 
本文期望在该方面有所贡献，特别的表现为如下两点。首先，在系统梳理已有文

献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可以适用于多种类型的政府创新扩散的理论框架，为未来研究

提供一个比较框架。其次，聚焦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在已有普适理论框架的

基础上加以拓展，使之能够应用和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 
2）理论验证 
本文在构建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理论框架的基础上，综合应用公安微博、政务

微博和政府网站等三类不同政府创新实践，对上述理论框架进行实证检验，明确影响

乃至决定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已有研究虽然对政府创新扩散

的若干理论视角进行了实证检验，但都是采用一项或一种类型的政府创新进行考察，

缺少多种类型和多角度的深入分析。本文期望在所构建的理论框架的指导下，综合采

用多种类型的政府技术创新实践进行综合检验和比较分析，明确本理论框架的实用性

和延展性，并为其在其他领域和政府创新类型中的应用提供条件。 

1.2.2 研究内容 
本文旨在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理论导向下的实证研究，以期识别影响

乃至决定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如前所述，本文从组织创新、政策扩散

和创新特征等三个理论视角出发，构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

解释。本文选取中国地级市政府作为研究情境，拓展了政府创新扩散研究在地方政府

层面的考察。本文分别对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等三类不同的政府信息技术

创新进行实证分析，以对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验证。论文的具体研究内容包括如

下方面。 
1）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综述与理论构建。本文将对政府创新扩散的有关

文献进行系统梳理，从中识别关键性的理论支撑并据此构建新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在

此基础上，提出本文有待验证的研究假设。 
2）公安微博扩散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地级市公安局为分析单位，采用截面数据回

归分析法对公安微博的扩散速度进行实证分析，识别影响其采用和扩散的决定因素。 
3）政务微博扩散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地级市政府为分析单位，采用截面数据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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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考察政务微博开通与否的影响因素。 
4）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实证分析。以中国地级市政府为分析单位，采用截面数据

回归分析法，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5）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比较分析。基于上述三方面的实证分析，对本文提出

的理论框架进行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分别分析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等对

理论框架的支持程度，并得出综合性的研究结论。 

1.2.3 研究方法 
鉴于政府创新的复杂性，已有研究方法多为案例研究、统计调查研究或二手数据

分析。案例研究方法主要应用于政府创新及其扩散的过程研究，注重对政府创新案例

的实质内容和潜在规律的考察。统计调查研究方法则主要为组织创新研究所采用，通

过格式化的量表获取样本组中的创新及相关信息。二手数据分析多见于政策扩散研究，

主要以政府出台的政策或批准的法案为依据考察政策创新，并依据其他二手数据库考

察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基于此，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二手数据分析和统计调

查研究。 
二手数据分析主要通过政府部门统计年鉴、专业研究报告和其他信息来源等获得

有关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的数据，通过技术处理后使之符合本文的研究要求。二

手数据分析的优点在于样本量大、成本低廉、可重复性强（信度高）、对研究对象无干

涉等；不足则是因为某些数据格式或调查项目并非研究者的初衷，可能存在适用性不

足的问题（效度低）[40]。 
统计调查研究主要是为了补充二手数据分析的不足，以便获得有关政府创新的数

据，即政府是否、何时及如何创新的信息。统计调查研究的优点是能够获取更为丰富

的信息并满足研究者的数据需求；缺点在于成本较高、对研究对象的干涉较大、信息

偏误或失真的风险较大等[41]。本文主要借助统计调查研究获取政府创新的信息，补充

二手数据分析在采集数据方面的不足。 

1.3 概念界定 

1.3.1 创新 
“创新”（innovation）一词的 早出现和后续研究一般归功于经济学家熊彼特，学

者们通常认为他在 1912 年出版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中首次提出了“创新”的概念

并对其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42]。熊彼特认为，创新是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更迭的一

个关键变量，而企业家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熊彼特将创新定义为“实现了

新的组合”的生产手段、产品、原料、供应来源或市场。他指出，引入新技术的新企

业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将不会落入单纯的发明家、制造者或使用者手里，利润将归属于

那些成功地把新技术引入到产业中的人们。因此，“首要问题在于采用，但采用还不是

问题的根本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创办新企业”。企业家的成就在于，“他们并未积

累任何种类的商品，他们并未首创任何独特的生产手段，而只是与众不同地、更适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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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更有利地运用了现存的生产手段。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他们就是企业家。他

们的利润，即我们所谈到的剩余，对此没有相应承担什么义务，就是一种企业家利润。”

“这些人只不过是更有成效地使用了现有的商品，他们实现了新的组合，他们就是我

们所意谓的企业家。他们的利得是一种企业家利润。”熊彼特认为，新的商业组合可以

是某一种生产手段，也可以是某一种原料，或者生产替代性的产品或创造一种新产品，

或者选取某一种新的供应来源，或者寻求新的市场[42]。 
一般来说，创新是指采用者采用相当于其而言所谓“新”的事物（something new）

的一个社会过程[43]。采用者既可以是单个的人，也可以是社区、社团或组织，还可以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这些新的事物范围广泛，可以是一种理念或观念、一种实践或做

法、一项技术、一种方法、一个硬件设备或实物，等等。这种“新”是相对的，既可

以是在所有主体中首次采用的，也可以是获悉其他主体采用后而引入的。由此可见，

创新有别于发明，而创新也不同于创造。发明创造更为关注其首创性、发现权、技术

专利和知识产权等，创新虽然也对此加以关注，但更主要的是考察发明创造之后的创

新演进、传播和扩散的过程。 

1.3.2 扩散 
创新是一个多阶段、非线性的复杂过程，学者们一般对创新的创造（creation）、采

用（adoption）、实施（implementation）、再造（reinvention）与扩散（diffusion）等进

行研究，但也有学者认为扩散本身就包括了除创造以外的上述其他活动[43]。创新采用

和实施的研究主要关注特定个体或组织是否采用并实施某项创新，而不关注其他个体

或组织的情况及影响。创新扩散研究则从总体的角度考察作为一个社会系统的创新传

播过程，因此更加强调个体或组织之间的关系和网络的作用。由此可见，创新采用与

扩散的区别仅在于关注的焦点和分析的落脚点不同[44]。 
Rogers 对创新的扩散有一个经典的定义：“扩散是指一项创新通过特定的渠道、经

过一段时间而在某个社会系统的成员之间传播的过程。它是一种特殊的传播，其传播

的信息与新的观念有关。”[43]。一些扩散是有计划的主动行为，如政府推行计划生育、

企业推销计算机、宗教组织传播教理等；而另一些扩散则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行为，

如时尚的传播、网络流行语的扩散等。Rogers 指出，扩散是一个社会传播的过程，其

关键要素包括创新、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等，它们都是创新扩散过程中值得关

注的重点[43]。 

1.3.3 组织创新与政府创新 
组织创新（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是一类特殊的创新，指组织作为实体采用的

创新，区别于个人采用的创新。由于组织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在社会中的崛起，对创

新扩散的研究开始从个人焦点转向组织焦点。传统的创新扩散研究关注个人，主要是

企业为销售产品和服务而开展的。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转向组织作为一个实体所采用

的创新，并从组织内部、外部等各个角度加以考察[43]。Damanpour 指出，组织创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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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一种内部创造或外部购买的、相对于采用组织而言是新的设备、系统、政策、

项目、工艺流程、产品或服务的过程”。组织创新关注组织采用多种创新，而非某项单

一创新。他指出，由于创新的研究领域非常宽泛，这个定义足以涵盖不同类型的创新、

组织的不同部门以及组织运作的不同方面[45]。 
在快速变动的社会中，为了满足社会需求并适应管理需要，政府不得不创造或引

入一些新的理念、政策、方法、技术和手段等。学者们通常将这种行为视为政府创新

（government innovation），即政府采用“新的东西”的一个过程[22]。在这里，关注的

焦点从一般性的组织转向政府，因为公共组织理论指出公共与私营组织在许多关键方

面存在显著差异，需要在理论构建和研究设计时予以考察[46]。就组织创新来说，公共

与私营组织存在较大区别，因为无论是创新的主体、动因、障碍和环境，还是创新的

过程、特征、结果和影响，二者都大异其趣，并需要构建略有不同的理论框架进行解

释。例如，政府比企业缺少创新的强有力激励，创新常常与政府格格不入，创新带来

的失败对政府和官员的打击也更大[17]。 

1.3.4 政策扩散 
政策扩散（policy diffusion）是一类特殊的扩散，指一项公共政策在政府间传播的

过程。Walker 早期对美国州政府的研究发现，一些州政府将其他州政府的法案照抄照

搬，甚至连法案上的错别字也会抄过来，形象地说明了政府之间的效仿、学习及政策

的扩散。他将创新定义为“一项对于采用它的州来说是新的计划或政策，而不管这项

计划有多久远或有多少州已经采用它了”。对政策扩散的研究旨在考察“新计划采用的

相对速度和空间格局，而不是其发明或创造”[27]。扩散的公共政策可以是一项法案，

如特定的税种、环境规制法、禁烟法等；也可以是一项具体政策，如对教育不公平的

处理、社会福利政策等。Walker 指出，“是否首次发起一项政策主张是所有政策决策中

为根本的一种决策，而对政府采用新观念的研究则有助于对政治变革和发展的整个

过程形成重要认识”[27]。由于其正式性、权威性、法定性等特征，政策扩散的标志非

常明显，常常表现为政府批准的法案或颁布的文件，因此易于识别和分析[28]。 
区别于技术扩散或组织创新扩散，政策扩散主要是政治学领域的实证研究，更加

注重对政治体制及相关政治变量的考量。与之相关的概念包括政策转移（policy 
transfer）、政策学习（policy learning）和经验习得（lesson drawing）等，都指政府之间

相互学习效仿，但强调的重点和研究方法则不同[47,48]。政策扩散通常采用量化研究方

法对历史上的政策扩散实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决定扩散的关键因素；而政策转移和

政策学习研究则常常基于案例研究，考察特定政策的迁移及其影响因素[49]。 

1.3.5 信息技术创新扩散 
1）信息技术创新 
信息无处不在，某种程度上组织就是一个信息处理网络，而信息技术则是组织信

息转换、存储、处理与传播的载体和工具。广义而言，信息技术是指一切涉及信息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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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转换、处理、存储、输出、传播等的技术。狭义来说，信息技术是指基于互联网

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也是信息技术革命的重要内核，指与计算机、传播硬件和软件相

关的设备、程序、技能和知识。信息技术一般分为硬件和软件。硬件是有形的信息技

术设备，如接收终端、计算机、服务器等。软件是无形的信息技术存储，如程序、系

统、架构、数据库等。本文关注的信息技术是指新一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基于互联网

和 Web 2.0 的软件及其应用，如网站、微博等。 
信息技术指“根本技术基础由计算机、通信软件或硬件构成的任何系统、产品或

程序”[50]。作为一种人造物（artifact），信息技术指“以某些社会认可的形式（如硬件、

软件）包装在一起的物质和文化资产的组合”[51]。Orlikowski 和 Iacono 对近 200 篇信

息技术论文的分析共识别了 14 种信息技术的概念化模式，并将其归结为 5 类，包括：

工具、代理、整套、计算和象征。工具论将信息技术视为设计者意图实现其目的的手

段，如劳动力替代工具、生产力工具、信息处理工具、社会关系工具等。代理论或替

代论将信息技术视为个人对其价值或有用性的感知、特定系统在某个情境中的扩散，

以及信息技术的投资或资本市值。整套论关注信息技术开发与应用过程中人与技术的

动态交互，而不只是将信息技术视为工具或其替代物，如将信息技术看作开发项目、

生产网络、嵌入系统或结构等。计算论强调信息技术的计算能力，将信息技术看作某

种数学算法或仿真模型。象征论指名实不符，即信息技术虽然偶有提及，但却并不是

针对其研究的，而只是将其作为研究背景[51]。 
信息技术的种类多样，例如，Heintze 和 Bretschneider 对公共部门信息技术采用、

组织重构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研究共调查了 13 种信息技术，包括：输入技术（如扫描仪、

数字化转换器）、通信技术（如电子邮件、电视会议、语音邮件）、信息系统（如分布

式处理、部门系统、电子数据交换、协同处理）、数据存储技术（如 CD-ROM、影碟、

光存储）、终端用户技术（如笔记本电脑、移动终端、传真）、输出设备（如激光打印

机）、电讯技术（如光纤、卫星、交换机）、联网技术（如局域网、广域网）、有声通信

技术（如无线广播、传呼机、数字电话）、公民互动技术（如 ATM 技术、拨号公告板、

视讯文本）、决策技术（如专家系统、DSS、经理信息系统）、文件管理技术（如图像

处理）、地理信息系统等[52]。 
信息技术创新（IT innovation）是组织创新的一种，指组织采用相对于其而言是新

的信息技术的行为[53]。信息技术创新的范围较为广泛，包括管理信息系统、网站、数

据库等，只要是相对于采用组织来说是新的信息技术，都可以作为信息技术创新加以

分析。 
2）电子政务 
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包括办公自动化系统、政府网站、政府内网、管理信息系统、

地理信息系统等。同创新的概念一样，信息技术创新并非全新的发明创造，而只是相

对于其采用的组织来说是新的即可。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历年获奖项目中来

看，技术创新占政府创新的 22.1%，且主要是信息技术创新，说明信息技术创新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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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创新中的比例也较高[10]。 
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政府网站、管理信息

系统等构件，是指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中的应用[54]。但是，在实践和研究中主要强调

政府网站的作用，这也是为什么国内外诸多电子政务评估研究都是从政府网站绩效的

角度进行的。目前围绕电子政务的大量研究都是针对政府网站而言的，而且在许多情

况下学者们都将电子政务等同于政府网站，虽然二者的内涵存在一定差异。本文主要

关注政府网站，并在后文有些地方将电子政务与政府网站交换使用。 
本文主要关注两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一类是政府网站（government portal），是

电子政务的主要构件，代表第一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另一类是政府微博

（microblogging），在本文分为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代表了 Web 2.0 技术或社会媒体

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55]。一定意义上，政务微博也属于电子政务的范畴，只不过是

其交互性更强的高级表现[56]。两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都属于开放、外向的信息技术应

用，强调政府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与交互，而区别于侧重于政府内部管理的

封闭或半开放信息系统，如政府内网（intranet）。 
3）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是指某项信息技术应用经过一段时间而在组织之间传播的过

程，在这里主要表现为尚未使用某项信息技术应用（如政务微博、政府网站）的政府

部门不断使用并扩大其覆盖范围的过程[57]。同一般创新的扩散一样，信息技术创新的

扩散并非信息技术的重新发明，而只是指某项已经被特定政府部门应用的信息技术在

其他尚未使用的政府部门中传播的过程。因此，其研究也可以采用创新扩散的范式和

方法进行。 

1.4 研究意义 

1.4.1 理论价值 
本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情境提出整合性

的理论框架，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多角度的理论阐释，为政府信息技术创

新扩散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如前所述，已有的大量研究都是基于西方发达国家

的政治环境，缺少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关怀。联邦制与单一制、民主制与威权

制之间的政治体制差异会对政府创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而对二者差异下的政府创

新扩散机理却少有研究触及。尽管政治体制不同，但二者同样都可以创造适合政策实

验和创新扩散的理想环境。 
美国政治学者们通常将政策扩散视为“民主实验室”（democratic laboratories），因

为联邦制引发的政府间竞争和学习推动了政策扩散[58,59]。本文提出“威权实验室”

（authoritarian laboratories）的概念，即中国威权体制下的政策实验室同样可以推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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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扩散，而且其效用并不亚于联邦体制下的政策实验室[35]。①例如，郑永年将中国的央

地关系和治理模式称为“事实上的联邦制”（de facto federalism），它使不断推进的分权

改革已经实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制度化[60]。 
本文较早对中国威权体制下的地方政府创新扩散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理论和实证研

究，提出了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整合性理论框架，并据此提出了可资验证的

研究假设，为政府创新扩散的比较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场域，有利于该领

域的国际化发展。与此同时，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实证分析也为

从该角度融入国际学术对话提供了渠道。 
其次，本文从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等三个具体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实践

出发，为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理论分析提供了多角度的实证证据支持。公安微博、

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同属于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即技术创新。有关政府网站

的研究较多，但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的扩散研究尚属首次。本文通过实证分析三类信

息技术创新的扩散，为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提供了实证证据。基于上述三类政府创新

扩散的比较研究，进一步对理论框架的适用范围和影响因素的权变性等问题进行了探

讨，丰富和拓展了理论框架的适用范围。 

1.4.2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本文基于已有文献和理论观点提

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分析框架，用以对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解释。

来自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的实证证据进一步佐证了该理论框架的适应性，

表明其在中国地方政府的适用价值。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由此为未来政策扩散实践提

供了理论指引。当中央和地方政府设计并实施某些公共政策、管理举措或技术的推广

普及时，需要综合分析本文提出并验证的理论框架，对有关因素进行判断和分析后提

出推广策略和方案，提高创新推广的有效性。另一方面，当中央和地方政府期望抑制

某项政策或管理手段的“泛滥”时，同样可以基于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寻找可能的突

破口，对症下药地舒缓乃至阻滞其蔓延。 
其次，本文有关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的实证分析各自对三类政府信息

技术创新的扩散机理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并为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进一步

扩散提供了理论依据。对照相应的政策和管理领域，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举一反三，

提出推进和加快上述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具体措施。推而广之，上述政府信息技

术创新扩散研究的结论可以推论到相关政策领域和管理职能，为未来中国地方政府创

新扩散的推动提供经验依据。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为公共管理人员进一步认

识和理解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提供了证据，有助于他们在制定政策和规划试点推

广策略时作为参考依据。 

                                                 
① 感谢杨雪冬研究员提醒笔者对“威权实验室”的英文词使用复数，表明“政策实验”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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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文结构 

本文按照“问题提出、理论预示、证据支持和结论析出”的研究思路加以展开，

对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检视和实证分析。本文的整

体结构框架如图 1-1 所示。 

 
图 1-1 论文的结构框架 

注：括号内为研究内容对应的章次。 

本文首先在提出研究背景和研究问题的基础上（第 1 章），对政府创新扩散的有关

理论基础进行回顾和总结，并梳理和述评已有研究文献，为本文的研究假设提出奠定

基础。有关的理论基础包括组织创新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政策扩散理论等；相关研

究综述将分为国外和国内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并对本文的研究定位予以介绍（第 2 章）。 
其次，基于已有理论和研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理

论分析框架，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 3 章）。在此基础上，介绍本文的数据来

源、变量操作化和假设检验方法等（第 4 章）。 
又次，报告本文关注的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实证分析结果，分别是公安

微博在各市公安局的扩散、政务微博在各市政府的扩散以及政府网站在各省政府的扩

散（第 5 章）。 
再次，对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进行比较研究，对

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进行系统验证和集中讨论。此外，对本文的理论贡献和实践价值

进一步讨论，并提出基于本文研究发现的政策建议（第 6 章）。 

理论基础与 
研究综述（2） 

研究假设

（3） 

研究结果 
（5） 

研究方法 
（4） 

讨论 
（6） 

结论与展望 
（7） 

问题提出（1）问题 
 
 
 
 
 

理论 
 
 
 
 

证据 
 
 
 
 
 

结论 

1）公安微博

 
2）政务微博

 
3）政府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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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结论与展望部分对本文的主要工作和研究贡献进行总结，并指出本文的研

究不足和未来研究方向（第 7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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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与研究综述 

2.1 组织创新理论 

2.1.1 组织创新的研究范式 
创新和组织创新是组织与管理研究的重要方向，吸引了大批学者的关注并积累了

大量研究文献。例如，Wolfe 对 1989-1993 年共 5 年的文献检索显示，共有 1299 篇期

刊论文和 351 篇学位论文考察组织创新，而对创新的研究则分别为 6244 篇和 1336 篇
[44]。Crossan 与 Apaydin 对 1981-2008 年 SSCI 商学和经济学数据库的检索显示，以“创

新”及其衍生词为主题的论文共计 10946 篇，其中超过 52%的分析单位是组织，综述

和元分析为 34 篇，高被引论文就达 385 篇。1981 年仅有 50 篇，而 2008 年则有超过

1000 篇论文研究创新，以年均 14%的速度递增[61]。Rogers 对创新扩散的文献调查则涵

盖了更多的论文和著作[43]，而 近的调查已经难以囊括并分析如此浩瀚的文献了。 
组织创新是一个多学科融合的研究领域，许多学科都对其开展了持续的研究。它

们在研究问题、研究焦点、关注的组织层次和创新所属的阶段和类型，以及研究方法

和范式等方面，都存在显著的差异。Gopalakrishnan 和 Damanpour 认为，组织创新的三

个关键维度是：创新过程的阶段、分析层次和创新类型。他们认为，创新过程的阶段

大致分为产生和采用，二者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许多子阶段。创新的研究层次分为 4 层：

产业、组织、组织内的亚单元以及创新本身。创新的类型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考察，

分别是产品与流程创新、突变性与渐进性创新以及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据此可以将

组织创新研究分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技术管理等三大学科，并进一步分为经济学、（产

业内）情境技术管理学、组织技术管理学、变异社会学和过程社会学[62]。这些学科对

创新的定义、关注焦点与研究方式等都不同，而未来研究有必要“对号入座”并探索

跨学科的新兴研究领域。 
Wolfe对组织创新研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综述，他指出，虽然组织创新研究发展蓬

勃，但对组织中的创新行为的理解仍然处于“相对不发达”的阶段[44]。学者们已经对

组织创新研究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即：“没有一个唯一的创新理论，因为我们知道得越

多，我们就越加认识到‘整体’仍然在我们的掌握在外；虽然已有许多充分、受约束

的创新理论，但都只适用于不同的条件；研究者们应该努力确定哪种创新理论是正确

的权变因素。”①Wolfe指出，为了增进组织创新知识的累积性和研究的普适性，研究者

们需要在研究中清晰明确以下问题：“研究问题与哪种流派的创新研究相关；研究关注

创新过程的哪个或哪些阶段；研究中包括的组织类型；研究的结果变量（如采用、创

                                                 
① 斜体字为原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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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实施）是如何概念化的；以及研究的创新的属性是什么。” 
Wolfe 将已有文献归为三个研究流派，并对不同流派之间的不一致乃至矛盾之处进

行了探察，提出了组织创新研究知识累积和普适应用的建议。他划分的三个流派是：

创新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组织创新性（organizational innovativeness）和过程

理论模型（process theory）。创新扩散研究旨在回答创新如何及为什么随时间扩散，组

织创新性研究有助于区分早期和晚期采用者的不同特征，而创新过程研究则是为了识

别组织创新的阶段和过程[44]。 
虽然三种研究流派都关注组织创新的普遍现象，但它们的关注焦点不同，研究问

题不同，分析单元和因变量也不同。创新过程研究还可以进一步分为两类研究流派：

早期的阶段模型，将创新视为一系列随时间渐次展开的阶段；后期的过程模型，则更

加强调创新过程的非线性和复杂性。Wolfe 指出，虽然三种研究流派各自形成了不同的

研究范式，但它们通常也会汇聚并形成组合，但更多的时候则处于彼此割裂的状态。

更为重要的是，已有研究很少明确创新所处的阶段、极少关注创新特征、局限于一种

类型的组织且仅从单一理论视角出发，成为组织创新研究领域持续发展的巨大障碍。

Wolfe 建议，未来研究需要明晰所关注的研究问题及所属的研究流派，明确创新的阶段

及因变量的操作化方式，说明创新的属性并强调组织类型对创新的潜在影响，以及采

用多元化的研究视角[44]。 
本文主要关注 Wolfe 所综述的前两种研究流派，即创新扩散和组织创新性，而不

专门考察创新过程模型。过程研究关注事件而非变量，强调依次发生的先兆事件对结

果的解释，并关注外部因素和随机过程对事件发生次序的解释。而创新扩散和组织创

新性都属于变异研究，即通过回归模型识别影响其随时间或空间变异的关键变量[44]。 

2.1.2 组织创新的阶段 
关于组织创新应该划分为几个阶段，学者们意见不一。Zaltman 等 (1973)对组织创

新的过程模型进行了开创性研究，他们认为组织创新分为知晓或认知、态度形成、决

策、初始实施、持续实施等 5 个阶段。Daft (1978)指出，组织创新的阶段模型包括创意

构思、提议、采用或拒绝、实施等 4 个阶段。Ettlie (1980)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但将组

织创新划分为认知、评估、试验、采用或拒绝、实施等 5 个阶段。Tornatsky 等 (1983)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延伸了创新实施后的阶段，将组织创新分为认知、匹配或选择、采

用或拒绝、实施、常态化或承诺等 5 个阶段。Rogers (1983)认为，组织创新的扩散分为

知晓、劝服、决策、实施、巩固等 5 个阶段。Meyer 和 Goes (1988)则指出，组织创新

分为知晓或认知、评估或选择、采用、实施、拓展等 5 个阶段。Cooper 和 Zmud (1990)
强调，组织创新可以分为初始（拉力或推力）、采用、适应/开放/安装、接受或使用、

整合或常态化、注入等 6 个阶段[50]。 
Wolfe 综合已有观点，将组织创新分为 10 个共同阶段，分别是：创意构思（idea 

conception）、认知（awareness）、匹配（matching）、评价（appraisal）、劝服（persuasion）、
采用决策（adoption decision）、实施（implementation）、巩固（confirmation）、常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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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utinization）、注入（infusion）。创新的经历依次发生如下过程：决策单元认识到创

新的存在，而恰好存在一个问题或机遇与该创新匹配；创新的成本和收益被评价以后，

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会试图影响这个过程；决策作出采用或拒绝该创新的决定；随着创

新被实施，随后创新决策被审查和巩固（或者否决）；然后创新被接受成为惯例，并得

到尽可能大范围的应用[44]。显然，有些阶段并非所有创新都会经历，但从一般性的角

度而言，囊括尽可能多的创新阶段是合理的。他提出的 10 个阶段其实是上述学者观点

的整合，而他们的阶段划分学说是 10 个阶段中的某些特例而已。 
创新是一个包括若干个阶段的时序过程，但目前的多数研究主要关注创新的某个

特定阶段，特别是创新的采用阶段，而对创新采用之后（post-adoption）的活动缺乏了

解[63]。Fichman 和 Kemerer 指出，组织在采用创新以后可能面临消化短板，即象征性

的扩散或扩散假象（illusory diffusion）[57]。以政务微博为例，许多政府开通以后几乎

很少发布和更新微博，致使本应发挥良性政民互动作用的政务微博成为“摆设”，即所

谓“僵尸微博”。Wolfe 建议应该更加强调组织创新的实施而非采用的研究，并对组织

创新的结果变量加以考察，特别是组织创新对组织绩效的影响[44]。 
创新的创造（creation）、采用（adoption）与扩散（diffusion）的区别并不明显，特

别是采用与扩散的区别仅在于关注的焦点和分析的落脚点不同。例如，Ghoshal 和

Bartlett 对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创新的创造、采用和扩散中的作用进行研究，将创造定

义为子公司开发或采用新产品、新工艺或将管理系统本地化的自主行为，将采用定义

为子公司采用母公司、总部研发部门或其他子公司开发的创新，而将扩散界定为将子

公司的本地创新向母公司或其他子公司传播[64]。由此可见，综合创新采用和扩散的研

究为一个整体框架是合适的。但 Karch 指出，政策扩散的研究者通常将扩散与采用不

加区分地使用，但实际上二者应予以严肃的区别，否则将阻碍人们对二者的真正理解。

传播是扩散的重要部分，而扩散是一项政策跨越辖区边界的运动；与之相比，采用是

单个辖区实施一项政策的决定。因此，扩散是采用的更大过程中的一部分，虽然是非

常重要和有趣的一部分[65]。 

2.1.3 组织创新的特征 
组织创新是一个多维构念，很难从一个角度对其进行全面描述和完整刻画[66]。为

此，许多学者提出了组织创新的特征或属性，并考察它们对组织创新的采用和实施的

影响。然而，由于组织创新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学者们提出了许多属性和特征，并导

致术语泛滥和难以比较。为了澄清创新特征的研究方向，Wolfe在综述已有研究的基础

上提出了一个创新属性的分类框架，将创新从 18 个属性加以考察，为研究者们提供了

可资参考的基础[44]。① 

                                                 
① 它们是：适应性（Adaptability）、建构性的影响（Architectural Impact）、中心性（Centrality）、兼容性（Compatibility）、
复杂性（Complexity）、成本（Cost）、可分性（Divisibility）、持久性（Duration）、规模性（Magnitude）、可观察性

（Observability）、组织焦点（Organizational Focus）、说服性（Pervasiveness）、实体性（Physical Properties）、突破

性（Radicalness）、相对优势（Relative Advantage）、风险（Risk）、地位（Status）、不确定性（Uncertai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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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natzky 与 Klein 通过元分析研究了创新特征对创新采用和实施的影响[67]。他们

对 1980 年代以前 75 篇论文共计 30 种创新特征的实证研究显示，虽然有关创新特征的

研究存在概念化和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但仍然发现了特定创新特征对创新采用和实施

的一致影响。其中，兼容性、相对优势、复杂性、成本、可传播性、可分性、收益性、

社会认可性、可试性和可观察性等 10 种特征是 受关注的创新特征，而兼容性、相对

优势和复杂性等 3 种特征对创新采用具有一致性的影响，但不同特征之间的相互依赖

性并没有得到系统考察。 
Downs 和 Mohr 指出，研究中应特别区分组织创新的主要特征和次要特征。主要特

征指创新内在的特征，如实际成本；次要特征指采用者感知的特征，如对成本的感知。

主要特征区分组织之间的不同创新（创新之间自身的差异），而次要特征则区别组织内

的创新（组织成员的感知差异）[68]。因此，组织创新的特征可以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

层面，宏观特征指促进或阻碍组织采用创新的特征，而微观特征指促进或阻碍组织成

员应用创新的感知特征。显然，组织创新的扩散研究属于宏观研究，并主要关注宏观

特征，如成本、复杂性、影响等[33]。也有学者认为应从主要/次要和客观/主观两个维度

对创新特征进行划分[69]。 
针对公共部门创新的研究一般考察创新的成本、复杂性、相对优势、兼容性、可

观察性等[33]。组织创新的成本指创新需要的初始资金投入和持续花费的程度，一般成

本越高，创新扩散的阻力越大，创新扩散速度越慢。复杂性指创新被认为相对难以理

解和使用的程度，一般复杂性越高，扩散速度越慢。相对优势指创新被认为优于其替

代品的程度，一般相对优势越大，扩散速度越快。兼容性指创新与潜在采用者的既定

价值观、过去经验和需求一致的程度，一般兼容性越高，扩散速度越快。可观察性或

可观测性指创新的结果可以让其他人看到的程度，一般可观察性越高，扩散速度越快。 

2.1.4 组织创新的类型① 
1）组织创新分类 
创新是一个复杂、多维的构念，可以采取许多视角进行分析。因此，区分不同类

型的创新就显得极为必要[10]。传统观点认为，创新就是技术创新（technical innovation），
是对组织的技术系统的改造和更新，可以分为产品创新（product innovation）和工艺创

新（process innovation）。随着服务业的崛起，服务创新（service innovation）的重要性

日益凸显。学者们很早就提出管理创新（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将之与技术创新加

以区别。如 Daft 提出的“双核心模型”将组织创新分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Birkinshaw
等强调管理创新的重要性。Meeus 与 Edquist 认为，管理创新与技术创新之间并不存在

本质差异，组织创新可以根据手段和目的分为两类结果创新（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

和两类过程创新（技术工艺创新和组织流程创新）。 
组织之间越来越多的“跨界”行为使人们不得不思考伙伴关系、联盟、合作生产、

                                                 
① 本部分主要基于吴建南、马亮、苏婷、杨宇谦（2011）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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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营等组织间合作的重要性，并将合作创新引入组织创新的分类体系中。Damanpour
将之称为辅助创新（ancillary innovation），如图书馆提供的社区服务项目。技术创新和

管理创新属于内部创新，而辅助创新需要组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辅助创新只是

合作创新（collaborative innovation）的一种形式，合作创新是组织与其他实体之间共同

采取创新行为的所有表现，如联盟、伙伴关系等。 
还可以根据许多属性将组织创新加以分类，如根据创新阶段将组织创新分为初创、

采纳、实施、制度化、扩散等；根据创新性的高低，将组织创新分为创造性创新

（generation）和采纳性创新（adoption）。创造性创新是组织采用对于所有组织而言都

是新颖的事物，即发明创造；而采纳性创新只是采用对本组织而言是新颖的事物，它

可能早已被其他组织中采用。根据创新的激进程度，可以将之分为突变性创新和渐进

性创新。突变性创新是颠覆式的，几乎改写组织生产函数；而渐进性创新只调整组织

生产函数的某个或某些参数。 
2）政府创新分类 
政府创新有别于企业创新，并有必要对其进行专门研究。政府创新具有多维性，

许多学者提出了不同的分类策略。Berry 从外部政策与内部管理的角度将政府创新分为

政策创新与管理创新，并认为二者的采纳和扩散受到不同变量组合的影响。Light 从内

容与方式的角度对政府创新进行分类，认为两者代表了不同的技术路径。Moore 也采

取两分法，将政府创新分为突破性创新与持续性创新，它们是政府创新的两种不同的

流程。Walker 借鉴 Damanpour 的观点，将政府创新分为服务创新、技术创新（主要是

信息技术创新）、组织创新（包括组织变革与市场化改革）与辅助创新。Osborne 认为，

对于服务组织而言，可以从服务与市场两个角度划分创新的类型：向老客户提供新服

务、向新客户提供老服务、向新客户提供新服务、向老客户提供老服务。Hartley 认为，

政府创新的多维性使对其进行分类变得几乎不可能，而更为恰当的方式是对其维度进

行剖析。综合各种观点，她认为政府创新包括 7 个维度：战略创新、产品创新、服务

创新、顾客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合作创新。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来看，改革与创新呈现出一种“整体性特点”。在这种

社会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是政治改革与行政改革的交错和纠结，并导致传统的政

治—行政二分法难以适用。从这个角度来看，政府创新的“治理性”更强，因此治理

创新（governance innovation）是 值得强调的一种创新类型。因此，本文将政府创新

分为五类：服务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合作创新、治理创新。服务创新指提供

新的公共服务，如知情告知、服务代理制等；管理创新包括组织结构调整、管理过程

和实践改变等方面，如全面质量管理、政府工作流程再造、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等；技

术创新是对组织技术系统的改造和更新，且主要是信息技术创新；合作创新体现在不

同组织的共同创新，如伙伴关系、联盟、合作生产、联营等；治理创新集中表现在政

治改革，包括发展党内民主、加强社会监督、改善乡村治理机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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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5 组织创新的测量 
如前所述，不同研究流派对组织创新的关注不同，对组织创新的结果变量的概念

化和操作化也不同。对组织创新的概念化主要分为创新采用与否、创新采用的速度、

创新采用的数量、创新实施的深度和广度等。专门针对一类创新的研究通常首先关注

组织是否采用了某项创新，而这种简单二分法只能够提供组织创新的大致差异。单独

考察一类或几类组织创新的研究，通常会从创新采用的速度进行分析，即在特定时间

段内某个社会系统内的组织是否采用创新及采用的时点[43]。通过这种变量操作化，将

创新的采用视为一个个事件，采用事件史分析法进行量化研究。 
Damanpour 和 Evan 对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影响组织绩效的早期研究，从组织采用

创新的数量加以考察[70]。他们调查了美国图书馆业的专家后确定了一段时期图书馆可

能采用的组织创新清单，然后通过问卷调查请图书馆管理人员填答，对目前是否采用

了组织创新清单上的各项创新进行勾选，然后加总获得反映组织创新性的创新采用数

量。这一做法得到了后续许多研究的认可，被认为是全面反映组织创新性的较为有效

的方式[45]。 
还有学者指出，组织采用创新以后，还需要对其实施加以研究，从组织成员接受

或应用创新的比例进行考察。该方面的研究主要以信息技术的采用和扩散为主，将特

定组织内部成员中接受或应用某项信息技术创新的比例作为衡量组织创新实施的指标
[71]。也有研究直接调查组织的领导者或关键成员，请其对组织实施某项创新方面的综

合情况进行打分，以此反映组织实施某项创新的程度[72]。 
对信息技术创新的测量也经历了类似于组织创新研究的历程，早期研究集中于正

式采用事件的时点，如创新的实质获取或购买。由于不同组织在采用后行为方面的差

异较大，采用与实施的距离也较大，单纯关注采用时点可能无法完全抓住组织创新的

差异[63]。后来的研究开发了许多测量方法，如：加总采用，即创新采用的频次或发生

率；内部扩散，指组织内部人员、项目、任务或单位利用创新的程度；注入，指创新

的特征得到全面熟练应用的程度；常态化，指创新趋于稳定并成为组织程序和行为的

常规部分的程度；同化，指创新从初始认知转向全面制度化的程度[69]。未来研究需要

对上述新开发的测量指标进行比较，并选取合适的测量方法进行研究。 

2.1.6 组织创新的影响因素 
创新是组织适应外部环境并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对组织创新的决定因

素进行研究是该领域的主要范式[73]。组织创新受到个人、组织和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影

响，而关注组织因素（如组织结构、组织流程等）的研究 多[45]。Mohr、Baldridge 与

Burnham、Kimberly 和 Evanisko 等早期研究者都从个人、组织和环境（或情境）因素

对组织创新进行解释。 
Mohr 认为，组织创新主要取决于内部因素[24]。以地方卫生部门为例，Mohr 指出，

组织创新是创新动机、创新障碍和创新资源的乘积函数（multiplicative function），需要

考察上述因素之间的交互效应而非加总性。他认为，虽然已有研究提出了许多组织创

 19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新的影响因素，如规模、资源、结构、意识形态、环境变化、个人的变革态度和意识

形态等，但都可以通过他提出的三维理论框架加以囊括。Downs 和 Mohr 认为，创新理

论的基础在于收益—成本理论。他们的创新理论将组织创新视为收益、成本、资源和

折现因素的交互效应[74]。收益分为项目收益（提高目标完成效果和效率的收益）、声望

收益（获得认可和认同的收益）和结构收益（完全内部收益，如员工满意度提高、内

部关系更为融洽等）。成本分为决策成本（决定是否实施创新的成本）和实施成本（实

际实施创新的成本）。资源分为五种：财富、人力（专业知识和时间）、设备、信息和

员工对变革的容忍程度。折现因素（discounting factors）分为四种：风险、中断的平均

成本、不确定性、为了收益流的不稳定性。 
Baldridge 与 Burnham 指出，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重心应该从个人属性向组织结构

和环境因素转移。他们的实证分析显示，性别、年龄和个人态度等个人特征并非组织

成员创新行为的决定因素，而行政职务和角色则发挥重要作用。组织的规模和复杂性

等结构特征对组织创新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而来自社区和其他组织的环境输入也是决

定组织创新的重要因素[25]。Kimberly 与 Evanisko 的研究表明，上述三类因素对不同类

型的创新的解释不尽相同，它们对技术创新的解释优于对管理创新的解释，而组织规

模是两者的共性决定因素[26]。 
Damanpour 对组织创新的决定因素和调节变量进行的元分析，主要考察组织内部

特征，特别是组织结构与流程[45]。Damanpour 对 1988 年前 23 项组织创新研究的元分

析包括 13 个前因变量，以及组织类型和创新的类型、采用阶段、范围等 4 类调节变量
[45]。Vincent 等对 1980-2003 年间的 83 项组织创新的前因后果研究进行了元分析，发现

组织能力与人口学特征是影响组织创新的主要因素；管理人员对变革的开放态度、创

新先锋、团队沟通以及管理人员的教育水平、专业化程度等都与组织创新正相关，而

管理人员的任期与创新无关[75]。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意到，对于组织创新而言，领导至关重要，并从领导的角

度对组织创新加以研究。领导者对组织创新的影响表现在诸多方面，如在组织内部激

励员工发挥创造力并支持组织创新，在组织外部通过创业、联盟、示范等行为推动组

织创新[76]。区别于组织行为的微观研究，这些研究注重从宏观组织层面研究领导对组

织创新的影响，并受到组织高层（upper echelon）理论[77]或战略领导（strategic leadership）
理论的启发[78]。Hsu 等对 21 篇高管与组织创新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综述，总结

了二者关系的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并提出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79]。 
Crossan 与 Apaydin 对组织创新的决定因素研究进行了定性综述，提出了一个联结

领导与组织创新过程和结果的理论框架[61]。他们指出，组织创新研究中常用的理论包

括：制度理论、经济学和演化理论、网络理论、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学习、

知识管理、适应和变革等方面的理论，以及心理学理论等。对组织创新的研究层次也

是多元的，既有考察微观层次的团队或个人，也有考察组织层次乃至宏观层次的经济

体、产业和市场，还有从多层或跨层角度加以综合研究的。不同理论适用于不同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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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例如经济学理论主要用于宏观经济和社会层面，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则主

要用于组织层面，而制定理论则在上述层面都有使用[61]。但他们同时也指出，虽然有

关组织创新的研究汗牛充栋，但却没有一个包容性的框架将组织创新的决定因素纳入

统一分析。“维度的多样性及其在文献中的零星认同，以及理论化的贫乏，导致碎片化

和彼此联系的不足。”[61]Crossan 与 Apaydin 整合已有研究后认为，组织创新的维度多

大 10 种，但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过程性的，回答“如何”创新；一类是结果性的，

回答创新是“什么”。组织创新的影响因素则可以从组织高层理论、动态能力理论和过

程理论等三个角度加以考察，分别对应于创新领导、管理层次和业务流程等三大类决

定因素，而它们又可以具体化为许多更为细致的影响因素。 

2.2 创新扩散理论 

2.2.1 Rogers的创新扩散模型 
关于创新扩散的研究，不得不提及的就是 Rogers 的系统综述。他对创新扩散进行

了开创性的整合，并概括了创新扩散的过程、特征及关键因素。Rogers 指出，扩散的

关键要素包括创新、传播渠道、时间和社会系统等[43]。1）创新通常表现为技术，它可

以分为硬件和软件两个构件。创新的特征包括相对优势、兼容性、复杂性、可试性和

可观察性等，它们都会影响创新扩散的过程和速率。创新在其扩散过程中通常会被使

用者调整或改变，此即“再造”（reinvention）。2）传播渠道一般分为大众媒体和人际

关系两种，它们在不同扩散阶段的作用不同。就人际关系而言，传播主体在特定社会

属性上的同质性（homophily）有利于创新的沟通，而异质性（heterophily）则不利于

沟通。3）扩散时间的不同将创新扩散过程划分为若干阶段，如认知、劝服、决策、实

施、确认等。采用时间先后不同，采用单位的创新性也不同，如可以划分为创新者、

早期采用者、早期多数人、晚期多数人和落伍者等。扩散时间不同还使社会系统成员

的相对采用速度不同，此即创新的采用率。4）社会系统的结构和规范会影响创新的扩

散，其中的意见领袖和社会系统外的变革代理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社会系统的结构

不同，创新决策的类型也不同，大致可以分为理性创新决策、集体创新决策、权威创

新决策和权变创新决策等。 
Rogers 编纂的创新扩散研究文献浩如烟海，粗略估计，截止 2003 年有不少于 5200

篇。其中 75%的属于实证研究，25%的为非实证研究。创新扩散有着悠久的研究历史

和学科传统，不同研究流派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研究范式，主要包括人类学、早期社会

学、农村社会学、教育学、公共卫生和医学社会学、传播学、营销与管理学、地理学

和普通社会学等共 9 种，此外还有普通经济学、公共管理和政治学、农业经济学、心

理学、工业工程、统计学等[43]。Rogers 将创新扩散的研究类型分为 8 种，分别是创新

知晓的早期性、同一社会系统中不同创新的采用率、创新性、意见领袖、扩散网络、

不同社会系统的采用率、传播渠道的利用、创新结果等[43]。不同研究类型在关注的现

象、变量选取、分析单位等方面差异显著，并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范式和传统，而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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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对话和整合是扩散研究的未来方向。基于大量研究文献综述，Rogers 总结了创新扩

散的 86 个推论或命题，可在未来供研究者验证或供实践者采信[43]。 
Rogers 指出，虽然创新扩散形成了独特的研究传统和范式，但其发展也面临着许

多值得关注的不足。首先，研究者存在严重的亲创新偏误，即认为创新都应该尽可能

广、尽可能快的得到扩散，而不应该在扩散过程中发生改变或受到拒绝。实际上，许

多创新的扩散具有破坏性，而研究者们对成功扩散的关注大大多于失败的扩散。其次，

研究中普遍存在个人归因偏误，即倾向于将个人特征或问题作为扩散的主要原因，而

忽略了社会系统的存在与影响。再次，扩散研究中通常通过当事人的回忆来获取创新

采用的相关数据，导致信息失真和研究结论的不稳定。 后，专注于创新扩散的影响

因素，而对创新扩散的结果关注不够，未能深入考察创新扩散导致的社会不公平等问

题[43]。由此可见，回应上述问题并深挖扩散研究的既有传统，是未来扩散研究的主要

出路。 

2.2.2 新制度理论 
在创新扩散的理论中，新制度理论（new institutionalism或neo-institutionalism）是

颇为重要的一个理论分支①。制度（institution）一般被定义为“界定社会行动者的类别

及其适合的活动或关系的共有规则和典型”[80]。这些规则界定了组织是什么、应该做

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等，并成为界定组织的合法性地位的重要依据。组织为了赢得合法

性并获得关键利益相关者的认可，通常会选择遵循这些制度的规定，从而为制度化过

程提供了诱因[81]。 
早期有关创新扩散的研究并没有认识到采用者之外的其他因素（特别是制度）的

影响，而通常仅仅关注潜在采用者自身的特征或属性。这种理论主张通常假定创新者

是理性行动者，他会出于理性计算和利益 大化的出发点而采用有利于其自身利益的

创新。新制度理论对创新扩散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同形化”（isomorphism）

概念的提出为创新扩散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新制度理论认为，迫于社会规范

的压力，组织会象征性地采用本行业或本地区流行的某项创新，而在实际运作中则依

然故我，并未真正使用这项创新。组织的这种“从众”行为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的证

实。学者们通常认为，社会中的主导性制度逻辑会推动组织采用某项创新，而不管该

项创新是否对组织增益[82]。 
DiMaggio 与 Powell 对同形化进行了开创性研究。组织同形化指一个组织与其环境

中的其他组织逐渐变得相似的情况，它既可以是一个过程，也可以是一种状态。同形

化表现在组织结构、实践做法和战略等[82]。根据其来源划分，制度同形化分为强制性

（coercive）、模仿性（mimetic）、规范性（normative）和认知性（cognitive）等四种，

一般在创新扩散研究中重点关注前三种压力。 
1）强制性力量。资源依赖理论认为，当组织对其他主体的资源依赖程度较强时，
                                                 

① 区别于旧制度理论强调社会选择和政治决策对制度变革的解释，新制度理论更加注重制度环境的演化及其对组织

和个体行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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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倾向于模仿该主体的行为或遵从其命令，以获得稀缺的资源。当组织的上级主管

部门或监管机构采用某项创新或鼓励其采用时，组织通常会“投其所好”地积极采用，

由此推动组织创新的扩散[82]。 
2）模仿性力量。组织通常选择模仿本行业的成功组织或大型组织，因为它们通常

代表了该行业的意见领袖。因此，当本行业的成功组织或大型组织采用某项创新时，

其他组织常常会很快模仿并采用该项创新。这种模仿既可以是简单的照抄照搬，而不

管该项创新是否合适和用效果；也可以是经过理性比较的结果，即当某项创新的确在

其他组织发挥效果时才采用。组织通常会基于某些特征来选取什么类型的其他组织作

为模仿对象，一般取决于其他组织与该组织在地理空间上接近或在社会经济属性方面

相似的程度。Haunschild 和 Miner 将组织间的模仿模式分为频次模仿、特性模仿和结果

模仿等三类，它们分别指组织无差异地模仿多数组织采用的创新，有选择地模仿具有

某些特性的组织（如规模和成功），以及有选择地模仿获得成功的创新[83]。他们对企业

并购专家咨询的分析显示，上述三类模仿都存在，但受到创新结果和不确定性的影响。 
3）规范性力量。Strang 与 Meyer 探讨了扩散的制度条件，认为行动者之间的文化

共通性为创新采用的“理论化”（theoretion）提供了条件[84]。理论化指关于事物之间因

果关系的通用模式的抽象，主要来自相关领域的专家对某项创新的界定。借助于专业

组织和舆论，当专家对该创新的理论化日趋成熟时，潜在采用者通常会依据专家的意

见采用该创新。 
制度压力对同形化的影响被操作化为具体创新项目对应的变量，并通过实证分析

加以识别。社会学领域对创新扩散的制度来源进行了大量研究，并组织与管理研究领

域的借鉴和拓展。Tolbert 与 Zucker 对公务员制度改革的扩散研究发现，扩散随时间推

进而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早期采用主要受到权变因素的影响，如组织结构与内外部

因素的匹配；晚期采用则主要受到制度的制约，即组织在社会中追求合法性[85]。

Deephouse 对美国商业银行的研究显示，同形化显著影响组织合法性，组织模仿同行业

公认战略选择的程度越高，获得监管机构和媒体的合法性认可度就越高[86]。Abrahamson
对管理时尚的扩散研究指出，传统的效率选择或理性选择模型可能难以解释其扩散，

而将扩散视为潮流或时尚可能更为合理，因为组织为了谋求合法性可能违背初衷地采

用创新[87]。Frumkin 和 Galaskiewicz 指出，制度理论通常将政府作为企业和非营利组织

同形化的影响因素，而很少考察政府本身的制度化过程。他们的研究显示，事实上政

府比其他两类组织更容易受到三种制度力量的影响[88]。 

2.2.3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针对信息技术扩散的研究日渐增多，并成

为信息系统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研究不仅关注组织是否采

用了某项信息技术，而且关注信息技术在组织中的应用情况。扩散关注信息技术在组

织群体中的传播过程，而同化（assimilation）则强调组织从对创新的初始认识到正式

采用和全面应用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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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chman 从技术类型和采用焦点这两个维度对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进行了综

述。根据知识含量（黑箱）和用户之间的相互依赖性（网络外部性），技术类型分为两

类。一类是知识含量和用户相互依赖性都较低的技术，主要是个人用户硬件和软件，

如个人计算机、文字处理系统等。另一类是知识含量高或用户相互依赖性强的技术，

如信息系统、电子邮件等。采用焦点分为个人和组织，其中个人的采用可能受到管理

者的影响，而组织则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组织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主要关注

的自变量包括：经典扩散变量、组织特征、组织决策过程、实施阶段、竞争效应（采

用者所处的行业）、供应商因素、经济因素（价格）等因素。个人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研

究考察的自变量分为：经典扩散变量（感知的创新特征、采用者特征、信息来源和传

播渠道、变革代理人和意见领袖）、管理者的影响、大众传媒、吸收能力、实施特征、

降低知识门槛的制度[89]。 
总体来说，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研究主要关注三个研究问题：什么决定了一项创

新在潜在采用者群体中扩散的速度、模式和程度？什么决定了一个组织随时间而采用

和同化创新的一般倾向？什么决定了一个组织采用和同化一个特定创新的倾向？对已

有研究的综述将信息技术创新扩散和同化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类：技术及其扩散情境（创

新特征、传播机构）、组织及其采用情境（组织和领导特征、部门或环境特征）、技术

与组织的结合（创新感知和社会影响、创新支持系统）[69]。 
围绕信息技术创新的研究越来越多并逐渐形成了主流范式，但 Fichman 建议信息

技术创新研究应超越主流范式而转向新的研究视角。信息技术创新的主流研究范式通

常研究组织规模与结构、知识与资源、管理者支持、兼容性、竞争环境等符合信息技

术创新要求的特征或属性（自变量）对信息技术创新的数量（因变量，如采用的早期

性、采用的频数、实施程度等）的影响。但许多新兴研究视角都对这种研究范式提出

了挑战，认为应将创新构造（configuration）、社会传染效应、管理时尚作为自变量，

将技术命运、创新的睿智性（mindfulness）作为调节变量，而增加创新的质量和绩效

影响等作为因变量[53]。 

2.2.4 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许多学者都在尝试将创新扩散模型加以整合，以囊括与之相关的关键研究发现，

从而丰富人们对创新扩散的理解和认识 [90,91]。创新采用者之间是相互依赖的

（interdependent）而非彼此独立的（independent），因此其他采用者和潜在采用者会对

特定的潜在采用者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89]。Frambach 等指出，对组织创新采用的研究

需要从多层角度加以考察[92]。这种跨层分析朝着两个方向进行拓展，一个方向是从组

织层面向下深入到组织内部单元和组织成员层面，即考察组织采用某项创新以后是如

何实施的，如何在组织内部单元之间扩散的，以及组织成员如何利用这些创新的[63]。

另一个方向是向上延展到组织间关系层面，主要分析组织间关系对组织采用创新的影

响，而后者通常是组织创新扩散研究的主要范式。两者的区别在于关注焦点的不同，

分别指涉组织内（intraorganizational）因素与组织间（interorganizational）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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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jnert 提出了创新扩散的整合模型，包括创新、创新者和环境等三个方面的特征
[93]。创新的特征可以从影响的公共性和成本收益分析；创新者的特征包括其社会经济

状况、社会网络和态度等；环境情境则包括地理、文化、政治、全球化等方面。他指

出，这些变量对创新扩散的影响可能因为研究焦点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其一是微观层

面的个体行动者（个人）对创新的采用，其二是宏观层面的集体行动者（团队、社区、

组织、国家等）对创新的采用。Wejnert 认为，创新扩散研究有必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

行拓展：首先，不仅考察自变量对创新扩散的影响，而且应该对自变量之间的交互效

应进行分析。其次，考察其他变量的守门函数（gating function），即特定变量通过其他

变量对创新扩散的间接效应。 后，研究行动者的特征对创新扩散的时间和速率的影

响[93]。 
Greenhalgh 等综述了服务组织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从创新、采用者、系统吸收、

扩散与传播、系统前因、系统准备就绪程度、外部情境（组织间网络与合作）、实施与

常规化以及上述构件的联结等方面考察了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并构建了一个创新扩

散的概念模型，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指引[94]。 

2.3 政策扩散理论 

2.3.1 政策扩散的研究范式 
虽然有关创新扩散的研究在许多学科都进行了探索，但相对来说政治学对政策扩

散的研究却发展为一个独立的领域，并逐步形成了自有的研究范式[95]。Graham、Shipan
与 Volden 对政策扩散研究进行了系统综述[96]。Graham 等的综述发现，53 份顶尖政治

学期刊在 1964-2007 年间共发表了 781 篇政策扩散研究论文，其中比较政治学 307 篇，

国际关系学 226 篇，美国政治学 189 篇，其他领域为 59 篇。美国政治学、比较政治学

和国际关系学等三个政治学的子领域形成了政策扩散研究的三足鼎立之势，但各领域

之间亟待相互学习和交流。他们认为，政策扩散研究应重点围绕以下核心问题进行研

究，回答政策扩散中“谁”在“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什么”扩散了“什

么”的问题，其中“何时”和“如何”扩散这两个问题至关重要且亟待加强研究。 
Graham等还识别了政策扩散研究的三篇 重要的文献，分别是Walker (1969)、Gray 

(1973)、Berry 与 Berry (1990)。早期 Walker 对政策扩散的开创性研究，采用类似于组

织创新性的研究方式，加总各州政府采用的所有创新政策。他对 88 项政策进行综合考

察，识别了州政府创新性在区域、人口统计学和政治等维度上的差异[27]。随后许多研

究都对 Walker 的前提假设——即州政府创新性的得分不随政策和时间变化——提出质

疑。Gray 指出，不同政策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不同，不能简单加总[97]，Walker 对此进行

了反驳，但仍然难以真正解决这些挑战。Eyestone 认为，Walker 的研究方法虽然提出

了新颖性的观点，但却无法回避其静态分析缺陷[98]。上述批评由于受到研究方法的限

制而一致未获较大进步，直到 1990 年 Berry 和 Berry 提出运用事件史分析法（EHA）

对政策扩散进行研究，重新鼓舞了政策扩散研究的浪潮[96]。事件史分析将政策采用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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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个事件，通过建立多元联立方程而对事件发生的概率进行估计。它对时间序列

—截面混合数据的分析能同时考察政策发生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变化，因此克服了以往

截面分析和时间序列研究的不足，并能很好地适用于发生率很低的政策扩散现象[99]。 
虽然事件史分析法的引入使政策扩散研究得以繁荣，但后期的研究通常聚焦于单

个政策创新加以研究，背离了 Walker 的 初设想。对具体政策扩散的研究制约了研究

发现的普适性，因此需要对政策类型进行区别并分析不同类型政策的扩散模式。Hwang
和 Gray 将政策分为再分配性和发展性两种，发现再分配政策的扩散受到政治因素的影

响，而发展性政策主要归因于经济因素。此外，人口统计特征对伦理类政策的扩散影

响较大，而电子政务等行政改革的扩散主要受到立法委的职业化水平和职业网络的影

响，政治因素的影响并不明显[100]。一些学者提出成对的研究方法，将研究焦点从州政

府转向州际关系[58,101]。 近，Boehmke 和 Skinner 重提 Walker 的研究传统，认为应该

重新考察州政府的政策创新性，而不只是就事论事地单纯研究一两项政策创新[102]。他

们将 136 项政策（其中包括 Walker 研究的 88 项）汇总后进行联合事件史分析，考察

州政策创新性的影响因素。尽管这一做法有助于提升研究结论的普适性，但却牺牲了

对特定政策的具体影响因素的考察。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渐进性创新与突变性创新的不同扩散路径及其影响因素。

认为传统的政策扩散研究是渐进性创新的产物，这种渐进主义（incrementalism）没有

对突变性创新予以充分重视。Boushey 提出来“扩散动力学”（diffusion dynamics）的

概念，指“稳定、渐进的创新扩散之后突然的政策震动导致正反馈循环和州之间快速

的政策模仿”。“政策爆发”（policy outbreaks），指正反馈循环导致的急速政策创新采用

过程，它有别于基于负反馈的渐进性政策扩散[103]。Boushey 从流行病学（epidemiology）
的角度剖析了突变性政策扩散的机制，认为政策创新是一种会传染的疾病，州政府是

易感宿主，而利益集团是病毒的携带者或带菌者，它们三者的互动构成了政策扩散的

动态过程，而扩散动力学是单个政策、州社会政治制度和利益集团组织的交互产物[103]。

他对 133 项政策的研究发现，政策扩散模式有别于渐进性政策学习和模仿，它表现为

间断性的动态过程，其扩散速度也更快，通常因为意义重大的政策爆发而实现跃迁。 
近，Karch 对美国州政策扩散研究进行回顾，指出了该领域有待回答的三个根本

问题：为什么政策扩散会发生？哪些政治力量促进或阻碍了政策扩散？什么得到了扩

散？。对于第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模仿（imitation）、仿效（emulation）和竞争

等概念；第二个问题则需要分析州政府政策采用的因果机制；第三个问题有赖于对政

策内容的分析，将其作为解释的结果或视为影响扩散过程的因素[65]。针对政策扩散研

究的“美化”和“全球化”的传统，Gilardi 和 Meseguer 提出了扩散研究的欧洲趋势，

即“第三代”政策扩散研究。他们认为，第一代研究主要为美国州政府研究，第二代

开始在全球化、民主化和市场化浪潮的推动下研究跨国政策扩散，而第三代则可能是

伴随着欧盟扩张进程下的欧洲政策扩散研究。对此，学者们认为将政策扩散研究分期

断代可能为时尚早，因为目前的研究范式已经成型，而该领域许多根本性的问题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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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转移阵地就可以解决的[104]。 

2.3.2 政策扩散的机制 
Karch 指出，政策扩散由四个政治过程构成：议程设置、信息产生、定制化和法案

通过[59]。首先，政策创新必须在政治议程中获得重视。其次，支持者必须产生有关新

项目及其获得通过后运作的信息。再次，政府官员必须决定新项目的具体形式，将政

策模板定制化以适应本地具体情况。 后，政策创新必须赢得立法机构的批准。政策

扩散的机制指政府效仿某项政策的原因是什么，回答政策为什么会扩散的问题。政策

扩散具有多向性，即来自上级、同级和下级（或州内）的多方力量都会影响政府是否

模仿某项政策。早期的研究关注水平扩散（horizontal），即同级政府之间的模仿，特别

是地理接壤的政府之间的相互学习[29]。在同级扩散的研究中，学者们注意到区域扩散

的复杂性，即地理接壤只是区域扩散的一种渠道，其他还有许多可供使用的机制[105]。

后期的研究开始对垂直扩散（vertical）进行研究，包括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机制。 
早对水平扩散的研究受到创新扩散理论的启示，即临近的政府更倾向于相互学

习。扩散的本质是信息的沟通，社会网络对这种扩散机制的解释 为有力，因为占据

重要网络节点的主体更容易获取创新信息并作出采用决策[106]。后来的研究表明，同属

某个意识形态体系[107]或参与同一个职业协会[108]，都有利于政策扩散。另外，美国州

政府研究一般只包括 48 个大陆州，而不考了阿拉斯加州和夏威夷州，因为它们与其他

大陆州没有接壤[109]。除了较为简单的地理接壤分析外，基于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计量

学的研究对这种相互依赖的现象分析已经较为成熟[110]。Karch 指出，模仿（imitation）
是对与之相似的早期采用者的跟从，而仿效（emulation）则是经过学习后从成功者和

失败者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政策采用的启示[65]。 
自上而下的垂直扩散研究 早关注联邦政府激励对州政策扩散的影响。研究发现，

联邦政府提供的激励有利于扩散，但正激励和负激励的作用不同[111]。对胚胎干细胞法

案的扩散研究发现，总统演讲和全国讨论都对其垂直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112]。还有研

究指出，国家对州政府的影响主要通过破除障碍和提供资源两种渠道产生，而如果没

有这些作用，那么国家对扩散毫无助益[113]。 
州际（interstate）的水平扩散与州内（intrastate）自下而上的扩散是两种不同的扩

散机制。自下而上的扩散研究首推 Mintrom，他较早以择校计划为例考察了州—地方联

结（state-local nexus）的存在。他指出，政策企业家为了推动某项政策获得州政府批准，

通常会利用地方政府试验该政策的效果作为证据进行游说，由此形成了州和地方政府

之间的纽带关系[114]。Shipan 等对美国城市向州政府扩散的研究进一步澄清了自下而上

的扩散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115]。他们提出了两种相反的扩散效应，一种是正向的“滚

雪球”效应，一种是负向的“压力阀”效应。滚雪球效应指当下级政府采用某项政策

的比例越来越大时，上级政府会选择“跟风”并确认这项政策的合法性。而压力阀效

应则相反，认为如果下级政府多数都采用了某项政策，那么这项政策针对的社会问题

也就得到了关注和破解，上级政府没必要“多此一举”地再去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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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pan 等对政策扩散机制的综合研究澄清了不同机制的相对作用，从而为识别

重要的扩散机制提供了启示。他们对美国 1975-2000 年间 675 个大城市三种禁烟政策

的扩散研究发现了四种扩散机制，分别是从早期采用者那里学习、临近城市之间的经

济竞争、对大城市的效仿以及州政府的强制要求。这些扩散机制的时间分布不同，其

中效仿的扩散过程是短期性的。这些扩散机制在不同城市的表现也不同，相对来说大

城市更能够学习，对经济溢出的担忧更少，也不乐于效仿[116]。 
Daley 认为应从水平扩散、垂直扩散和内部压力等三个方面分析环境政策扩散[30]。

Sugiyama 指出，政策扩散的机制研究主要强调自上而下、水平和自下而上的模仿压力，

表现出扩散机制的多向性。他提出了一个理论框架，将国内、跨国和国际等三种扩散

机制融为一体。对巴西联邦政府采用学校资助计划的研究表明，来自职业规范和府际

竞争的自下而上的压力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跨国竞争对政策模仿的影响有限，规

范和融资等自上而下的过程强化了采用决策并使该计划得以存续[117]。Gilardi 对独立监

管机构在西欧的扩散研究发现，自下而上（国内公用事业自由化和民营化后的政治风

险）、自上而下（欧化对独立监管者的青睐）和水平扩散（国家间效仿和相互依赖）等

三大力量是解释其快速散播的重要因素[118]。Braun 和 Gilardi 指出，政策扩散的理论框

架缺乏内部自洽性，因为不同的扩散机制来自迥异的理论渊源。他们认为，一项政策

的期望效用取决于其有效性和产生的回报，而各种扩散机制都可以通过调控这两个参

数而加以区分[119]。 
与次国家和地方政府不同，跨国政策扩散机制可能受到不同因素的驱动。Dubbin

等对公共政策的全球扩散进行了研究综述，指出四个研究视角值得整合，分别是社会

建构论、强制论、竞争论和学习论[120]。社会建构论认为专家理论认知和国际组织（如

联合国）界定了经济进步和人权等政治规范，从而推动各国采用某项指出。强制论认

为有影响的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如 IMF）通过惩戒威胁或援助许诺等诱使各国采用

某项政策。竞争论指出，各国为了吸引投资和扩大出口而降低营商成本、减少投资障

碍和出口限制等。学习论强调各国会从本国经验和他国实践中学习，进而采用某项政

策。他们认为，上述扩散机制都有一定的作用，并且相互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作用，

而只有将上述理论流派加以整合，才能澄清哪种作用机制对于哪类政策及在哪种国家

奏效。 

2.3.3 政策扩散研究模型 
1）Berry-Berry 的内外结合模型 
政策扩散的 Berry-Berry 模型是对该领域的系统整合，代表了该领域研究的一个集

大成[28]。关于政策创新采用的原因的解释主要有两种模式，分别是内部决定模型和扩

散模型。 
内部决定模型强调政府创新是内生性的，即它是政府及其辖区内部的政治、经济

或社会特征的结果；而扩散模型强调政府间的相互影响，认为政府创新是效法其他政

府先前政策的结果[28]。Berry 和 Berry 指出，尽管多数学者承认政策采纳几乎很少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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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解释为内部决定因素（没有扩散的影响）或政策扩散（没有内部因素的影响）的作

用，但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所有研究都集中在对一种因素的解释，即“单独解释”，

在理论框架和方法论上是存在严重缺陷的。20 世纪 90 年代发展起来的更为现实的模

型，综合考虑了内部决定因素与外部扩散因素同时发生作用的情形，并通过了事件史

分析法的检验，有助于人们对政府创新的理解[28]。 
所有政府创新的扩散模型都假定各州之间的“竞争性效法”，而各州之间竞争的三

个理由是学习、竞争和公众压力[28]。首先，当各州借鉴其他州的创新的成功实践时，

它们在互相学习——寻求政策创新的捷径，降低搜索成本；其次，为了服从全国的或

地区的既有标准，或者仅仅为了规避劣势、占领优势，各州之间相互竞争； 后，政

府官员受到来自本州公民的公共压力，他们要求政府采纳其他州所创设的政策。在政

策创新过程中，新闻媒体通过公开报道州界之外成功创设的新项目，从而为鼓动公众

压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全国互动模型（national interaction model）强调州政府官员协会为各州交流政策创

新提供了平台，有利于政策融合。但全国互动模型认为各个政府是无差异的，先于某

个阶段采用者的累积数量是影响潜在采用者采用概率的唯一因素，因此是不现实的。

依据参照对象的不同，区域扩散模型（regional diffusion model）主要分为邻州模型

（immediate neighbors）和固定地区模型（predesignated regions）。邻州模型认为各州

主要受到与其邻边的州的影响，固定地区模型则将国家划分为若干个地区，认为各州

倾向于与同一地区内的其他州展开竞争，并假设各州的采用概率受到所在地区已采用

该项目的州的比例的影响。两种模型都很难单独对政策扩散作出合理解释，更为现实

的区域扩散模型应承认各州受邻州的影响较大，同时也受附近州的影响[28]。此外，各

州之间的相互影响取决于它们在地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距离”，

从地理距离上讲则应是两州主要人口中心之间的距离。领导—跟进模型（leader-laggard 
models）假设某个州在一项政策采纳方面是先行者，其他州会争相效仿这位领先者。

垂直影响模型（vertical influence models）认为各州不是效法其他州的政策（水平扩散），

而是效法中央（或联邦）政府的政策。联邦政府扮演先行者的角色，为各州提供政策

学习机会；联邦政府还可以直接命令各州的某些活动，此时各州少有回旋余地；此外

当各州可以选择时，联邦政府采取激励措施鼓励采纳某项政策。 
内部决定因素模型假设导致一个州采纳一项新项目的因素是该州的政治、经济和

社会特征，因而它排除了该州受其他州或联邦政府影响的扩散效果，是一个内部封闭

的模型[28]。研究者们认为，规模越大、资源越充裕的组织比那些小组织和缺少资源的

组织更加具有创新性。而规模越大、越富有、经济越发达的州就越有创新性。Mohr (1969)
提出，组织创新的可能性与阻碍创新的力量负相关，它们包括创新动机、创新障碍的

难度以及克服障碍的可用资源。就创新的动机而言，选任官员的主要目标是赢得连选

连任，因而他们会对公众舆论有所回应。但它是与政治家的选举安全感相关的，当他

们感觉到不安全的时候——如选举期限的来临——就越有可能采纳选民所欢迎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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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就越不可能采纳不受广泛欢迎或同部分选民发生冲突的政策。个人和组织创新的

研究表明，财政资源（个人的财富和收入水平以及组织所拥有的宽松资源条件）和反

映潜在采纳能力的其他特征（个人高水平的教育背景、组织的规模等）作为创新的有

利条件，类似的资源对政府创新而言也同样重要。一些创新项目需要大笔政府开支，

因此财政资源至关重要。除了钱以外，合适的人才也是必要的，因为对于采纳新政策

来说，支持政策理念和愿意奉献能力以推行这些理念的人是重要的。“政策活动家”（或

政策企业家）促进了新政策的议程设置和创设。此外，支持联盟（如政府官员、活动

家、记者、学者、政策分析家等的协调组织）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政府创新研究取得进步的关键在于，开发能够敏感地预测政府采纳新政策的倾向

的潜在因素的多元模型，它包括政府的内部和外部因素。Berry 和 Berry 给出了政府创

新的总模型，将已有的“单一解释”整合为“多元解释”[28]。该模型中，因变量为政

府创新采纳的可能性，自变量包括：政府官员采纳政策的动机，包括公众舆论、选举

竞争性等动机因素；资源、障碍指创新面临的障碍和克服障碍的可用资源，如政府的

经济发展水平、立法机构的专业化水平、政府能力、支持联盟的力量等；政策创新模

型必须考虑其他相关政策（互补、依存或替代性的政策）的影响。 
上述整合模型得到了一些实证研究的支持，表明了它的适用性。Berry 和 Berry 

(1990)基于 Mohr (1969)的组织创新理论对美国州彩票的研究提出了三类假设：创新动

机假设，包括财政健康状况（收支比例）、竞选时间的远近以及二者的交互效应。创新

障碍假设，分为人均收入、宗教信仰人口比例以及二者与创新动机的交互效应。克服

障碍的资源假设包括一党执政、邻边政府采用数量以及二者与创新动机的交互效应。

他们的实证分析为上述假设都提供了证据支持[29]。Berry 和 Berry (1992)对税收政策创

新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考察了三类共五方面的因素，分别是经济因素（经济发展、

财政健康状况）、政治因素（选举周期、政党控制）和区域扩散因素。他们对汽油税、

所得税和所有税种的研究发现，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和城市化率）和政党控制对采用

的解释较弱，而选举周期、财政危机和邻州影响的作用较强[109]。 
2）Berry-Berry 的四维压力模型 
Berry 和 Berry 在综述政策创新及扩散模型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认为

政府创新的扩散主要受到社会学习、经济竞争、政治规范与公民压力等四大因素的驱

动[121]。 
首先，政府为了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和风险，通常选择借鉴和效仿邻近或相似政府

的创新做法，而采纳成功者的创新果实也有利于取长补短和增进收益。政府间的相互

学习为创新扩散提供了渠道，也为提升和普及政府创新的收益创造了条件。 
其次，地方政府为了赢得经济发展的竞争优势，往往会紧盯竞争对手的政策动向，

并很快模仿竞争对手的政策选择，避免陷入被动地位和竞争劣势。政府间的激烈竞争

常常会推动政策的趋同和做法的相似，这种自发的作用力加速了政府创新的扩散。 
再次，来自中央和上级政府乃至国际组织的政治规范和正式命令可能会驱使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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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纳某项创新，避免受到上级政府的惩罚或国际舆论的苛责。当政策创新对中央

政府的重要性较强时，它通常会采取某些激励手段或压力措施，鼓励或敦促下级政府

采用这种创新，从而为自上而下的推动提供了制度基础。 
后，公民通常会将邻近或相似辖区的政策创新作为标杆，要求本地政府出台类

似的政策，从而推动政府创新扩散。公众往往会要求政府采用邻近或相似辖区的政策

创新，这种舆论压力通常会使政府在谋求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的时候变得日益强烈，

进而形成自下而上的政府创新扩散机制，为政府创新的快速扩散提供渠道。 
本文认为，Berry-Berry 模型较为系统地整合了已有研究，为政府创新的扩散提出

了具有较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 近，该模型分别得到跨国电子政务扩散[32]和英国地

方政府创新扩散[38]的证据支持，说明该理论框架能够较好地解释各类政府创新的扩散，

从而为未来研究开启了方向。值得注意的是，该模型主要从政府外部压力入手，考察

其外部利益相关者（上级政府、公众和同级政府）对政府创新的推动作用，而缺少对

辖区属性和政府内部特征的考察，可能还难以全面解释政府创新的扩散。由此可见，

进一步考察政府内部特征和辖区属性等方面的因素，是该模型未来改进的主要方向。 

2.4 政府创新扩散研究综述 

2.4.1 国外研究综述 
正如前文所言，有关组织创新的研究和政策扩散的研究分别来自企业管理学和政

治学，从公共管理学的角度对政府创新扩散进行研究的逐渐增多①。公私部门差异是厘

清公共管理研究边界的关键，也是探讨公共部门创新扩散研究的首要任务[122]。如果公

私部门之间没有显著差异，那么单独进行公共部门创新扩散研究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

反之，如果公私部门差异明显，并且对创新扩散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那么单独对

其加以研究就非常有必要。公私部门之间的差异是否会对政府创新及其扩散产生实质

性的影响并导致公私部门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关于该方面的研究还较为匮乏，但学者

们通常认为公共部门相比私营部门在创新性方面略逊。不过，也有证据支持相反的观

点。Palmer与Dunford比较了 9 项新管理实践在澳大利亚公私部门的相对采用率，发现

国有商业企业和私营部门之间在外部环境、组织结构及创新采用等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123]。值得注意的是，他们考察的仍然是企业，而且属于截面研究，因此还很难断定公

私部门在组织创新及其扩散方面相似，虽然经济理性和制度理论都为他们的结论提供

了一致的支持。 
早期公共管理领域对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主要关注信息技术引入政府的影响因

素，并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而一直持续到今天。Kraemer 和 Perry 对美国联邦政

府推动地方政府采用计算机的问题进行研究，发现联邦政府的目标、设计和转移支付

                                                 
① 在这里，学科的划分可能是模糊的，因为有些学者（如 FS Berry 等）在多个学科均有论著发表。我们这里主要是

从论著发表的期刊所属的学科来界定的，如期刊名称含有“公共行政”（public administration）或“公共管理”（public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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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三项措施都无功而返，没有对地方政府计算机采用产生实质性影响[124]。Kraemer 等

对亚洲 9 国的研究发现，政府政策对信息技术扩散的推动作用并无人们预期的那样明

显，更为重要的是政府财政和贸易政策，而 重要的是经济发展水平[125]。Thatcher 等
通过质性研究考察了信息技术在非营利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的扩散，发现部门间的制

度逻辑冲突导致了扩散的象征性和欺骗性，从而揭示了政府创新扩散的复杂性[126]。

Vonk 等对地理信息系统在丹麦公共规划组织中的扩散进行研究，发现自上而下的管理

诱发非正式的扩散活动，它们偏离了正式的扩散策略；他们推荐采用专家和规划者共

同参与的知识管理模式，使其扩散走上正轨[127]。 
伴随着新公共管理运动和重塑政府浪潮的兴起，学者们越来越多地对战略管理、

结构变化、人事管理、服务流程变革等的扩散进行研究。Moon 和 deLeon 采用问卷调

查法研究了重塑政府改革计划在美国市经理中的扩散，发现关键的影响因素是市经理

的重塑政府理念、政府规模和经济条件、工会和政府类型等[128]。Apperson 和 Wikstrom
对美国弗吉尼亚州的 50 个县进行调查，发现委任职业主管的大面积扩散主要受到府际

关系的影响[129]。Frederickson 等对美国城市政府结构创新的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对

美国城市 50 年的结构变化进行的分析显示，市长—议会制和议会—市经理制的扩散都

遵循 S 形曲线，且二者的混合模式正取代其各自的独立模式[130]。Yang 通过问卷调查对

自我管理工作团队在美国 204 个城市的扩散进行分析，重点考察制度因素的作用。他

发现市政府官员的职业网络、工作价值取向等正向影响其采用，而政府形式则没有显

著影响[131]。 
在公务员制度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有关人事制度改革的扩散研究越来越多，主要

对绩效工资制、文官制度改革进行考察。Kellough 和 Selden 对人事管理制度改革在美

国州政府的扩散进行了研究，发现基于各州的改革，他们构建了一个改革指数，发现

立法委的职业化程度与改革正相关，而失业率和工会雇员比例则与改革负相关[132]。另

一项有关绩效工资在 OECD 国家的扩散研究显示，虽然表面上该项制度的扩散是成功

的，但其效果却差强人意，虽然无论是选任官员还是职业公共管理者都对其抱有希望，

但更为重要的是评估该项政策的制度设计和资源支持[133]。Lah 和 Perry 对 1978 年美国

文官制度改革（包括绩效考核、绩效工资、高级主管制和实体与监管职能分离）在 OECD
国家的扩散进行了研究，发现其扩散速度和广度均超过了美国的预期。他们还发现，

制度理论比传播理论对其扩散的解释更有力；早期英语国家的扩散主要受到传播理论

的影响，而后期扩散则是制度同形化的结果[134]。Dresang 对美国文官制度改革法出台

前后州政府的扩散模式进行了考察，发现联邦政府的影响无远弗及，表明来自上级的

激励对下级政府创新采用至关重要[135]。Bellé对绩效工资在意大利不同部门的扩散研究

发现，制度同形化的来源是不同的，不同类型的制度压力对不同部门的影响不同。强

制压力对市政府的影响 大，但对营利企业的影响 小。与市政府和非营利组织相比，

模仿压力对企业的影响较大，规范性压力对企业的影响相对较小[136]。 
以往政策扩散研究主要关注立法，而很少涉及管理技术，为此 Berry 及其同事对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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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管理创新扩散进行了大量研究[31,32,137,138]。Berry 对战略规划扩散的研究，整合了三个

领域的研究文献：战略规划与管理、组织创新、州政策创新[31]。她提出了 4 个方面的

解释：部门资源解释（财政健康状况、组织规模）、部门领导周期解释（新任领导上任

元年、再任领导上任元年、选举年）、部门导向解释（与私营部门打交道、向公民直接

提供服务）、区域扩散解释（邻州兄弟部门的采用率）。她的样本期涵盖 1970-1991 年，

包括卫生、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经济发展、老龄化、财政收入、交通、矫正、教育

等 9 个职能领域的州政府部门。样本期内， 早的州政府部门在 1970 年采用战略规划，

晚则是 1992 年采用的。她采用问卷调查获取州政府部门的有关信息，而为了检验区

域扩散假设，则通过电话调查获取三类部门的所有采用时间数据，考察邻州兄弟部门

采用战略规划的时间。研究显示，财政健康状况、与私营部门联系、邻州兄弟部门采

用情况等同战略规划采用正相关；新任州长上任元年的采用率 高，其次是再任州长

上任元年，大选年 低。 
Lee 等对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在全球的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对 131 个国家的研究

发现，电子政务的扩散受到政策学习、政治规范、竞争和公民压力等因素的影响，而

电子民主主要受到政治规范和公民压力等内部复杂因素的作用[32]。Kwon 等从社区财富

（人均税收、收入来源、私人基金）、社区属性（人口、限制）、政治与财政制度（政

府形式、销售税限制）、内部能力（市政府责任、私营部门导向、信息技术利用、科技

园区、专业人员规模）等方面考察了美国市政府采用不同经济发展战略的影响因素，

以及这些影响因素对不同类型的采用者（未采用者、早期采用者、晚期采用者、抛弃

者）的影响和对不同时期创新采用的作用。他们指出，社区属性、政治与财政制度、

内部能力是影响经济发展战略采用的主要因素[138]。 
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的研究显示，社会媒体应用超越了政府监管框架，政府不得不

因应技术发展趋势而做出调整[56]。对欧盟成员国的调查显示，多数地方政府都在使用

社会媒体应用来增进透明，但政民对话与电子参与的概念仍然处于初级发展阶段[139]。

在仅见的一项关于社会媒体技术在政府部门扩散的研究中，Mergel 对美国联邦政府部

门应用社会媒体技术的原因和方式进行了研究。美国政府部门应用社会媒体始于 2010
年，是年奥巴马总统签署了《透明与开放政府备忘录》，总务管理局与社会媒体提供商

签署协议，由此政府机构可以免费使用其服务并无限制与公民沟通。通过与 15 个联邦

政府部门社会媒体主管的访谈，Mergel 考察为什么政府组织采用社会媒体应用，以及

它们如何在这个相对缺少监管的空间确保安全。他的研究显示，社会媒体主管主要依

赖三种机制获取采用信息：首先是非正式的同僚网络，其次是对政府和公司 佳实践

的观察， 后他们几乎没有得到任何自上而下的正式官方要求。积极的公众参与加速

了政府采用社会媒体，而来自官方命令的正式机制和供应商的市场机制都没有发挥明

显作用，可能是因为社会媒体是一个高度公开化的工具使然。组织的不同使命和既有

运营结构催生了三种不同采用策略：代表、参与和网络。代表策略属于“推动策略”，

是部门为了在庞大的社会媒体用户群中发出声音而做出的，但多限于保守的被动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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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有创新性的互动空间。参与策略属于“拉动策略”，即部门主动邀请公众参与提供内

容。网络策略则是推动与拉动的混合策略，部门和其知识专家合作开发和维护，并通

过社交网络的“滚雪球效应”实现双向互动和良性循环。他认为，对于社会媒体这种

“毁坏性技术创新”在高度官僚化体制中的应用，需要加强正式的知识共享，研究公

众向政府的信息流的影响和变化、组织能力、文化变革，并改善政府社会媒体应用的

投入价值[140]。 
Sapat 研究了各州政府部门采用污水处理领域的环境政策创新的影响因素，并提出

了问题的严重性、制度因素的重要性、利益集团的作用和情境因素等四类影响因素。

他们的研究显示，州财力和行政职业化水平等制度因素是其关键决定因素，污水问题

的严重程度和利益相关者的游说等也会推动州政府部门采用该政策创新[141]。Jensen 研

究了美国州彩票的扩散，发现州政府和选民的文化倾向转移为其扩散提供了制度合法

性基础[142]。Levi-Faur 与 Jordana 对自治监管机构在拉丁美洲 19 个国家 12 部门的扩散

进行了考察，发现早期的扩散具有部门模式，而后期则表现出强烈的国家意志，表明

同时考察国家和行业部门并进行比较研究的重要性[143]。 
在政府创新扩散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国和跨国研究的情况下，来自其他国家（主要

是英国和欧洲国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并对美国发展的政府创新扩散理论进行验证

和拓展。Hansen 及其同事对丹麦等北欧国家的政府创新扩散进行了大量研究。Hansen
对新公共管理在丹麦地方政府的扩散进行了考察，发现管理者的偏好与态度、选任官

员的目标制定能力等对新公共管理（NPM）的扩散影响显著，而组织规模是影响 为

显著的情境变量。对 NPM 的不同构成部分（如市场化）的分析显示，它们受到不同因

素的影响，表明创新类型其前因也不同[144]。Dahl 和 Hansen 研究了丹麦通用语标准的

扩散，发现来自外部的区域压力和标准的 初来源对扩散影响 大[145]。Bhatti 等对一

站式服务（综合公民服务中心）在丹麦地方政府的扩散进行了实证研究，主要关注行

政职业人员的影响。他们发现政府职业人员的比例越高，采用率越高；此外，公众需

求、辖区财富和区域扩散效应的影响也非常明显[146]。他们主要采用面向公务员和选任

官员的问卷调查获取数据，并匹配二手数据进行研究。 
Walker 等采用英国地方政府的调查数据，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Walker 对英国 120 个地方政府的调查显示，不同因素影响不同类型创新的扩散[22]。

Walker 等基于英国地方政府的面板数据对 Berry—Berry 模型进行了检验，发现学习、

竞争、公共压力和来自上级的命令等都对政府创新进行了较强的解释。但该模型对创

新性较高或较低的政府的解释力不同；它可以解释政府整体创新，但对不同类型的创

新（特别是管理创新）的解释力不足[38]。Walker 等主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政府管理者

对创新采用及相关因素的评价，通常每个政府邀请多个不同层级的人员填答，但仍然

难以回避政府创新评价的主观性。 

2.4.2 国内研究综述 
中国政府创新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文献，但有关政府创新扩散的实证分析还刚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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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相关文献较少。杨雪冬指出，“创新是如何扩散和传播的”是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有

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十个问题之一[147]。这一点与中国政府创新研究的整体状况有关，

即大量研究都是对政府创新案例的个案分析，特别是对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获

奖项目为主的成功创新项目的质性分析，缺少原创性理论的探索、大样本的实证研究[9]。 
一些研究以个案分析法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干部任前公示等在全国的扩散进

行了考察，认为中国特有的政治体制有利于政府创新的扩散。在这种体制下，虽然自

上而下的控制较强，但随之市场化和财政分权改革的加快，地方政府享有的自主权越

来越多、越来越大。除了司法权、外交权和军事权外，在其他许多方面一定程度上甚

至不亚于联邦制国家的州和地方政府。一些学者将中国的这种情况称为“维护市场的

联邦主义”[148]或“事实上的联邦制”[60]，认为中国将政治集权和联邦制相结合，发挥

了两种体制的两个优势[149]。然而，这些探讨虽然提供了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

深刻见解，为深入理解其扩散规律提供了理论视角，但却缺乏科学证据的支持。 
Foster 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了探索性研究。他对烟台市政府的服务承诺

制进行了案例研究，识别了影响其扩散的关键机制[150]。首先，地方领导一旦发起并实

施一项创新政策，他们通常会努力使上级官员注意到他们的创新。他们或者通过正式

的行政渠道（如公文递送），或者通过非正式的私人关系，由此形成“地方—中央—地

方”的扩散模式。其次，中央和上级领导获悉创新政策后可能决定推广该创新，并委

派相关部门负责此事。再次，中央和上级政府会通过召开会议、选取试点等方式推动

创新政策的扩散，虽然其效果可能并不理想，因为地方政府为了获得上级认可，通常

会推陈出新而不是照搬其他地方的做法。 后，其他地方政府采用并实施这项新政策，

从而完成其扩散。Foster 指出，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研究，有利于促进政府

创新跨地域、跨部门和跨层级的扩散，并对以西方为中心的理论文献做出贡献。他认

为中美两国虽然存在许多差异，但地方政府都处于“受限的自治”（constrained 
autonomy）状态，都拥有足够的权限进行创新，因此具有一定的可比性，而来自美国

的政府创新扩散理论经过修正后可以应用于中国[150]。 
杨静文较早对中国地市级政府是否采纳政务中心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其扩散过程

符合典型的“S 型曲线”的特征，“扩散过程中采纳者的模仿学习占主导地位，创新性

表现不明显”[12]。他还指出，政务中心采纳与否“取决于地方主要党政领导对该项创

新的净收益及其增量的预期评估，收益越高，采纳创新的概率越大、延迟时间越短”[151]。

但他并没有对政务中心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也未对组织创新与政策扩散的

研究予以整合。 
Zhang (2011)从理性主义和新制度主义两个角度对中国地方政府土地储备制度的

扩散进行研究，重点考察了制度因素的作用[152]。理性主义认为，组织为了追求效率

大化和竞争优势而会理性地采用可以提高组织绩效的创新，因此组织内部特征至关重

要。新制度主义则认为，组织不光会受到效率 大化的理性驱使，而且会为了谋求政

治权力、制度合法性和社会地位等而采用同形化的组织实践。他采用 1997-2004 年 12

 35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个省的县市数据，发现经济状况（人均 GDP、工业化率、城市化率等）与土地储备制

度采用正相关，但其效应随时间递减，且受到制度因素的部分中介效应。对上级的财

政依赖性与政治依赖性同制度采用负相关（强制性力量），而省级压力对财政依赖性和

政治依赖性产生调节效应，即地方政府会权衡上级压力和对上依赖性而作出决策。同

级压力（模仿性力量）、专家论证（规范性力量）与制度采用正相关。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蓬勃发展，但政府创新扩散的学术研

究却相对滞后。就此而言，至关重要的是对中国丰富的政府创新扩散实践及其背后隐

藏的运行逻辑和理论素材进行发掘，提出一个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理论框架，

并通过业已大量积累的政府创新案例进行实证分析，从而解答政府创新实践提出的现

实问题并对政府创新扩散理论的发展做出贡献。 

2.4.3 政治体制与政府创新扩散 
虽然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的扩散研究也考察产业和社会系统的结构关系对扩散过

程的影响，也关注制度规范和同形化对扩散的作用，但政治体制的影响并不突出。而

在考察政府创新的扩散时，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政治体制的权变乃至决定作用。

而在政治体制的讨论中，学者们强调 多的就是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或威权型）、联

邦制与单一制、选任制与委任制等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当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的扩散时，就需要考虑这种体制差异并分析其对创新扩散的影响。 
对美国州政府政策扩散的研究都将其誉为“民主实验室”，因为各州政府为谋求连

任而对选民诉求重视有加，并为促进发展而展开横向竞争和水平学习[59]。在这种情况

下，许多学者认为政府分权有利于政策创新。虽然许多人都鼓吹分权有利于政策创新，

但政策创新是公共产品，政策学习具有外部性和溢出性，不排除其他政府免费“搭便

车”的可能[153]。因此，作为理性人的地方政府与其甘冒作为“实验品”乃至“牺牲品”

的风险，不如退而求稳，等其他政府实验成功后再廉价模仿。因此，中央政府应该将

学习的外部性纳入考虑，鼓励政策创新并推动政策实验。 
与之相比，中国单一制的政治体制强调上行下效，地方政府通常“眼睛向上看”，

对辖区公众的需求重视不够，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自“下”而上的政策主张[154]。但与此

同时，许多地方政府甘冒风险地探索和创新，表现出极强的创新倾向。这种创新“冲

动”一方面可以归因于领导干部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也与当前政治体制对政府间

竞争的强调有关[2]。来自上级政府的激励或许也是解释政府创新扩散的有力因素，如果

中央和上级政府能够施加一定的激励，可能会对地方政府创新及其扩散产生积极的影

响。 
Strumpf 的数学模型指出，政府分权与政策创新之间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受

到其他权变因素的影响。如果地方政府相对同质且数量较多，集权能催生政策创新；

如果存在许多实验性的政策可以采用，那么分权则有利于政策创新[153]。Cai 和 Treisman
的数学模型指出，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相反，政治分权并不会产生更多的政策实验；相

反，政治集权通常导致“过多”的政策实验，并产生“信息外部性”、“寻求风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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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和“风险规避”效应[35]。他们的研究表明，美国政策扩散研究的结论或许无法适用

于中国，但其研究范式和结论却可以在中国进行检验。 
Chung 对中国经济改革政策的扩散研究表明，扩散的发生是一个充满复杂性的政

治过程。农业机械化在中国农村的扩散就存在类似的逻辑，但各省资源禀赋和经济社

会发展情况的差异较大（如黑龙江和安徽在人均耕地面积和农业机械化基础等方面的

不同），从而淡化了政治色彩[155]。Chung 对中国“去集体化”（decollectivization）的研

究发现，各省在推行“包产到户”政策时仍然可以观察到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持久

效应，许多省份持“观望”态度，也有一些省份“冒进”，但 终出现了各省政策向中

央收敛的趋势[149]。中央政府一方面批评乃至惩罚“后进”，另一方面又不过分赞许改

革先锋，这种创新扩散的“中庸”态度显然在中国其他领域也是可以看到的。例如，

对中国各地区财政透明度的调查显示，前一年领先的省份倾向于略微下移，而前一年

垫底的省份则进步较快，出现抹平差异和集中分布的行为趋势[156]。 
韩博天认为中国的“中央主导的政策实验”是一种“独特的政策过程”[157]。韩博

天提出“分级制实验”的概念，并提出了中国政策实验的过程模型[158]。王绍光以中国

农村合作医疗的历史演进过程为例，指出中国政治体制具有较强的学习和适应能力，

能够不断通过实践探索和实验求证推动政策学习和创新。他从学习的推动者（决策者

或政策倡导者，如政策主管部门、地方政府、政策专家、公务员、媒体工作者、社会

上的利益相关群体等）和学习源（实践或实验）两个维度划分了四种学习模式[159]。韩

博天主要强调中央主导的政策实验，即决策者通过实验的学习模式，而对其他三种学

习模式则未提及，王绍光则指出上述四种学习模式都在中国政策制定过程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上述分析表明，政治体制的确会对政府创新扩散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有关政治

分权与集权对政策创新的影响至今尚无定论，对二者差异及其效应的考察主要是数学

模型推导，尚无实证证据支持。由此可见，将主要在美国等联邦制国家的政策扩散研

究应用到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研究，并对二者的差异和共性之处进行比较研究，

或许有助于澄清有关该问题的争论并对该领域理论发展和应用做出贡献。 

2.4.4 已有文献评估 
目前关于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越来越引发学者们的关注，并涌现出许多值得关注

的研究方向。但总体来说，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相对崭新的研究领域，还

有许多方面需要探索。总体来看，现有研究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了大量有分量的探

查，但在如下方面仍然存在不足。 
针对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还亟待拓展。一方面，组织创新研究主要关注私营部门

和产品创新，对公共部门和管理创新缺乏足够重视。组织创新研究也很少从组织间关

系角度对创新扩散进行考察，虽然社会网络视角下的研究日渐增多[106]。另一方面，有

关政策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国家间和次国家（或州政府）层面，缺乏对地方政府的

关注[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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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对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主要是对公共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特别是政府通

过法案颁布的公共政策的扩散研究。这种研究的政治取向较为明显，而对许多技术创

新和管理创新则缺乏足够的重视。而以法案的形式通过某项政策创新，会受到诸多因

素的影响，许多情况下延迟乃至中断，进一步使其扩散的复杂性加剧[28]。此外，这种

研究范式也更为强调作为一个整体的辖区政府的状况，没有深入到政府的组织内核进

行深入考察。与之相比，针对公共组织创新的研究则恰好相反，注重技术创新和管理

创新的分析，却对这些创新的更为宏观的体制环境缺乏足够的认识。由此可见，如何

弥合组织创新与创新扩散这两种研究流派之间的知识鸿沟，加强两个研究领域的沟通

和对话，是政府创新扩散研究值得深化的一个重要方向。 
其次，有关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新兴

市场经济国家和转轨国家的关注远远不够。虽然政府创新的扩散具有许多共性可言，

其规律性认识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跨越国界而适用于许多领域，但仍然需要对体制差

异下的政府创新扩散进行比较研究。学者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管理研究的“情境化”

（contextualization）问题，即如何将西方理论在中国的组织与管理情境中应用、拓展

和发展，进而发展具有本土性和原创性的中国管理理论[161]。对于政府创新而言，这一

点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政治体制和社会文化情境对政府运作的影响远甚于对企业的效

应。由此可见，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创新扩散研究日臻成熟时，极有必要对其理论

的普适性和可用性进行研究，并结合中国情境的探查来应用和发展理论。 
后，在对政府创新扩散理论的验证方面，组织创新与政策扩散研究虽然对创新

的操作化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却都存在一定不足。组织创新的研究严重依赖格式化

的调查量表，通过组织成员（特别是管理人员）的回忆来获取创新项目的采用情况。

这种方式一方面会因为回忆遗漏或失真而难以精确测量，另一方面也难免挂一漏万，

会由于难以穷尽创新项目而出现测量偏误[43]。与之相比，政策扩散研究通常依赖二手

数据和统计资料进行研究，主要聚焦单项政策创新的扩散过程，期望以点带面综合考

察政策扩散特征。这种研究范式与组织创新性和政策创新性的研究方向不同，虽然期

望获得共通的研究发现。由此可见，政策扩散研究需要尽可能多地考察不同类型的政

策创新，藉此将理论验证加以普适化。但与此同时，对创新项目的选取应较为审慎，

避免走到组织创新研究的另一个极端，泛泛地探讨组织的创新性，而缺乏针对性的系

统考察。 

2.5 本章小结 

本章对政府创新扩散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文献进行了简要回顾和梳理，明显了该领

域的已有工作和有待开展的研究方向。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主要来自组织创新和政策

扩散这两大方向的研究，前者主要是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研究，后者则多为政治学科的

积累。本章的综述显示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在研究的理论视角、创新的类型和研究的

场域等方面都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并导致对政府创新扩散解释的片面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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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创新主要关注组织采用特定创新或其创新性的影响因素，从而为推动组织创

新提供理论依据。包括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学等在内的许多学科都对组织创新进行

了大量研究，虽然它们在关注的创新类型和阶段、研究层次和研究问题等方面存在学

科差异，但仍然为深入探讨组织创新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启示。组织创新研究可以分为

创新扩散、组织创新性和创新过程等三种研究流派，它们在关注问题、研究范式和研

究方法等方面大异其趣，而本文的着眼点在于创新扩散和组织创新性研究。有关组织

创新的阶段、特征与类型的研究区分了大量组织创新，但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厘清，以

为组织创新的衡量提供依据。组织创新的影响因素众多，为此学者们提出了许多概念

模型对如此众多的影响因素进行概括。 
与组织创新研究一样，创新扩散研究的传统悠久且学科交叉色彩突出，并因此形

成了各不相同的研究流派。在创新扩散研究中，制度理论的应用较为突出，它强调强

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等力量对创新扩散过程的塑造。学者们为了整合创新扩散的许

多影响因素，提出了一些可以参考的理论框架。如从创新的特征、创新者的特征及环

境情境等三个方面考察创新扩散，也有如创新、采用者、创新过程及外部环境等方面

加以分析。 
在创新扩散研究中，关涉政府创新扩散研究的主要流派就是政策扩散研究，它旨

在考察公共政策在不同国家和政府之间传播的过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围绕政策扩

散，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过程和机制模型，如自上而下的垂直扩散、自下而上的垂直扩

散、基于学习与竞争的水平扩散等等，为人们理解政策扩散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启示。

Berry 和 Berry 整合已有研究并提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理论框架，从政策扩散的内部决

定因素和外部扩散效应两个维度加以分析，为未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 
专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政府创新扩散，相关的实证研究也越来越多。学者们

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的信息技术应用、重塑政府理念、人事管理制度改革、战略规

划、绩效管理、结构变化等的扩散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研究的场域也从美国主导转

向国际视角（如欧洲和英国的研究）。总体来说，中国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才刚刚起步，

虽然一些学者对其重要性进行了论述，但实证研究仍然相对匮乏。而认识到政治体制

差异对政府创新扩散的显著影响，则更说明在其他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有关研究

走向深入时，极有必要对中国政府创新扩散进行系统研究，为国际比较和理论发展提

供经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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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假设 

3.1 概念模型 

前文综述显示，虽然组织创新与政策扩散的研究存在许多方面的显著差异，但二

者在政府创新扩散的解释方面仍然能够加以整合，以作出对政府创新扩散的完整解释。

基于第 2 章的理论基础和研究综述，本研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期望藉此

提出解释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实证分析对该理论框架

进行验证（如图 3-1所示）。 

上级政府 
压力 

 
图 3-1 概念模型 

在本文提出的概念模型中，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 5 个方面，

包括：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力、公众压力以及政府资源与能力①。需要说

明的是，本文提出的概念模型与前文综述的研究框架具有较强的相关性。 
首先，Berry 和 Berry 提出的整合框架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将政策创新扩散的影

响因素划分为内部决定因素和外部扩散效应[28]。前者包括决定创新动机、资源和障碍

的一系列因素，后者则由来自上级和同级的扩散效应构成。他们进一步提出了政策创

                                                 
① 我们在这里没有专门考察组织领导者的特征，一些研究将其作为组织特征的一部分加以关注，如管理者对变革的

态度；另一些研究则将其作为独立部分，并愈加强调其在组织创新中的重要性，典型表现为战略领导理论。囿于研

究对象的特点和数据限制，我们没有专门考察组织领导者的特征（如年龄、学历、职业背景、任期、创新精神、结

构、互动等），有待于未来研究的进一步分析。 

政府信息

技术创新

的扩散

府际 
学习 

公众 
压力 

其他 
控制变量 

政府资源

与能力 

府际 
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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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扩散的 4 个关键因素：竞争、学习、政治规范与公众压力[121]。他们认为，来自上级

政府、同级政府和辖区公众的压力是推动政府政策创新的主要因素，只要压力达到一

定程度，压力就会自动转化为动力，推动政府采用创新。但如何将来自同级政府的竞

争和学习、上级政府压力和公众压力等政府外部压力转化为政府内部动力，仍然是一

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Mohr 较早就指出了政府创新的动机—能力—障碍三维框架[24]，后整合为动机—能

力二维框架[68]。Berry-Berry 模型的四个维度都是指涉政府创新的动机或意愿的，但对

政府创新的能力是否具备缺乏足够关注，虽然他们的早期研究考察了政府财政平衡能

力对政府创新的影响[29,109]。现实中，许多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部门）虽然在经

济竞争、社会学习、政治规范和公民压力的多重作用下期望通过创新谋求突破，但由

于财政资源、人力资本、技术设备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能力欠缺而无法付诸实践，可

谓“有心无力”、“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将政府能力纳入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

模型，将有效拓展 Berry-Berry 模型的理论视域并提高其现实解释力。 
本文认为，在考察政府创新时，既要从其被动的压力角度分析，也要从其主动的

能力角度考察，通过内部动力和外部压力的综合分析，为理解和解释政府创新的扩散

提供更为系统的证据。与 Berry 和 Berry 的理论相比，本文提出的概念模型将其具体化，

其中内部决定因素包括组织资源与能力，外部扩散效应主要指竞争、学习、上级政府

压力和公众压力。 
其次，Wejnert 将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整合为创新的特征、创新者的特征和环境特

征等三大因素[93]。本文认为，在区分上述因素的基础上，从战略领导角度和组织间关

系视角进一步拓展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可能是更为合适的选择。 后，Greenhalgh
等结合卫生服务创新的扩散提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虽然整合了已

有多数研究关注的影响因素，但难以在实证分析中加以操作[94]。因此，可以在未来研

究中对 Greenhalgh 等的概念框架进行部分检验，但很难完全照搬并系统考察。 
本文提出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旨在结合已有研究证据和理论视角，识别影响乃至

决定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并对不同视角下的影响因素的相对

重要性和解释力进行实证比较，以此提供支持不同理论视角的经验证据，并为其进一

步修正和在其他地区、层级和创新领域的应用提供指引。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都是指

涉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的，而对它们之间关系的阐述主要分为正相关、

负相关或难以确定等三种。对于难以确定的相关关系，主要是存在竞争性的理论预测

或目前的理论基础还难以提出符合实际的预期方向。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尽可能具有

一定的一般性，以便在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和不同场域的政府体系中加以修正和应用。 

3.2 实证背景 

3.2.1 公安微博的扩散 
以微博（如推特）、社交网络（如脸谱）等为代表的 Web 2.0 技术被认为是组织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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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领域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代表了未来管理和技术融合的发展趋势[162]。与传统媒

体和信息技术相比，Web 2.0 技术的免费、开放、实时、参与、互动等性能更加优越，

并为组织管理提供了新的利器[55]。和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其他部门一样，政府也越来

越多地使用基于 Web 2.0 技术或社会媒体应用的信息技术，而政务微博是其典型表现
[6,163]。随着 Web 2.0 技术的日益成熟和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开始采用微博等

社会媒体技术，作为政府加强与公众互动的有效手段[6,163]。作为一种即时性、互动性

和延展性等都较强的信息技术，微博迅速在各级政府普及，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政

府的管理理念和行为方式[164,165]。目前，越来越多的政府都在使用社会媒体应用，来自

欧洲和美国的调查都证实了这一点[56,139]。 
在政府部门，微博尤其在应急管理[165,166]、公共安全[167]、社会沟通和公共关系等

领域得到了空前的应用[164,168]。公安部 2011 年 1 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至少开通了

800 个公安微博①。复旦大学的一项全国调查显示，截止 2011 年 3 月，中国政务微博的

数量已超过 2400 个，而公安微博在其中独树一帜，所占比例接近一半[169]②。人民网的

调查指出，中国公安微博的数量不下 500 个且增长迅速[170]。而在各类政务微博排行榜

上，公安微博均以其规模、活跃度、粉丝数、影响力等指标而独占鳌头③。 
2011 年 8 月，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腾讯微博中前 100 位影响力 高的政务微博的

统计显示，职能部门微博中公安司法部门的数量占 52.41%，活跃度占 43.45%，传播力

占 59.25%，均以绝对优势居首位[171]。 
《2011 年新浪政务微博报告》指出，截止 2011 年 10 月 30 日，在新浪微博认证的

政务微博共有 18132 个。其中机构微博 9978 个，公务员微博 8354 个，是一年前同期

数据的近 33 倍，政务微博的增长迅猛。党政机构微博的部门分布方面，公安微博一枝

独秀，在全部机构微博中占 43%，在影响力排行榜前 200 名中占 56%。在公务人员微

博中，公安干警个人微博占 21%，在影响力排行榜前 200 名中占 31%[172]。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11 年中国政务

微博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1 月 5 日，新浪政务微博总数已达 18694 个，其中政

府机构微博 10023 个，公务人员微博 8671 个。影响力前 200 位的政府机构、政务人员

微博中，在职能部门中公安部门占 56%，位居第一；在政务人员中公安人员占 20%，

位居第二[173]。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近发布的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

10 日，在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四家微博网站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为 50561

                                                 
① 公安部网站：全国 800 余家公安微博联动直播春运安保工作，2011-01-30，
http://www.mps.gov.cn/n16/n1237/n1342/n803715/2684430.html（2011 年 7 月 4 日登录）。 
② 近，中共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蔡奇就在考察腾讯微博后指出，仅浙江省目前就有 1200 多家政务微博。参见蔡

奇的新浪微博，2011-8-12，http://t.qq.com/p/t/57043130090557（2011 年 8 月 13 日登录）。 
③ 新浪微群“新浪公安微博交流群”（链接：http://q.weibo.com/599021）“只加已通过新浪认证的‘公安微博’”，而

其数据显示已有 784 位成员（2011 年 8 月 11 日搜索结果），说明仅在新浪微博就至少有 700 家公安微博经过认证后

开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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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其中党政机构微博客 32358 个，党政干部微博客 18203 个，当年增长率超过了

2100%。抽样调查显示，党政机构微博客中占比重 大的为公安系统微博客，占 47%；

党政干部微博客中公安系统人员微博客数排名第一，占 42%[174]。 
公安部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一直不佳，政风行风评议、万人评议政府等一些

调查显示，公众对公安部门的满意度一直“垫底”，排在其他职能部门之后。为了改善

公安部门和公安干警在民众中的形象，公安部门尝试了许多办法，如评选“ 让人民

满意的警察”等活动。社会管理创新是党中央和国务院特别强调的重要课题，也是公

安微博涌现的现实背景。公安部门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主体，力图谋求创新载体，

而微博的兴起，特别是“微博打拐”的广受关注，为公安部门树立形象提供了一个绝

佳的机遇。而公安部门也不负众望，牢牢把握住了这个难得的机会，通过公安微博打

开了局面。在微博的引入和互动参与方面，公安部门一反常态，一马当先地占据领先

地位并很快适应其角色转变，即从管制向服务、从被动向主动、从冷漠向热情的转变。 
2010 年 2 月 15 日，广东省肇庆市公安局开通的“平安肇庆”吸引了大量社会关注，

由此掀开公安微博遍地开花的序幕。来自网民和博友的鼎力支持、新闻媒体的大力宣

传和上级主管部门的正面肯定，为公安微博的迅速扩散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

2010 年末“微博打拐”的兴起也为公安微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契机，

正是基于“微博打拐”的广受关注而为公安微博走向前台提供了条件。由此可见，一

个看似偶然的事件为本就处于上升趋势的公安微博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并加快了它

的扩散速度。 
“平安肇庆”、“平安广东”、“平安北京”，……，一系列以“平安”打头的公安微

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至蔚然成风，形成一股“公安微博冲击波”和“平安中国”

风。如此多的公安微博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扩散到如此广阔的地域空间，并获得了如此

广泛和强烈的社会瞩目，显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①。为什么公安部门会卷入这场政

务微博的时尚浪潮？公安微博的扩散表现出怎样的特征？哪些因素决定了公安微博的

扩散？公安微博的快速扩散为检验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提供了实验场域，而对这些问题

的研究和回答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公安微博现象，并为进一步推动政务微博

的应用和扩散提供经验依据。 
虽然公安微博获得了大量关注，但有关学术研究才刚刚起步，大量研究局限为描

述性分析[169,170]，缺少更为深入的机理分析和影响因素探讨。国外研究方面，Heverin
和 Zach 对 30 个美国大城市警察局的推特进行研究，发现警署推特主要发表有关犯罪

事故和警署事件的信息，直接与公众和媒体的沟通较少[167]。Wigand 对推特在政府部门

中的应用现状、潜力与前景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对其评估的分析框架[164,168]。

从更广泛的政府创新视角，学者们也对公安部门创新和信息技术应用等进行了考察。

Weisburd 和 Braga 对美国警署创新的研究总结了 8 种主流创新，分别是辖区治安、破

                                                 
① 正如新浪微群“公安微博研究”（链接：http://q.weibo.com/243119）在其群简介中所指出的那样：“公安微博的涌

现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值得跟进研究”（2011 年 8 月 11 日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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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治安、问题导向的治安、拉引杠杆治安、第三方治安、热点治安、警署绩效管理

（Compstat）、循证治安等[175]。一些学者探讨了警署创新的测量问题，认为需要将一般

组织创新研究加以情境化[176]。Weisburd 对电子犯罪地图的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

它在美国规模较大的警署采用得较快，它的快速扩散与其效果的相关研究知识累积密

不可分[177]。此外，有学者对美国大城市警署创新[178]和荷兰电子警察的扩散[179]进行了

研究，发现其扩散过程非常复杂，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直接针对公安微博

或公安推特的扩散研究还不多见，基于中国情境的研究尚未发现，表明该方向的研究

值得进一步深入。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以中国市级公安部门为样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数据库

对公安微博的扩散特征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旨在识别影响乃

至决定公安微博扩散的关键因素，应用和丰富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并为公安微博乃至

政务微博的发展和推广建言献策。 

3.2.2 政务微博的扩散 
2010 年被视为“中国微博元年”，2010 年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指出，截至 2010 年

我国微博用户规模达到 6311 万，使用率为 4.57 亿网民的 13.8%[180]①。2011 年则被称为

“政务微博元年”，微博的井喷式发展也带动各级政府和公共管理人员卷入这一浪潮，

以至蔚然成风。许多地方政府开通官方微博，实时向公众发布动态信息，一些地方政

府甚至通过微博发布公文；很多公安部门借助微博获取破案线索，发布安全资讯，特

别是通过“微博打拐”加强社会稳定；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通个人微博，以个性化

的姿态倾听民意、贴近民心。 
一项调查显示，2010 年下半年以来政务微博密集开通并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仅某

微博平台认证的政府机构微博就达 630 个②。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新浪、腾讯、人民网

等三大微博平台的监测表明，目前中国已有活跃的党政机构微博 400 多个，官员微博

200 多个[170]。 近对上述中国三大微博运营商的监测显示，目前中国已有 2400 余个实

名认证的政务微博，其中政务机构微博 1708 个，政府官员微博 720 个[169]。 近的监

测显示，截止 2011 年 10 月 30 日在新浪微博认证的政务微博共有 18132 个。其中机构

微博 9978 个，公务员微博 8354 个，是一年前同期数据的近 33 倍，表明政务微博的增

长迅猛[172]。 
上海交通大学公共关系研究中心、舆情研究实验室联合发布的《2011 年中国政务

微博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1 月 5 日，新浪政务微博总数已达 18694 个，其中政

府机构微博 10023 个，公务人员微博 8671 个。影响力前 200 位的政府机构、政务人员

                                                 
① 据新浪网发布的首份微博报告《中国微博元年市场白皮书》显示，2011 年中国互联网微博注册账户数将突破 1
亿（新浪发布国内首份微博白皮书 月覆盖数约 4400 万. 新京报, 2010-09-10.）。另一项报告显示， 2010 中国微博

用户规模已达到 12521.7 万人（贺涵甫, 李媛. 《2010 中国微博年度报告》发布 全国微博用户超 1.2 亿. 广州日报, 
2010-12-29,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0-12/29/content_1228128.htm）。 
② 王晓磊. 网络舆情指数年度报告称中国各级政务微博数大增 公安占比超七成. 2011-03-25, 
http://leaders.people.com.cn/GB/142327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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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中，在职能部门中公安部门占 56%，位居第一；在政务人员中公安人员占 20%，

位居第二[173]。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近发布的的监测报告显示，截至 2011 年 12 月

10 日，在新浪网、腾讯网、人民网、新华网等四家微博网站认证的政务微博总数为 50561
个，其中党政机构微博客 32358 个，党政干部微博客 18203 个，当年增长率超过了

2100%[174]。如下图所示，2011 年党政机构和党政干部开通的微博每月都在以千位数递

增，表现出持续的增长力。 

 
图 3-1 2011 年 1-11 月新增认证的政务微博① 

虽然政务微博获得了快速发展，但有关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实证研究更为匮乏。

政府为什么采用微博？微博为什么在政府部门获得快速扩散？关于这些问题还没有得

到系统研究。在政务微博迅速普及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发展在不同地区、政府层级和

部门类型等方面的差异。上述研究显示，政务微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省份，以市县

级政府居多，公安司法系统的比例较大[169,170]。为什么微博的采用和扩散会呈现这种态

势？本文选取中国地市级政府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政务微博扩散的影响因素，为理

解和解释政务微博的快速扩散及分布差异提供理论依据，并为进一步推动政务微博的

采用和奏效提供经验证据。 

3.2.3 政府网站的发展水平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快速普及使信息时代的政府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转变，电

子政务作为信息技术在政府管理中的具体应用，在过去 20 年获得了长足进步[7]。目前

中国各级政府及其多数组成部门都已建立各自的官方网站，通过互联网向公众发布信

息、倾听民意和提供各类公共服务。一些政府部门还建立了政府内网和跨部门协作网

等，为政府管理和部门间合作提速护航。近来，依托日趋成熟的Web 2.0 技术，电子政

                                                 
① 国家行政学院电子政务研究中心. 2011 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 pp.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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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一些学者甚至认为“政府 2.0”时代已经来临[6]。①电子政务

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和质量，改善了政民关系并促进了政府公信力

的提高。 

                                                

据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新发布的第九届（2010 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显

示，调查范围内的各级政府网站拥有率接近 100%，网站整体水平也大幅提升[181]。全

球电子政务调查表明，中国多年位居电子政务前列，是发展中国家跻身排行榜前列的

少数代表。2005 年中国在全球 198 个国家中名列第五，评估报告将中国作为顶尖政府

网站 佳实践加以介绍，认为中国在信息公开、在线服务、隐私和安全等方面都表现

极佳[7]②。进入新世纪以来的短短几年就见证了中国电子政务的蓬勃发展，让研究者们

不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什么推动中国各级政府及其组成部门采用和实施政府

网站？中国地方政府网站发展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尽管中国电子政务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较大，地区间差异依

然有增无减。以 2010 年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为例，排名 高的北京市（74.47 分）

与排名 低的甘肃省（14.42 分）相差超过 60 分。从地市百强政府网站分布来看，东

部地区的比例达 55%以上，而中西部地区所占比例相对较少，分别为 28%和 17%[181]。

为什么各地区的政府网站发展显现出如此大的差距？哪些因素可以解释中国政府网站

发展的地区间差异？显然，只有回答这些问题，才有可能识别影响政府网站发展的关

键因素，并为进一步推进中国政府网站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与此同时，有关政府网

站的决定因素的研究也将为政府信息技术利用提供理论贡献和实证证据，并为跨国比

较提供参考依据。 
政府网站是政府创新的重要内容，其快速发展和普及也是政府创新扩散的集中表

现。从政府创新扩散的角度来看，政府网站迅速扩散并迅猛发展的影响因素是什么？

哪些因素促进了政府网站的扩散？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有助于回答政策扩散研究的经典

问题。杨雪冬归纳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研究的十大问题，其中就包括“创新是如何扩

散和传播的”。他指出，创新的过程本质上是学习的过程，研究需要明确地方政府创新

如何被其他主体学习和采纳，从而找到推动创新扩散的关键渠道[147]。 
虽然有关中国电子政务的研究越来越多，但探讨电子政务发展的影响因素的研究

还不多见[182,183]，从政府创新和政策扩散的视角进行分析的研究还没有发现。鉴于此，

本文将采用中国地级市数据对政府网站实施情况的决定因素进行研究，识别影响政府

网站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将对电子政务、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

等研究领域作出贡献，并为该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实证证据。 

 
① 例如，通过微博这样一种即时互动平台和社会媒体，中国各级政府公安部门一改传统的被动形象，通过“微博打

拐”、“随手拍”等方式加强警民互动，融洽警民关系，并促进各类案件的侦破。 
② 由于历年评估指标体系均有变化且各国中央政府部门网站变化较大，中国电子政务排名的变化也较大，2001-2008
年的排名依次为 81、7、12、6、5、76、5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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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异同 
虽然同属于信息技术创新的范畴，但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在创新类型、扩散阶

段、创新特征等方面仍然表现出一定的差异，并对其扩散速度及其影响因素产生不容

忽视的影响（如表 3-1 所示）。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属于廉价乃至免费的开放性信息技

术创新，而政府网站则是高投入、技术密集的信息技术创新，两种信息技术创新的上

述差异决定了地方政府采用它们的特点不同，关键的影响因素也不同。 

表 3-1 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特征的比较分析 

创新项目 公安微博 政务微博 政府网站 

部门类型 具体部门 政府整体 政府整体 

创新类型 免费技术创新 免费技术创新 付费技术创新 

扩散阶段 中期 中期 晚期 

成本 低 低 高 

复杂性 低 低 中 

相对优势 高 高 中 

可观察性 高 高 中 

扩散速度 快 中 中 

如前所述，创新的特征可以从许多方面加以研究，例如创新阶段、创新特征、创

新类型及创新对应的政策/技术领域特征等。具体到本文研究的范围，这里主要从政策/
技术领域或职能方向的角度加以考察，因为这些领域的特征其实包括了创新的特征。

以公安微博为例，从创新阶段来说，在本文研究的时间节点公安微博已进入扩散的中

期，因为约一半公安部门开通了官方微博。就创新特征来说，其成本和复杂性等属性

均较低，而相对优势、可观测性和兼容性等特征较高。从创新类型来说，它属于典型

的技术创新，而且是免费、开放的信息技术创新。因此，从其政策/技术领域的特征出

发，可以对上述创新特征进行分析。相应的，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也可以采取类似的

方式加以研究。 
1）创新类型 
从创新类型来说，三种创新都属于信息技术创新，但仍然略有差别。Fichman 根据

信息技术创新的知识含量（或负担）和用户之间的相互依赖性（或网络外部性），将其

分为两类[89]。本文研究的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都是用户相互依赖性非常强的信息技

术，即要求一定的网络基础作为其应用的前提和快速扩散的要件。如果没有潜在用户

或其潜在用户规模较小，那么上述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速度将会非常慢。值

得注意的是，微博与网站在知识含量方面差别较大，相对来说网站对政府用户的知识

负担更重，需要政府用户投入较多的财力、人力、精力和时间进行学习和培训。与之

相比，微博更为友好，也更易为用户接受。 
从信息技术从第一代向第二代过渡的角度来看，微博的免费、开放、共享、自由、

平等等特点显著不同于网站，后者一般需要较大的初期投入和后期维护成本，且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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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向的信息发布（虽然也有政民互动的模块），缺乏微博的实时、动态交互功能[162]。

公安微博属于特定职能部门的信息技术应用，而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都属于政府整体

性的信息技术应用，两者在这一点上也略有差异。 
2）扩散阶段 
就本研究采集数据的时点而言，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在研究进行时所处的扩散

阶段不同。“政府上网”工程在 1990 年代初就已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经过 20 多年的快

速发展，目前已进入其扩散后期或晚期，进一步创新的余地已较小。与之相比，政府

微博的扩散才刚刚开始。2009 年以来微博兴起，2010 年被称为中国的“微博元年”，

而政府微博的开设与传播也只有短短不到两年的历史。总体来说，政府微博还处于扩

散的早期阶段。但需要说明的是，政务微博与公安微博还略有差异。与政府整体性的

政务微博相比，公安微博的扩散速度非常快，目前已进入扩散中期。 
3）创新属性 
为了比较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属性，本文主要关注的创新属性或特征包括成

本、复杂性、相对优势、可观察性。首先，政府网站的成本 高，需要大规模的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硬件和软件的前期投入以及后期的运营维护费用。微博的免费特点使

其不占用较多的政府成本，而且目前的多数政府微博都是自愿开设的，常常需要政府

工作人员利用业余时间运营和维护，因此其成本低廉，甚至可以忽略不计。随着政府

对微博的重视越来越强，专业化运作的趋势日益明显，相关的硬件和软件投入（如舆

情监测系统）可能也会随之增加。相对来说，政务微博的成本高于公安微博，因为政

府整体性微博的权威性更强，要求更高，相应的注意力投入也更大。 
其次，就复杂性来说，随之信息技术的广泛普及，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复杂

性都较低。政府网站的建设日趋成熟，应用模块越来越多，其复杂性也随之增加。相

对来说，微博的复杂性更低，进入门槛也较低。 
再次，与替代性技术相比，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相对优势都较高。从信息技术的

发展趋势来看，微博的相对优势更强，而政府网站的相对优势较弱。当然，由于二者

服务于不同的政府目标和定位，这种相对优势的比较也是相对而言的。 
后，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可观察性都较高，只不过微博的可观察性相对更

高。由于微博帐户之间的关联性较强，政务微博和公安微博的影响力也较高，其创新

效应的可观察性非常高。相对来说，政府网站缺乏这种同网民紧密联系的纽带，因此

其创新效应的可观察性相对较低。 
（4）扩散速度 
从扩散速度来说，公安微博是扩散速度 快的政府信息技术创新之一，其次是政

务微博，而政府网站的扩散则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究其原因，主要是信息技术

创新的实质和扩散的载体不同。由于依托较为密集和活跃的网民支持，微博的扩散更

为迅速，而政府网站的扩散则主要依赖于政府之间的交互和上级政府的推动。政务微

博的扩散之所以比公安微博慢，主要是因为整体性政府接触新技术的意愿低于具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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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部门，而后者通常充当了前者创新的引路人或探路者。 

3.3 府际竞争 

创新的扩散是指创新经过一段时间在社会系统内传播的过程[43]。对创新扩散的研

究汗牛充栋，但早期研究多关注个人的创新扩散，如消费者购买新产品。越来越多的

研究开始将组织作为采用单元进行研究，考察组织创新的扩散。对于政府来说，创新

扩散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策扩散领域，对公共政策创新在国家和地方政府之间的扩散

进行研究[65]。虽然创新扩散研究也对组织因素和环境因素进行考察，但更为重要的是

强调创新扩散中的信息沟通机制，特别是基于组织间竞争、学习和模仿等的扩散[28]。 
用户采用某项创新不仅受到用户本身的影响，而且受制于社会系统内其他用户的

影响。政策扩散理论认为，政府采用或效仿某项新政策不只受到所在政府特征的影响，

可能会受到其他政府的影响[27]。政府出于政府间竞争、学习或来自上级政府的压力，

通常会为了降低学习成本、获得竞争优势或满足合法性需求而采用某些创新[28]。不仅

有关公共政策的研究证实了这一点，而且 近关于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的研究也进一

步支持了这种观点[32]。政策扩散的府际影响主要表现为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横向影

响主要指同级政府间的相互竞争和学习，纵向影响指上级政府对创新提供的压力或激

励[28]。 
对政策扩散的研究认识到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是政策扩散的有效机制。竞争指辖

区政府为了吸引和留住流动性的要素（投资、就业、贸易等）而调整商业监管政策。

国际市场上不同政策对投资者和购买者的吸引力不同，为各国和地区展开竞争提供了

场域。竞争既可以提高效率而发挥正面影响，也可能导致逐底竞争而产生负面影响[184]。

政府竞争既可以发生在同级政府之间的横向竞争，也可以表现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纵

向竞争。按其性质划分，政府竞争包括溢出效应、财政模仿和标尺竞争等三种方式[185]。

溢出效应指某个辖区政府的公共服务可能对邻近辖区产生正外部性，诱发邻近辖区搭

便车。财政模仿指辖区政府为赢得竞争优势或规避竞争劣势而相互模仿竞争对手的财

政政策和其他公共政策，导致公共政策的趋同。标尺竞争认为，选民会对辖区之间的

不同政策进行比较并决定其选票，其他辖区的政策选择成为选民的选票参照系，因此

辖区政府为追求连任而展开标尺竞争。政府创新的扩散研究主要关注财政模仿和标尺

竞争，因为它们对政策创新扩散的作用 强。 
为了避免在争夺投资者青睐和选民支持的激励竞争中政失败，政府通常会快速采

用竞争对手的创新[31]。理论上，地方政府会将与其同级的政府都视为竞争对手。从广

泛的意义来说，政府会将所有其他政府视为竞争对手或学习对象，只不过它对不同政

府的重视程度或赋权不同而已[186]。由于竞争对手的数量较多，在规模、发展阶段和定

位等方面千差万别，密切监测所有同级政府并将它们都作为竞争对手是不经济的，也

是不现实的。一般来说，政府倾向于向同级“兄弟单位”取经，藉此降低创新风险和

学习成本。与其他距离较远或差距较大的组织相比，组织更倾向于向与己接近或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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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相仿的对象学习，并将其视为竞争对手，因此这些相近或相仿的对象是否采取行

动，可能会对组织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28]。地理接壤的地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许

多方面都存在共同之处，相互学习和模仿的机会更多、可能性也更大，并更倾向于将

彼此视为潜在竞争对手[105]。 
实际情况中，地方政府通常选取地理临近、规模相似和发展阶段相近的地方政府

作为竞争对手，并对其政策动向密切监测，在竞争对手创设新政策时通常会尽快跟进

和效仿，以便赢得竞争优势或避免由于政策缺位而处于竞争劣势。由此可见，地方政

府一般将邻近地区政府作为竞争对手或学习榜样。地理邻近原则认为相对于较远的地

方政府，政府倾向于选择临近的地方政府作为参照系。研究者们发现，政府更愿意选

择与其在地理上接壤或邻近的政府作为学习对象，或者是同在政治、经济或社会等方

面相似的政府展开竞争，而对地理接壤的邻边扩散效应研究 多[59]。地理邻近虽然为

研究区域扩散提供了具体的操作化指标，但其他维度的类似可能更为重要。有学者指

出，政策扩散研究需要考察辖区之间在政治、人口和预算方面的相似度，而不只是关

注地理邻边[58]。 
就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情况来看，因为地理邻近，地方政府之间“相互走动”的

机会更多，相互学习并推动创新扩散的可能性也更大。与此同时，相邻辖区政府争夺

投资、旅游和消费的激烈程度更大，因为其同质性更强，它们之间在政府创新方面的

竞争乃至攀比也会比较明显[187]。这种“以邻为壑”的现象在市场保护和政策优惠方面

表现得 为明显。例如，当邻近地区出台投资优惠政策时，其他地区可能也会纷纷效

仿以避免处于竞争劣势。这种“竞相降价”、相互“拆台”的恶性竞争行为其实是一种

“逐底竞争”或“竞次行为”（race to the bottom）[188]。而政府创新作为地方政府改善

政务环境并拉开竞争优势的主要手段，可能会成为其相互模仿的重要平台。因此，本

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对省级官员晋升的研究表明，中央政府主要采取现任官员与其前任的相对绩效考

核机制，但与邻省官员的绩效比较也是一个重要机制[189]。在这种政绩考核和人事管理

体制下，地方官员会有选择地寻找“靶点”或目标，作为潜在竞争对手或学习榜样。

因此，如果临近地区或相似地区采用某项创新的数量或比例较高，那么所在地区迫于

竞争压力或追求较低的学习成本，其采用该项创新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 
综上所述，府际竞争一般通过地理临近或经济社会属性类似的其他地方政府采用

创新的数量或比例加以衡量，并认为它与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当省内其他

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平均数量较大时，特定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数量也

会相应提高。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1：府际竞争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围绕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本文提出如下子假设。 
H1a：临近或相似地区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与所在地区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H1b：临近或相似地区政府开通微博的比例与所在地区政府微博开通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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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1c：临近或相似地区的政府网站水平越高，所在地区的政府网站水平也越高。 

3.4 府际学习 

新制度理论认为，组织并非一个个孤立的原子，彼此不受任何影响。组织在其环

境中会受到其他组织的影响，这些影响甚至会左右组织发展的方向。与此相关的是强

制压力和模仿压力，水平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模仿压力，而自上而下的垂直关系则

表现为强制压力[82]。政策扩散理论认为不同政府的政策决策并非孤立的，而是相互依

赖的，其零假设就是政策独立，即政府各自制定政策而不受其他政府影响[184]。国内或

辖区内的政治经济因素很难孤立解释政府采用某项新政策，因此需要将扩散机制加以

识别和验证。政策扩散受到博弈论的影响，即行动者的决策行为是相互关联的，牵一

发而动全身，因此不应孤立分析行动者自身的因素，而应将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纳入分

析。 
学习指由于新证据、理论或行为的出现而使一个人的信念发生变化或使其对既有

信念的信心发生改变。学习既可以是简单的战术层面的，如怎样实现一个更好的特定

目标（手段）；也可以是更为深层次的，如应该追求什么目标（目标）[190]。围绕社会

学习有三种力量值得关注：政治学的社会知识、经济学的贝叶斯学习、社会学的渠道

学习[184]。学习并非都是完全理性的，政府可能从其他政府那里学到错误的政策经验，

导致羊群行为的发生及非帕累托 优结果。知识社区（epistemic communities）在社会

学习中发挥主要作用，它为学习营造了对知识有效性的共享规范、信念和认知。贝叶

斯学习认为学习者会不断吸收新的信息并影响其决策概率，直至将其引入某项政策决

策。但由于信息是不完整和有成本的，学习者面临着搜寻、简化和利用信息的问题，

他们不得不依赖于特定的渠道或网络交换信息，如从邻里、经常接触的同行、国际组

织等获取信息并学习。当政策是成功的并效果显著时，其被学习的概率也相应增加。 
从社会学习的角度来说，政府与外部环境的信息交换和沟通就越频繁、越深入，

获取外部环境同类组织创新的信息就越多、越丰富，学习和效仿其他政府创新的机会

就越大，可能性也就越大。例如，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出国考察学习的机会就较多，复

制和移植海外政府创新经验的可能性就较大[191]。政府参与专业协会的数量一般被用于

衡量府际学习的强度，因为专业协会为政府间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和学习经验等提供

了平台，而在专业协会中参与积极、表现活跃的政府更有可能学到其他政府的先进经

验。对美国州政府的研究就发现，州际专业协会为各州政府官员学习其他州政府的政

策创新提供了渠道，而参与这些专业协会的州更倾向于较早采用这类创新[108]。此外，

对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的跨国扩散研究显示，以国家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来衡量的府

际学习变量同电子政务的跨国扩散正相关，表明府际学习对政府创新的扩散至关重要
[32]。上述分析表明，府际学习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正相关。 

政府间学习是推动政府创新的重要因素，因为学习可以降低成本和风险并提高创

新成功概率。政府会通过许多渠道获悉与其相似的同行在开展的创新行为，如私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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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网络、新闻媒体、专业协会等。研究显示，政府间专业协会作为政府官员的职业交

流网络，在政府间学习中扮演至为重要的作用[108]。辖区对外开放和交流的程度越高，

表明政府对外学习的倾向和意愿越强，效仿并采用其他政府创新的可能性也就更高。

政府为了降低政策制定成本和风险，通常选择借鉴和效仿邻近或相似政府的创新做法，

而采纳成功者的创新果实也有利于取长补短和增进收益。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府际学习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围绕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本文提出如下子假设。 
H2a：政府的学习渠道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H2b：政府的学习渠道与政务开通微博正相关。 
H2c：政府的学习渠道越多，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3.5 上级政府压力 

垂直关系表现为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方向，因此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早期研究认识到联邦政府对州政府的政策影响，而后期研究越来越重视州政府对联邦

政府的政策影响，并从上下互动的角度综合考察两个方向的政策角力[115]。从中国地方

政府的角度来看，单一制的等级制决定了自上而下的影响更强，因此本文主要关注自

上而下的政府创新扩散。 
自上而下的垂直扩散研究 早关注联邦政府激励对州政策扩散的影响。对于地方

政府来说，来自上级政府的激励可能会对政府采用某项创新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研

究发现，联邦政府提供的激励有利于扩散，但正激励和负激励的作用不同[111]。对胚胎

干细胞法案的扩散研究发现，总统演讲和全国讨论都对其垂直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
[112]。还有研究指出，国家对州政府的影响主要通过破除障碍和提供资源两种渠道产生，

而如果没有这些作用，那么国家对扩散毫无助益[113]。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既受到所在辖区特征的制约，也受到同级政府竞争和学习的

影响，还受到上级政府的影响。学者们指出，对政策扩散的研究既要关注区域水平扩

散，也要考察上下垂直扩散[28]。对美国州政府政策扩散的研究显示，联邦政府为推动

某项政策而向州政府提供的优惠条件、补贴等激励措施会显著提高政策贯彻落实的程

度[30]。值得注意的是，与负向激励（惩戒性举措）相比，正向激励（如提供资助）的

扩散推动效果更为明显[111]。 
从制度理论来说，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影响可以归为强制性压力的影响，例如

监管机构对企业采用环境保护创新的影响就是这种情况。当企业认为加入自愿环境监

管“俱乐部”可以提升其在外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政府监管部门的声誉时，就更有可

能采用 ISO 14001 环境质量管理体系，即便监管部门并没有命令要求这种做法[192]。来

自上级政府的激励可能会对政府采用某项创新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在美国联邦制和

跨国研究中均发现，中央政府的激励会对地方政府采用某项政策创新产生不容忽视的

有效[30]。如果联邦政府通过了某项法案，那么州政府紧接着通过该法案的可能性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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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提高。而为州政府提供配套经费资助或限定 后期限等举措，也会激发州政府采用

某项政策方案的动力[112]。 
与联邦制政府相比，单一制国家的中央和上级政府对地方和下级政府的影响更强、

更深，在政府创新和电子政务方面也表现得 为明显[35]。中国各级政府都对下级政府

具有较强的制约力，通过财政分税制改革、干部人事管理、政绩考核、行政问责等手

段对下级政府的财政权、人事权和事责事权等进行控制。在这种体制安排下，下级政

府不得不“听命于”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政策要求言听计从。“逆向软预算约束”

理论就指出，上级政府会将财政压力转嫁给下级政府，在缓解本级财政压力的同时却

造成下级政府的财政困境[193]。这种体制安排也有利于下级政府贯彻落实上级政府的政

策，有利于政令畅通和政策执行。 
本文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的威权型体制中，“压力型体制”的特征非常突

出[194]。自上而下的权力递减、压力转移、资源调配等赋予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强有

力的影响力，当上级政府命令、要求或暗示下级政府时，下级政府为了获得资源、减

少责任或减轻压力，都会去迎合上级政府，哪怕这种要求可能是不合乎乃至违背地方

条件或实际需求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级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下级政府

及其官员的资源分配和任务安排，下级政府不得不“眼睛向上”，而“上行下效”的色

彩也非常浓厚和普遍[195]。因此，当上级政府采用某项创新时，下级政府“亦步亦趋”

的可能性会很大。与此同时，上级政府采用某项创新后通常会要求下级政府配套实施，

所谓“上下一般粗”，也会促使下级政府随之采用该项创新并迎合上级要求。而且即便

是上级政府并未采用这种创新，但如果它通过某种形式（如领导讲话）表现出对这种

创新的兴趣时，下级政府也会很快“心领神会”并照做不误。因此，来自上级政府的

鼓励、暗示或要求，可能是影响下级政府采用信息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 
在中国条块分割的体制背景下，来自上级主管部门（“条条”）和属地辖区政府（“块

块”）的影响都可能推动政府部门开通微博（如公安局），因此需要综合考察“条”和

“块”的垂直扩散影响。但是，由于中国公安微博引领政务微博的发展，许多政务微

博都是在公安微博的推动下开通的，因此本文在这里将不对其进行专门考察。此外，

目前开通市级政府官方微博的比例较低，尚无法形成对公安微博广泛扩散的充分解释，

因此对其考察是合理的。 
笔者与某位基层政府职员的访谈就显示了来自上级的命令、鼓励或暗示，可能是

诱发创新采用的重要因素①。据他介绍，他对政务微博的推广非常推崇，并向其直接领

导推荐开通本部门的官方微博。但其直接领导却问他，他们的上级部门是否开通了政

务微博。他说还没有，他的直接领导就说，那就再等等吧， 好上级部门开通了以后

再做，这样才会稳妥和没有风险。这个案例非常生动地说明了地方政府的观望态度，

以及来自上级政府的指令或信号对其消除不确定性和潜在风险的巨大作用。当省级政

府开通政务微博时，省内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概率也会相应提高，因为积极相

                                                 
① 下文摘自 2012 年 2 月 1 日的访谈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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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上级政府的政策号召是向上发出“利好”信号的有利机遇，有利于下级政府获得上

级政府的认可并谋求发展和上升。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3：上级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采用情况同本级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围绕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本文提出如下子假设。 
H3a：上级公安部门微博开通情况与本级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H3b：上级政府微博开通数量与本级政府微博开通数量正相关。 
H3c：上级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本级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3.6 公众压力 

3.6.1 网民比例 
组织是否采用某些创新可能受制于外部利益相关者（特别是受众或服务对象）的

影响，因为创新主要是为了满足特定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从政府提供服务的角度来看，

辖区公民和企业的需求至关重要[196]。辖区政府为满足企业和公民的需求，倾向于完善

配套公共服务并提高投资环境，具体表现为加强互动性服务。政府网站与微博的主要

用户是辖区公众，特别是辖区居民，因此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会影响政务微博的开

通情况。 
从网络外部性的角度来说，某些信息技术创新（如网络）的扩散依赖于用户基础

规模的大小。如果用户规模较大，那么网络扩散的速度将加快，因为口口相传和信息

技术创新本身对网络的依赖都会加快这一过程[197]。电子政务的直接服务对象是成千上

万的公民，他们对电子政务的需求程度直接决定了政府提供电子政务的动力和意愿。

不同群体的公众对电子政务的需求通常不同，并导致“信息技术鸿沟”（digital divide）
的存在和扩大[198]。信息技术的发展也推动了中国公民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热情，并对

政府电子政务产生影响[199]。与其他人群相比，网民、高收入人群、受教育程度高的人

群被认为对电子政务的需求更大，他们对政府电子政务的需求也会直接促进政府电子

政务的发展[200-202]。在这里，本文重点关注网民比例（或互联网普及率）的影响。 
网民比例与政府网站息息相关，因为政府网站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能够接触互联

网的用户群体。如果网民规模较大，政府主动提供政府网站的意愿就较强[200]。政府是

否开通政务微博也与其辖区网民规模大小关系密切。政务微博的主要用户是辖区公众，

特别是辖区居民，因此居民使用互联网的情况会影响政务微博的开通情况。当辖区人

口中网民的比例较高时，政务微博的潜在受众和信息来源也更多，网络舆情产生的开

通压力也更大，政府提供电子政务的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就会凸显，政府通过电子政

务满足用户需求的意愿和压力也更强，并会激发政府开通微博[198]。辖区网民通过互联

网参政议政的活跃程度越高，就越能激发政府提供并提高配套电子政务的兴趣[202]。反

之，如果辖区网民数量较少，电子政务的利用率相对较低，政府缺乏足够的动力发展

电子政务。 
综上所述，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主要服务对象就是能够接触互联网的用户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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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民比例（或互联网普及率）与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息息相关。如果网民规模较大，政

府主动采用信息技术创新的意愿就较强。由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公众压力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围绕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本文提出如下子假设。 
H4a：辖区网民比例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H4b：辖区网民比例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H4c：网民比例越高的地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3.6.2 治安状况 
将微博引入公安部门需要考虑公安系统的特征，即公安部门抑制犯罪率和改善治

安环境的努力。例如，对美国“三击出局”治安政策的扩散研究显示，早期采用该项

政策主要是因为犯罪率高的州受其吸引而对暴力犯罪进行严厉打击，而后期修订该政

策则是因为州政府财政吃紧和监狱人满为患[203]。 
公安微博的开通可能会受到公众关于治安状况的评价的影响，从公众压力的角度

来看，当治安状况较差时，公众关于公共安全的诉求和呼声较高，公众压力较大，并

诱发公安部门开通微博加以响应。治安状况越差，公众的安全威胁越大，公众谋求安

全保护的诉求也会越强烈，并会对辖区公安部门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推动公安部门

降低犯罪率并改善治安状况。综合上述两种观点，本文更加倾向于支持第一种观点，

即辖区治安状况越差，公安部门越倾向于开通微博予以回应。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

研究假设。 
本文认为，公安微博的开通可能与当地治安状况相关，即当公安部门面临较为严

峻的治安挑战时，更有可能搜寻新的解决方案，而公安微博就是其中的选择之一。因

此，辖区治安状况可能与公安微博的开通负相关。Rogers 也指出，创新采用的关键因

素就是绩效差距（performance gap），即组织感知的绩效水平与其绩效期望之间的距离

越大，组织采用创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43]。与上述假设相反的预期是，在辖区治安状

况越差表明当地公安部门的绩效较低，而表现糟糕的组织一般其创新性也较低。据此，

辖区治安状况越差，当地公安部门开通官方微博的可能性越低。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的

假设，本文认为治安状况同公安微博的扩散呈负相关关系。 
H4d：辖区治安状况与公安微博开通负相关。 

3.7 组织资源与能力 

3.7.1 组织资源 
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关注哪些因素决定了组织的创新性，并将关注

的焦点放在组织规模、结构、资源、沟通等方面[45]。组织资源是指组织拥有的资产，

分为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有形资源包括组织的资金、人员、设施、设备等，无形资

源则是组织的技术、声望、文化、管理模式等。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RBV）

作为战略管理领域的重要理论流派，强调组织内部资源而非外部市场地位对组织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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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的决定作用[204]。资源基础观认为，组织掌握的宝贵、稀缺、难以模仿和无法替代

的资源是组织的关键战略基础，对于组织赢得持久竞争优势至关重要。组织资源的重

要性表明，对组织资源的获取、开发、维持和利用等决定了组织的成败[205]。 
从组织创新的角度而言，多数学者认为组织资源对组织创新具有积极作用。系统

性的研究综述显示，组织规模、冗余资源、管理者对变革的态度等与组织创新正相关[61]。

创新的高风险和高失败率要求组织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缺乏足够的组织

资源支持，组织创新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许多组织都会留有一定的资源冗余

（slack）作为组织成员创新的空间，组织成员也会在工作之余被授予一定的自由支配

时间进行创新，这种制度安排在高新技术企业中非常普遍。如果组织缺乏资源冗余，

那么组织将长期维持在资源紧张的工作状态，组织成员在维持组织常规工作的同时很

难腾出手来进行创新，因此不利于组织创新[206]。 
近来的研究认为组织冗余可能并非“多多益善”，而是存在一个合理的度。有学者

指出，组织冗余过多和多少都不利于组织创新，而适中的组织冗余才是 有利于组织

创新的条件[207]。过多的资源冗余可能导致资源浪费，甚至会降低资源的利用效率而使

组织偏离正轨，反而不利于组织创新。Downs 和 Mohr 也指出，组织资源是否有利于创

新还取决于创新的成本。当创新成本较高时，财富是创新的一个较好的预测变量；但

当创新成本很低时，这一关系却并非如此[24]。 
对政府创新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虽然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可

能受到不同因素组合的影响[21,208]。从政府创新的角度来看，政府创新是其常规工作以

外的探索，因此足够的资源保障是其创新的前提条件。如果政府难以维持其本职工作

的需要，那么其创新将很难展开。由此可见，组织资源的多寡对于政府创新至为重要。

就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来看，创新的扩散对政府资源的依赖性更强。1994 年分税制改革

以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锐减，财政支出却有增无减。在收支反方向的力量综合作

用下，许多地方政府沦为“吃饭财政”，财政收入捉襟见肘，仅能维持财政供养人员的

工资发放和政府日常运营，有些地方政府甚至连这些基本需求也无法保障，更遑论购

置昂贵的信息技术设备。这一财政吃紧状况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较为普遍，而且随着

行政层级的下降而日益明显[209]。在这种背景下，就会看到许多信息技术创新的佼佼者

都分布在东部地区、中央和省市政府。一方面是地方政府财政吃紧，另一方面是信息

技术创新的巨大投入，双向作用导致财政资源对地方政府的意义至关重要。 
虽然组织资源对政府创新的重要性获得学者们的认可，但也有学者指出政府创新

可能也会源于资源不足乃至资源贫乏，而资源富足反而不利于政府创新。“资源诅咒”

（resource curse）理论就认为，自然矿产资源（如石油、矿产）丰富的国家和地区安于

现状，其治理状况甚至比资源贫瘠的国家和地区还差[210]。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

的调查也显示，政府创新的问题取向较为明显，越是问题丛生的地方政府反而更倾向

于采用新方法和新手段来解决问题 [2]。这一发现也同组织创新的“绩效差距”

（performance gap）理论相关，即创新通常源于绩效差距，问题越多、越严重的组织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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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通过创新而谋求问题的破解。 
组织创新一般需要冗余资源作为基础条件，因此组织资源越多，组织创新的条件

越优越，这种采用创新的倾向越强。但也有学者认为资助状况与组织创新负相关或呈

倒 U 形关系，因为组织资源过多或过少都不适合创新[207]。从上述综述来看，组织资源

与政府创新的扩散之间既可以是正相关的关系，也可以是负相关的关系，还可以是无

显著相关关系。不过大量研究均证实了资源冗余同组织创新的正相关关系，而且结合

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特点和中国地方政府的具体情境，组织资源与政府创新的扩散可

能呈正相关关系。 
信息技术创新通常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对组织规模和资源状况的

需求也较为突出，因此对组织规模和资源状况的要求较高[202,211]。资源松弛假设指出，

松弛的资源状况是组织创新的重要条件，一般认为资源丰富的组织更加倾向于创新[45]。

政府资源的大小与政府创新息息相关，特别是对于投入大、周期长、复杂性高的政府

网站来说更是如此[212]。对美国电子政务的研究显示，资金是 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因为新技术、网站维护和更新等都需要大量资金投入[7]。公安微博属于技术创新，即公

安部门引入了一种新的信息技术。但与此同时，公安微博的开通也对公安部门的组织

结构和管理流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为了满足公安微博的维护需要，公安部门一

般会委派专人负责发文、回帖、报送等业务，甚至为此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此事。由此

可见，虽然微博本身是开放和免费的，但微博的开通和维护却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财力和精力。也因此，许多公安部门对此持观望态度，或者即便开通也常常只是“三

分热度”，很快就成了“摆设”。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财政资源与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发展正相关，并提出如下

假设。 
H5：政府财政资源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围绕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本文提出如下子假设。 
H5a：政府财政资源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H5b：政府财政资源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H5c：财政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3.7.2 组织能力 
虽然组织资源对组织绩效至关重要，但组织究竟是如何赢得组织资源并获得竞争

优势的，却是一个 RBV 尚未回答的问题。此外，组织资源可能在静态的市场环境中发

挥作用，但如何在动态的市场环境中不断获取、更新、适应和重构，则是一个更加重

要的问题[213]。针对这些不足，战略管理领域的动态能力理论应运而生，认为组织在动

态环境中的能力才是至关重要的[214]。组织能力是指组织所具有的获取、更新、重构和

利用组织内外部资源和技能的一种能力，一般认为它与组织创新正相关[215]。动态能力

理论就认为，组织在激烈的竞市场争中为了谋取生存和发展，需要不断获得、积累和

更新其所具有的动态能力，并藉此在市场竞争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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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微博的开通与辖区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如果辖区政府电子政务

的整体绩效较高，则公安部门与外界的沟通渠道更为畅通，更有可能在已有基础上开

通微博。由此可见，公安微博的开通同电子政务的发展状况紧密相关，当公安部门的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较高时，其采用新的信息技术创新的倾向就会较强。目前开通公安

微博的许多公安部门在政府网站建设方面也表现优异，许多公安部门在其官方微博和

官方网站之间建立链接，并对二者同时更新和维护。“触网”越早、越有经验、越成熟

的公安部门越倾向于接受微博、社交网络等新兴社会媒体技术。 
政务微博是电子政务发展的较高阶段，代表了电子政务的新方向，并受到电子政

务发展水平的制约[164,165]。电子政务是一项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等投入均较高的组织

创新，对政府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要求较高[202]。作为政府下一阶段电子政务发展的重

点之一，微博的应用也有赖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保障，因此对政府信息技术基础设

施的要求较高[6]。由此可见，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府采用微博的情况。政府网

站是电子政务的主要表现形式，本文认为政府网站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务微博的

采用情况。一方面，政务微博的开通与辖区政府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密不可分。如果辖

区政府电子政务的整体绩效较高，则政府与外界沟通的渠道更为畅通，更有可能在已

有基础上开通微博。另一方面，电子政务发展较好的地方政府通常是信息技术创新性

较强的组织，进一步升级和采用新的信息技术创新的可能性也更强，而政务微博显然

是其中的选择之一。 
政务微博是电子政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电子政务发展的新方向[164,165]。电子

政务是一项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等投入均较高的组织创新，对政府的信息技术基础

设施要求较高[202]。作为政府下一阶段电子政务发展的重点之一，微博的应用也有赖于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保障，因此对政府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要求较高[6]。由此可见，电

子政务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政府采用微博的情况。政府网站是电子政务的主要表现形式，

政府网站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务微博的采用情况。 
政府网站是一项财力、人力和技术资源等投入均较高的组织创新，对政府的信息

技术基础设施（包括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硬件、软件等）要求较高[202]。政府能力与政

府网站发展水平息息相关，特别是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和信息化建设水平的作用 为突

出。政府网站是一项综合系统工程，依赖于强有力的政府信息化建设支持，因此对政

府信息技术能力的要求较高。一般来说，政府信息技术能力越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

也会相对较高。而如果缺乏强有力的信息技术基础设施予以支撑，政府网站建设通常

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综述上述理论分析和实证证据，本文提出如下理论假设： 
H6：政府能力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围绕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本文提出如下子假设。 
H6a：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H6b：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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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c：政府信息技术能力越强的地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3.8 本章小结 

为了深入分析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机制和影响因素，本章提出了一个有待验

证的理论框架，并对该理论框架的各个视角进行了分析。借助于已有理论分析和实证

研究结果，依托中国地方政府的体制特征及其创新表现，本文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

以及相应的理论假设（如表 3-2 所示）。 

表 3-2 研究假设 

序号 研究假设 

1.  H1：府际竞争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2.  H1a：临近或相似地区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与所在地区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3.  H1b：临近或相似地区政府开通微博的比例与所在地区政府微博开通正相关。 

4.  H1c：临近或相似地区的政府网站水平越高，所在地区的政府网站水平也越高。 

5.  H2：府际学习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6.  H2a：政府的学习渠道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7.  H2b：政府的学习渠道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8.  H2c：政府的学习渠道越多，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9.  H3：上级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采用情况同本级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10.  H3a：上级公安部门微博开通情况与本级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11.  H3b：上级政府微博开通数量与本级政府微博开通数量正相关。 

12.  H3c：上级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本级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13.  H4：公众压力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14.  H4a：辖区网民比例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15.  H4b：辖区网民比例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16.  H4c：网民比例越高的地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17.  H4d：辖区治安状况与公安微博开通负相关。 

18.  H5：政府财政资源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19.  H5a：政府财政资源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20.  H5b：政府财政资源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21.  H5c：财政资源越丰富的地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22.  H6：政府能力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正相关。 

23.  H6a：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 

24.  H6b：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与政务微博开通正相关。 

25.  H6c：政府信息技术能力越强的地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 

诚然，上述分类并非穷尽所有影响政府创新扩散的因素，而主要从已有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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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实证研究的需要出发进行概括。但是这种分类方法具有一定的引导性，有助于在纷

繁复杂的影响因素中识别 有研究价值和解释空间的因素，为认识和理解政府创新的

扩散现象提供依据。显然，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等问题，很难对上述所有视角进行全

面检验。但是，这个理论框架为未来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架构，也有助于未来

研究在同一个尺度上进行比较和深化①。另外，本文也未进一步对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

交互效应进行分析，它们的相互依赖性较为复杂，值得未来研究的深入分析。 
 

 
① 这一点也与 Walker (1969)的观点一致，即首先提出可供检验的理论框架和命题，进行初步的检验，并将尚未检验

的理论命题留待未来研究进行探索。这种知识累积的研究范式显然是可取的，也是本章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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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章选取中国地级市作为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研究对象，理由有三。 
首先，在农村电子政务发展远远滞后于城市的情况下，政务微博的利用也主要集

中在城市地区，因此在现阶段选取城市政府开展研究是适切的。中国市级公安局开通

的官方微博 为活跃，中国 早开通官方微博的公安部门来自地级市（“平安肇庆”），

由此可见市级公安局的创新性较强，适合作为考察创新扩散的研究场域。 
其次，与省级政府相比，中国近 300 个地级市的样本量足够大，能够满足统计分

析要求，有利于对本章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与县、乡级相比，地级市的样本量

又相对容易操作，因此在数据库建设和统计分析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 
后，目前国内外多数研究都围绕城市电子政务进行，而针对城市政务微博的实

证分析也有利于未来的比较研究[211]。 
中国城市按照行政级别分为直辖市、副省级市、地级市、县级市。2009 年全国城

市合计 654 个，其中包括 4 个直辖市，15 个副省级市，268 个地级市和 367 个县级市。

本文的样本涉及 27 个省和自治区（除直辖市和港澳台），共计包括 268 个地级市和 15
个副省级市，合计 283 个城市[217]。2010-2011 年间中国共有 283 个地级市，但本文的

终样本为 282 个，因为《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缺少拉萨市的统计数据。 
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文首先进行横截面研究，并在未来条件成熟时开展纵贯

研究。由于政务微博的兴起是 近两年的新生事物，大量微博的开通几乎是“一瞬间”

的，其相互间隔非常短。目前有关政务微博扩散的纵贯数据积累还不够，因此本文的

数据结构为截面数据①。由于各年度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评估指标体系有所变化，因此

不适合进行纵贯研究设计，为此本文采用截面数据进行研究。本研究选取 2011 年地市

级政府是否开通官方微博作为因变量，利用 2010年及此前的相关统计数据作为自变量，

采用截面数据进行有关分析。本文的因变量采用 2011 年的数据，自变量均为 2010 年

及此前的数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因果关系反转的风险。 
本文的数据均来自公开的二手数据，可以确保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研究结论的可

重复性。因变量和府际影响变量的数据来自新浪微博平台的搜索结果以及中国软件测

评中心发布的中国地级市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结果[181]，其他自变量的信息均来自 近年

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17]和《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18]等统计资料和研究报告。

所有主要变量的定义和数据来源见表 4-1。 

                                                 
① 虽然可以设定按月或天为单位的微博测量方法，但由于自变量的测量单位为年，自变量在时间序列上是不变的或

变异远低于因变量的，其估计因此可能是有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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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主要变量的概况 

变量名 缩写 变量定义 假设 数据来源 

因变量     

公安微博开通

与否 
Launch 

指城市公安部门是否开通微博，1 为开通，0 为未开

通。 
/ 作者搜索 

公安微博开通

天数 
Days 指公安微博开通时间至搜索时间的总天数（天）。 / 作者搜索 

政务微博开通

数量 
Blogs 指城市政府部门开通的政务微博总数。 / 作者搜索 

政府网站发展

水平 
E-gov 指城市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总分。 /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评

估报告 

自变量     

临近地区公安

微博开通情况 
Near1 

指城市所属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

（%）。 
+ 作者搜索 

临近地区政务

微博开通情况 
Near2 

指城市所属省内其他地市政务微博的开通数量均

值。 
 作者搜索 

临近地区政府

网站发展情况 
Near3 指城市所属省内其他地市政府网站得分的均值。  作者搜索 

国际友好城市

数量 
Sister 指城市累计建立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个） + 

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

合会 
上级公安微博

开通情况 
Upper1 

指城市所属省级公安部门是否开通微博，1 为开通，

0 为未开通。 
+ 作者搜索 

上级政务微博

开通情况 
Upper2 指城市所属省级政府部门开通微博的总数。 + 作者搜索 

上级政府网站

发展情况 
Upper3 指城市所属省级政府网站绩效总分。 +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评

估报告 

网民比例 Netizen 城市总人口中网民所占的比例（%）。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社会治安状况 Safety 刑事案件发生率（%）。 + 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

财政资源 Fiscal 城市预算财政收支之差占预算财政支出的比重。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政府网站发展

水平 
E-gov 城市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总分（分）。 +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评

估报告 

信息技术能力 IT 
权威媒体对城市信息化的关注程度，1 代表上榜，0
代表未上榜。 

+ 《中国信息界》 

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 
GDP 人均 GDP（元/人）。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口总数* Size 城市年末人口总数（万人）。 ?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省会城市 Capital 城市属于省会城市的为 1，否则为 0。 ? — 

副省级城市 Vice 城市属于副省级城市的为 1，否则为 0。 ? — 

东部城市 East 城市属于东部地区的为 1，否则为 0。 ? — 

西部城市 West 城市属于西部地区的为 1，否则为 0。 ? — 

注：*表示对该变量取自然对数。假设方向中，+、-、?、/分别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正相关、负相关、未知或不

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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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变量测量 

4.2.1 因变量 

1）公安微博 
新浪、腾讯和人民网等三大微博平台代表了目前中国微博用户的主要选择，也是

考察政务微博扩散的重要载体。调查显示，许多公安局都在多家微博平台开通微博，

如北京市公安局就在新浪、搜狐、网易等“安家”。所以选取一家微博平台进行搜索亦

可以在不牺牲精确性的前提下获得预期样本量。其次，专注某个微博平台进行研究，

能够确保搜索获得的公安微博在微博发表、粉丝关注、稳定性和认证性等方面具有较

强的可比性。因此，本文选取目前用户量和公安微博 活跃的新浪微博作为本文的搜

索平台。 
本文通过新浪微博的搜索引擎对公安微博进行搜索，搜索时间限定在较短的一段

时期，以确保先后搜索的公安微博之间不会因为搜索间隔较长而发生偏误。经过多次

开发和调适，目前该搜索引擎已经能够较为精确地获取和定位指定的微博。本文以“平

安”、“市公安局”和“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等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并对微博所在地点

进行逐项设定后搜索，以对各地市公安局是否开通官方微博进行精确核查。由于公安

微博的简介和认证原因等字段中一般会说明是某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因此本文的这种

模糊搜索有利于 大限度地获得所有地市的公安微博信息。本文以经过新浪微博认证

的公安微博为准（加 V），这样可以确保本文搜索获得的公安微博的确是特定公安局开

通的官方微博。本文不考虑各市公安局的下属机构，如区县分局、市交通警察支队或

交警大队、出入境管理局、乡镇或街道派出所等。本文也不考虑公安干警个人开通的

微博，因为它们属于私人微博，不在本文的研究之列。 
由于微博一般没有载明其开通时间的信息，因此本文主要以公安微博发布的“首

日封”（首个微博）作为正式开通的时间标志，但对于一些特殊情况也有例外。对于“首

日封”表明“正式开通”含义的，本文将其视为该日正式开通；对于“首日封”没有

表明正式开通（如换肤、欢迎帖、提示帖等），而在此后某日说明“正式开通”的，本

文将此后该日视为正式开通日（例如南京市公安局就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公

安微博是先注册后认证（如“平安温州”），有些则是先认证后注册。为了统一性和可

比性，本文均以注册后发布的首封“正式开通”微博作为衡量其开通时间的标志。 
通过上述搜索设置，本文获得了全国所有地级市公安局是否开通微博及具体开通

时间的数据。为了衡量各地市公安局公安微博开通的具体时间，本文通过两种方式进

行分析。首先，本文将已开通微博的地市公安局编码为 1，未开通的则编码为 0。其次，

本文用搜索时间减去开通时间，得到各个公安微博的开通天数，天数越大说明开通越

早、创新性越强，未开通的则计为 0 天。通过上述两种方式，本文既区分了公安微博

开通与否，也比较了开通时间早晚不同的公安微博，能够反映各地市公安局在公安微

博开通方面的创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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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务微博 
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的研究难点之一是对创新的准确衡量。早期研究多从是否采

用或扩散之类的二分法进行简单测量，且通常局限于某项单一政策或管理领域。此后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用更为复杂的测量方法，如同时考察多项政策或采用反映创新

程度的量表。由于中国地方政府开通的政务微博还处于初创阶段，对政务微博的采用

与否进行分析可能难以获得理想结果。为了衡量地市级政务微博的开通情况，本文主

要考察各地级市下辖的政府部门（包括市直部门及地级市下辖的区县、乡镇和街道）

开通的官方微博数量。将政务微博的开通数量作为测量指标，可以考察政府开通官方

微博后的扩散和实施情况①。虽然市级政府官方微博的开通时间等也可以作为测量政务

微博的采用指标，但比较而言，地市级政府辖区内的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更能体现政府

创新程度。 
目前中国已经涌现出许多微博网站，但主要以新浪和腾讯两家为龙头老大，而人

民网则以政务类微博见长。尤其是新浪微博，在开通时间、用户数量和活跃程度等方

面一直处于领先地位②。新浪微博也是 早发布中国微博发展报告的网站，在微博搜索

和研究方面也具有一定优势。因此，本文选取新浪微博作为提取政务微博开通情况的

主要平台。选取单个网站作为统计依据虽然可能会遗漏在其他网站开通的政务微博，

微博研究采用的主要方式，也有利于避免重复计算和信息冗余等问题[219]。另外，ROST 
NewScan是由武汉大学ROST虚拟学习团队开发的一款对网络舆情进行监控的免费系

统软件，目前仅支持对新浪微博的监测，因此本文在本研究中只选取新浪微博进行分

析③。 
新浪微博开设的“名人堂”收录了所有通过实名“认证”的微博④，并分门别类进

行归档，便于检索。本文对其中的“政务厅”囊括的政务微博进行搜索，确保搜索结

果的可信度和可重复性⑤。本文对搜索获取的微博进行确证，剔除政府官员个人开通的

微博，而仅保留政府机构开通的微博。笔者在同一时间对所有地市级政务微博进行搜

索，以搜索获得的认证微博数量作为因变量，确保各地市之间的可比性⑥。由于省会城

                                                 
① 当然，更进一步的研究可以选取政府官方微博发布的微博数量和“粉丝”数量等指标，对政务微博的活跃度和影

响力进行分析。 
② 艾利艾咨询. 微博不“微”：小支点撬动大网络. 2011-04-06, 
http://www.iricn.com/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45:2011-04-06-09-55-14&catid=31:2011-03-31-
18-06-25&Itemid=78。另一项报告显示，新浪占据中国微博用户市场份额接近 87%，腾讯则接近 8%。参见：未来

资产. 新浪微博研究报告. 2011.2.25, http://www.techweb.com.cn/data/2011-02-25/916941.shtml。 
③ 目前该软件仅支持关键词检索，因此我们仅将其用于同本文搜索结果的比较分析。详情参见：

http://www.fanpq.com/index.htm。 
④ 网站参见：http://gov.weibo.com/government/index.php。新浪微博的微博认证服务准入门槛较高，一般认为与未认

证微博相比，获得认证的微博的可信度更高。新浪认证分为个人认证和机构认证，机构认证中的政府官方认证包括

公安机关、司法、交通、旅游、医院、卫生、市政、工商等政府机构官方帐号认证。 
⑤ 新浪微博的搜索引擎一直在测试和完善，我们与“政务微博助理”和“搜索助理”进行私人沟通，他们表示国内

微博目前还难以像 Twitter、Facebook 等网站一样实现批量搜索和精确定位。 
⑥ 我们的搜索时间为 2011 年 1 月 1-3 日，即当年年末。由于“元旦节”为官方假期，不会发生官方微博认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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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的政务微博包含了省级政府部门开通的微博，因此笔者从中予以剔除，以避免省会

城市政务微博数量的高估。 
3）政府网站 
政府网站绩效是一个多维构念，包括在线服务、互动性、可及性、可读性、民主

性、隐私保护等诸多维度，而且不同发展阶段对政府网站的要求也不尽相同[220]。鉴于

此，许多学者建议从整体角度对政府网站绩效进行分析，以避免不同维度研究导致结

论无法解释[202]。正如前文所述，二分法考察创新是否采用的研究可能无法用于分析政

府网站发展的多维性，通过多指标综合评估的方法可能较为合适。例如，Daley 与 Garand
对美国州政府污水监管项目的扩散研究就采用了监管项目的严格程度对政策扩散进行

分析，而不是传统的政策二分法[30]。Walker 对英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的研究也采用了

调查问卷的李克特量表法进行度量[38]。 
本文采用中国软件测评中心发布的中国地级市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的综合指数作为

衡量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因变量。200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

家信息化领导小组关于我国电子政务建设指导意见》（中办发[2002]17 号），加强对政

府网站建设的指导。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委托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软件

测评中心等机构开展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工作，自 2002 年以来对我国各级政府网站开展

绩效评估工作，并于当年完成中国政府网站调查报告，至 2010 年已完成 9 次评估①。

该评估结果是目前关于中国各级政府及部门网站绩效评估的权威来源，2004-2006 年从

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公众参与等政府网站的三大功能定位进行评估，2007 年评估增

加了日常监测和用户调查两个维度，2008 年增加了网站性能及设计维度，2009 年增加

了工程建设领域维度。该指数的每个评估维度均有若干具体评估指标构成，加权加总

后换算为 0-1 之间的评估指数，并 后加权为 0-100 之间的评估总分②。 

4.2.2 自变量 

1）府际竞争 
政策扩散研究一般将与地方政府地理接壤的地区采用某项创新的政府数量或比例

作为衡量府际竞争扩散效应的主要指标，因为地方政府 有可能从邻近地区学习经验

或与之展开竞争[29]。但是，也有研究认为应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考察政府之

间的相似度，并进而构造更为复杂的府际扩散效应指标[58]。已有研究指出，区域扩散

效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点[105]。地方政府在选取竞争对手和学习对象时通常

会选择在政治、经济、人口等方面相似度较高的辖区，而不只是关注地理邻边，因此

政策扩散研究需要考察更为复杂和综合的区域效应[58]。 
邻近地区开通比例的衡量一般采用地理接壤的其他地方政府的创新采用情况，但

                                                                                                                                                       
避免了新增微博数量对搜索结果的干扰。 
①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工作大事记. 2010-01-11, 网址为：

http://www.cstc.org.cn/tabid/88/InfoID/82555/Default.aspx. 2011-04-10 登录。 
② 伊春市缺少 2011 年政府网站绩效数据，我们用其 2010 年数据补足。 

 65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鉴于中国单一制的基本国情和市级地理空间数据库尚未建立，本文对邻近地区政务微

博的开通情况也采取类似的衡量策略，即采用地市所属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的开通

比例进行衡量，即以省内其他地市级公安局开通微博的比例作为衡量邻近地区扩散效

应的指标。通过这种操作，可以更加符合实际地衡量邻近地区的相互竞争和学习效应，

因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在上级辖区内部的同级之间展开标尺竞争，争夺来自上级政府

的有限资源和机会[154]。中国自上而下的单一制政治体制特色决定了上级政府对下级政

府的强大影响力，特别表现为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资源控制，如财政转移支付、领

导干部人事任命等。因此，特定省份内部的城市之间会为此展开激烈的竞争，而考察

特定省份内部其他城市的发展动向，就成为谋求比较竞争优势的城市的一门重要“功

课”。中国地方政府的主导管理逻辑是“行政区经济”和“行政区管理”[221]，地方政

府通常以邻为壑，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壁垒盛行，而以目标责任考核为核心的自上而

下的“压力型体制”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横向政府恶性竞争[194]。在跨区域流动较为困

难的情况下，同辖区内的政府及其官员不得不为争夺有限的区域发展条件和职业晋升

机会而展开激烈竞争。因此，地方政府更倾向于选取上级政府辖区内的其他地方政府

作为竞争对手或学习榜样[189]。 
为了衡量府际竞争对公安微博或政务微博采用的影响，本文采用同一省份内其他

地级市开通的公安微博或政务微博数量的均值作为衡量某地级市政府竞争程度的指

标。其计算方法是：如果某省（区）下辖 N 个地级市，某市以外有 M 个（M ≤ N-1）
地级市公安局开通了官方微博，那么该市的区域扩散效应系数为：M /（N-1），其取值

范围为 0-1。对于省内仅有一个地级市的情况（拉萨市和西宁市），由于省内缺乏同级

竞争，本文将其竞争指标设定为 0。为了衡量府际竞争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影响，本

文将城市所在省份其他城市的政府网站绩效得分均值作为衡量指标。其值越大，表明

城市政府面临的竞争压力越大，为获得比较竞争优势而采用政府创新的可能性也更强。 
2）府际学习 
对于城市来说，友好城市（sister cities）是加强城市之间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机制，

并在过去十几年获得了较大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寻找合作伙伴并建立友好城

市纽带，许多城市还跨出国界寻找国际友好城市，并建立越来越多的国际城市伙伴关

系[222]。政府间学习主要通过合作与交流，而友好城市作为官方纽带，为政府学习提供

了渠道。一些研究也发现国际友好城市为城市学习经验并加快地方发展速度提供了条

件，而这种正向激励也进一步促进城市寻找和建立更多的友好城市伙伴关系[223]。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向发达国家开放和学习成为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逻辑

主线。许多研究都显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都开展了规模宏大的学习运动，通过派

遣干部培训、互访交流、考察学习、咨询顾问等形式，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管理

先进经验并将其转化为本地实践[224]。本文认为，与那些很少与国际城市建立伙伴关系

的城市相比，拥有国际友好城市数量较多的城市具有更多的向发达国家学习的渠道和

机会，也会更加倾向于将学习的经验应用到城市管理中，从而推动政府创新的跨国扩

 66 



4  研究方法 

散。因此，本文采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统计的各地级市与外国城市建立的友好

城市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学习的指标。 
据统计，我国自 1973 年开展友好城市活动以来，截止 2011 年底地级市共与外国

城市建立了 1091 对友好城市关系①。将友好城市的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学习导向的指标

是合理的，因为它恰恰反映了城市政府向外学习的意愿和导向。Lee等采用各国参与的

国际组织数量来衡量政府学习，本文的指标与其类似[32]。本文采用中国国际友好城市

联合会统计的各地级市与外国城市建立的友好城市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学习的指标。将

友好城市的数量作为衡量政府学习导向的指标是合理的，因为它恰恰反映了城市政府

向外学习的意愿和导向。 
3）上级政府压力 
地方政府通常将其“顶头上司”而不是更高层级的政府部门视为其必须服从的权

力，因为恰恰是直接上级决定了下级政府的资源分配及下级官员的职业发展。基于此，

本文认为，如果省级公安部门开通微博，那么市级公安部门紧随其后的可能性较强，

因此上级部门开通情况指所属省级公安部门是否开通微博，1 为开通，0 为未开通。 
对于政务微博，本文采用省级政府（而不是中央政府）及其组成部门是否开通政

务微博的数量作为衡量地级市政府面临的上级压力的指标，即当省级政府部门开通的

官方微博数量越多时，该省内地市级政府更倾向于效仿并跟进开通政务微博②。 
为了考察上级政府的压力对地方政府网站发展的影响，本文采用城市所在省份政

府网站绩效得分作为衡量指标。省级政府网站绩效越高，要求下级政府匹配的压力就

越大，其下辖的地级市政府网站绩效得分越高。 
4）网民比例 
网民比例指辖区总人口中网民所占的比例，是衡量互联网渗透率的重要指标。由

于目前仅有省级网民人数的数据，没有市级网民人数的数据，本文使用《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的国际互联网用户数（户）除以年末总人口，作为市级网民比例的代理指标③。

因此本文采用年末总人口（万人）计算每万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作为衡量互联网渗

透率的指标。类似于互联网渗透率指标。其值越大，表明城市人口的互联网渗透率越

高。由于某些城市的流动人口数量几乎超过常住人口（如厦门市和深圳市），其互联网

渗透率超过了 100%，分别为 198.7%和 100.6%。按照《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的做法，

本文都将其设为 100%。④ 
                                                 

① 参见：中国国际友好城市联合会的官方网站，可以通过其检索系统对历年国际友好城市数据进行检索。见：

http://www.cifca.org.cn/Web/Index.aspx。2012-02-01 登录。 
② 由于搜索引擎的动态性和统计口径差异，省级政务微博数量不等于省内所有地市级政务微博数量的总和。 
③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粗略的估计，因为每户的网民人数可能不同。但这是目前可以获得的 接近的数据。 
④ 中国网民比例的统计数据较为粗糙，因为其调查频次是每半年一次，而非发达国家（如澳大利亚）的每周一次，

因此其询问的是公民在过去半年是否上网，所以通常将 大范围的网民纳入统计，并成为政府城市化和信息化的一

个“政绩”表征，存在高估的风险。而且这个指标只是反映了有多少网民，但他们是否关注政府网站和政务微博，

他们对政府的诉求程度有多强烈，这些都还难以估计。显然，这一维度的假设检验有待于未来统计数据完善后的重

估。感谢薛伟贤教授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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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治安状况 
衡量和比较城市的公共安全水平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并非简单的犯罪率统计。

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统一犯罪报告》（UCR）调查 8 种犯罪，包括谋杀、强奸、

抢劫、恶意攻击等 4 种暴力犯罪和偷盗、入室盗窃、汽车盗窃、纵火等 4 种财产罪，

并将其加总为犯罪指数（Crime Index）①。但由于偷窃占了犯罪数量的接近 60%，犯罪

指数因此被高估。CQ Press每年都会发布美国城市犯罪率排行榜，并报告美国 安全的

城市和美国 危险的城市排行榜。它囊括了人口超过 7.5 万的城市和人口超过 5 万的城

市统计区（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MSA），根据FBI提供的数据，统计 6 类犯罪—

—谋杀、强奸、入室盗窃、抢劫、恶意攻击、汽车盗窃的经人口和比例调整的加权总

和，排除了偷窃和纵火②。 
《福布斯》（Forbes）每年也会发布美国“ 危险的城市”和“ 安全的城市”排

行榜，其中危险城市排名对人口超过 25 万的 72 座城市进行统计，根据FBI统计的谋杀、

强奸、抢劫、恶意攻击等 4 种暴力犯罪计算每 10 万人的犯罪数量③。安全城市排名则

增加了国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报告的每 10 万人交通死亡率，将其与犯罪率平均

后排名④。 
本文采用刑事案件发生率（每十万人发生的各种刑事案件数）衡量城市犯罪率，

或者作为城市公共安全水平的逆指标。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经标准化后

的数据，即取值范围为 0-1，其值越大表明犯罪率越高。 
6）财政资源 
直接衡量政府资源状况较为困难，但财政资源是组织资源的主要表征。一般来说，

政府财政资源采用辖区人均预算财政收入进行衡量，但也有学者认为应采用政府财政

健康状况进行衡量。财政收入只是衡量了政府可以利用的资源，但并未将政府必须支

出的项目考虑在内，因而无法正确估计政府可以用于创新项目的财政资源。学者们建

议采用财政收支之差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政府整体财政健康状况的指标[29]。本

文以采用财政收支之差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作为衡量地市级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的指标，

即用一般预算财政收入减去一般预算财政支出，再除以一般预算财政支出，作为其衡

量指标。政府财政资源状况的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由于缺少直接衡量各市公安局财政健康状况的指标，本文采用各市政府财政健康

                                                 
① 具体参见 FBI 的网站：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 Uniform Crime Report. 
http://www.fbi.gov/about-us/cjis/ucr/crime-in-the-u.s/。2012-03-16 登录。 
② 偷窃的数量太多可能导致犯罪率偏误，但将纵火罪排除的原因并没有明确说明。具体结果和方法论参见其

2010-2011 年度的美国城市犯罪率排行榜：CQ Press. City Crime Rankings 2010-2011. 
http://os.cqpress.com/citycrime/2010/citycrime2010-2011.htm。2012-03-16 登录。 
③ 2010 年底特律以每 10 万人发生 1111 起暴力犯罪而排名第一，具体参见： John Giuffo. America's Most Dangerous 
Cities. Forbes, 10/03/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johngiuffo/2011/10/03/americas-most-dangerous-cities/。
2012-03-16 登录。 
④ 具体方法参见：Beth Greenfield. America's Safest Cities. Forbes, 12/15/2011, 
http://www.forbes.com/sites/bethgreenfield/2011/12/15/americas-safest-cities/。2012-03-16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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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作为一个代理变量。一般来说，部门财政健康状况和所在辖区的财力直接相关，

辖区政府的预算充裕，则部门财政也不会太差[99]。 
7）政府能力 
城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衡量采用 2010年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对各地市政府网站绩

效的评估总分[181]。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作为中国权威的政府网站评估机构，每年都开展

各级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活动，建立了一套科学的评估体系并通过多种信息来源对各级

政府网站绩效进行综合评估。该评估是目前中国较为系统的政府网站绩效评估研究，

目前已开展近 10 年，具有较高的权威性。本文认为，中国软件评测中心的政府网站绩

效数据可以作为衡量城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主要从各类服务提供、互

动交流、信息公开、日常监测和用户调查等 13 个方面进行综合评估，满分为 100 分。 
为了衡量城市政府信息化建设水平，本文参考了《中国信息界》杂志与中国信息

界网站发布的第二届（2009-2010 年度）“中国信息化 受关注城市榜”。该排行榜 2009
年 9 月 1 日至 2010 年 9 月 1 日对《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人民邮电报》、中央政

府网站、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商务部网站、科技部网

站等 8 家权威媒体进行监测，依据权威媒体对各城市信息化的关注程度进行排名①。作

为新闻媒体和中央部委，它们对政府信息化建设的关注程度较高，并会选取在信息化

建设方面表现优异的地区进行报道，因此能否上榜意味着政府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高低。

由于新闻媒体的报道具有较强的覆盖面、客观性和独立性，一些研究也多采用媒体关

注（media coverage）作为衡量上市公司能力和声誉的指标。本文将上榜作为衡量城市

信息化建设水平的指标，构造虚拟变量，1 代表上榜，0 代表未上榜。 

4.2.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公安微博开通的影响，本文设置了如下控制变量。 
1）城市财富 
首先，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可能是影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重要因素。辖区经济发

展水平越高，表明公民收入水平和企业状况也相对较好，他们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就更

为强烈，并会通过诸多渠道推动政府提供相应服务。一般认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

地区更加倾向于接纳新事物，对政府网站的需求更大，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也较高[202]。

政府创新的关键取决于创新者的意愿和能力，但创新本身也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如

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财政状况、获得资金的渠道等[147]。特别是对于政府网站这

种基础设施要求高、投资规模大、持续时间长的创新项目，良好的经济基础条件至关

重要[7]。研究显示，党政机构微博样本的地域分布方面，东南沿海地区明显占据多数，

中国“南方省份经济相对发达、信息化水平比较高，政务公开的意识比较强，因此政

务微博的实践也比较积极”[169]。“这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媒体发达程度、网

络普及程度等指标都比较相符”[170]。因此，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经济发展水平。按照

                                                 
① 第一届为 2008-2009 年，详见《中国信息界》杂志网站：http://www.zgxxj.org/paihangbang/。2012-02-12 登录。 

 69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惯例，经济发展水平通常采用市级人均地区生产总值（GDP）来衡量，并进行了对数

化处理，使之值更小且易于解释分析结果。 
2）城市规模 
其次，组织规模作为反映组织资源状况的重要指标，与组织创新倾向息息相关。

组织规模越大，组织创新条件越优越，创新绩效越高。但也有学者认为，组织初创时

期的创造力 强，随着组织规模扩大和结构日趋复杂，组织惰性增强，创新动力也随

之衰减。但综合而言，已有文献表明组织规模与创新采用正相关[225,226]，而且有关电子

政务采用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211]。本文认为组织规模与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倾向

正相关，并会对政府网站与微博的采用和发展产生积极作用。相当于规模较小的辖区

来说，规模较大的辖区具有“规模优势”和“规模经济”的效应，可能更倾向于投资

和发展政府网站和微博。对美国城市的研究表明，人口规模是影响政府网站的 关键

因素[208]。辖区规模可能影响公安微博开通与否，因为辖区规模越大，公安微博的扩散

效应会更强，当地公安部门更倾向于开通微博。为此本文控制了市级人口总数，采用

辖区年末人口总数进行衡量，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3）城市行政级别 
再次，虽然同属地级市，但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在享有的行政权力和可以利用的

资源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例如，省会城市、副省级市和计划单列市所受到的重视程

度和享有的权限就要高于其他普通地级市，而它们是否开通政务微博及发展政府网站

的倾向可能也会有所不同。比较来说，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公安部门更倾向于引领创

新风潮，并为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同行树立榜样。但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公安部门也

可能出于风险规避和谨慎起见而选择抵制创新，反而为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同行提供

了“拔得头筹”的机会。 
中国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地市级层面的行政序列也不同，一般分为副省级市（或

计划单列市）、省会城市和普通地级市等，它们的行政地位和被赋予的行政权限不尽相

同[227]，并可能影响政务微博开通情况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为了控制城市行政级别的

影响，本文构造了两个虚拟变量，将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市分别编码为 1，其他地级市编

码为 0，用于反映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虚拟变量①。 
4）城市地理位置 

后，本文控制了市级公安部门所在辖区的地理位置。调查显示，东部和南方地

区的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比例明显高于中西部和北方地区[169,170]，本文对公安微博的调

查也揭示了类似现象（如前所述）。因此，有必要控制地理位置差异对政务微博开通和

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效应。 
相对于中西部地区来说，东部沿海地区的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政府创新

                                                 
① 省会城市包括 27 个省和自治区的省会，副省级城市包括 15 个城市，其中 10 个为省会城市（哈尔滨、长春、沈

阳、济南、南京、杭州、广州、武汉、成都、西安），5 个非省会城市（深圳、宁波、青岛、大连、厦门）为计划单

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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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倾向和表现也更强。为了控制不同地理位置的效应，本文在模型中包括了反映地理

分布的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虚拟变量。根据一般做法，本文以中部地区为参照组设置

东部和西部两个地区的虚拟变量①。 

4.3 假设验证方法 

4.3.1 公安微博的回归分析 
对于公安微博的扩散研究，由于本文设计的两个因变量分别为二分哑变量

（binomial dummy variable）和连续变量（continuous variable），传统的普通 小二乘法

（OLS）回归分析不适用，本文通过多种方式进行假设检验，分别采用 Logit 和 Tobit
回归分析法对本章的研究假设进行验证。本文将基于上述两个模型的估计来判断本研

究假设的通过情况。 
首先，本文采用 Logit 回归分析对是否开通公安微博进行假设检验。Logit 回归分

析适用于因变量为二分哑变量的模型，即因变量仅取两个值，一般分为 1 和 0。例如，

生育、死亡、升学等事件是否发生即可以采用它来加以估计。Logit 估计的结果是因变

量在自变量取特定值时发生的概率是多少，因此其估计是非线性的，但可以转换为线

性解释[228]。 
其次，由于潜在采用者在未来的具体采用时间在本文采集数据时是未知的，因此

本文的数据存在左删失（left-censored）或截断（truncated）的问题，采用Tobit回归分

析法更为合适②。Tobit回归分析假定数据存在左截断和/或右截断，需要设定截断项，

以便模型估计时对其进行参考[229]。 

4.3.2 政务微博的回归分析 
对于政务微博的扩散研究，本文的因变量地市级政府辖区内的政务微博开通数量

是一种计数数据（count data），OLS回归分析不适用这种方法进行估计，因为它不满足

OLS的正态分布、方差齐性等前提条件[229]。③通常来说，对于因变量是计数的回归分

析可以采用泊松（Poisson）模型。但泊松模型对离散过度的因变量的估计是低效的，

一般采用负二项（negative binomial）模型对其进行纠偏。此外，当因变量的零值过多

且反映不同情况时，上述回归模型的估计也会不精确，需要采用零膨胀（zero-inflated）
泊松模型或零膨胀负二项模型进行估计。而当因变量的零值因为抽样偏差而过多时，

则需要采用零截断（zero-truncated）泊松模型或零截断负二项模型[230]。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不存在零值过多或反映不同情况的问题，且样本选取涵盖了所

                                                 
①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做法，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辽宁省、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

山东省、广东省、海南省等 11 个省份，中部地区包括山西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

北省、湖南省等 8 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自治区、广西自治区、重庆市、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西藏自

治区、陕西省、甘肃省、青海省、宁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 12 个省份，港澳台除外。 
② 为了稳健性检验，我们比较了 OLS 与 Tobit 这两种回归分析法的结果，二者在主要方面并无显著差异。 
③ 尽管如此，负二项回归与 OLS 回归在假设检验的主要方面并没有显著差异。感谢姚小涛教授指出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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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地级市，因此不需要特别采用零膨胀或零截断模型。为此，本文采用负二项模型对

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4.3.3 政府网站的回归分析 
对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研究，本研究的分析单元为地级市，数据库为截面数据，

因变量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 OLS 回归模型对上述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5  研究结果 

5   研究结果 

5.1 公安微博的扩散研究 

5.1.1 描述性分析 
首先，本文报告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5-1）。分析显示，是否开通、开通天

数和开通速度等指标的标准差均较高，说明不同地市的公安部门在官方微博开通方面

具有显著差异，并为本章的实证分析提供了可资解释的变异空间。 

表 5-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缩写 N 均值 标准差 小值 大值 

Launch 283 0.657 0.475 0 1 

Days 283 215.035 208.470 0 765 

Near1 283 0.660 0.337 0 1.769 

Sister 283 3.855 4.625 0 28 

Upper1 283 0.541 0.499 0 1 

Netizen 282 11.690 13.816 1.010 100 

Safety 283 0.540 0.229 0.100 1 

Fiscal 282 -0.532 0.235 -0.933 0.091 

E-gov 283 27.521 13.400 4.310 76.130 

GDP 282 10.191 0.704 8.555 12.818 

Size 282 5.842 0.669 3.082 7.110 

Capital 283 0.095 0.294 0 1 

Vice 283 0.053 0.224 0 1 

East 283 0.346 0.477 0 1 

West 283 0.297 0.458 0 1 

为了考察公安微博的扩散情况，本文在 2011 年 8 月和 12 月对中国公安微博的发

源地和聚集地、也是目前中国 大的微博平台“新浪微博”进行搜索。虽然新闻媒体

普遍报道并公认“平安肇庆”是中国 早开通公安微博的公安机关，但本文的搜索显

示，“平安温州”在 2009 年 11 月 26 日即开通并发布微博了①。统计显示，截止 2011
年 8 月 10 日，全国 283 个地级市中共有 148 个市级公安局开通了公安微博，说明超过

一半（52.3%）的市级公安局开通了官方微博。 
比较来说，与政务微博的研究结果类似[169,170]，本文发现东部地区开通公安微博的

                                                 
① 对“平安温州”的微博分析表明，它可能是先由温州市公安局的某位民警开通，然后在此基础上申请认证后成为

温州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平安肇庆”仍然是 早开通的官方公安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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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例远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 98 个地市中 75 个开通了公安微博，占 76.53%；中部 101
个地市中 50 个开通了公安微博，占 49.50%；西部 84 个地市中只有 23 个开通了公安

微博，占 27.38%。地区分布方面，有些省份的地市公安局绝大多数都开通了官方微博，

而有些省份则进展较慢。在本文搜索的 31 个省市区中，各省地市公安微博开通比例方

面，河北省、辽宁省、河南省、贵州省等全部开通，广东省开通率为 95%，江苏省和

湖北省都有超过 83%的地市开通，山东省、山西省和福建省则有约 50%的地市开通。

海南省、甘肃省、青海省、西藏自治区和新疆自治区等的地市开通率为 0。而在省级公

安微博开通方面，共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省公安厅（9 个）开通了官方微博，分别是北京

市、河北省、山西省、江苏省、安徽省、河南省、湖北省、广东省和贵州省等。可以

看出，它们也多分布在东部地区（4 个），虽然中部（4 个）和西部（1 个）地区也在增

多。 
本文以月为单位，绘制了地市级公安微博的每月新开通数和累积开通数的扩散图，

以此反映公安微博的扩散速度（如图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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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 中国市级公安微博的扩散历程 

统计显示，2009 年仅有 1 家市级公安微博开通，2010 年则有 55 家，而 2011 年 7
月前就有 92 家之多，说明公安微博的开通速度逐步递增，平均每月递增速率高达

40.06%。从累积开通数量来看，其图形呈现出创新扩散的典型 S 形曲线[43]。在 初扩

散阶段（2009 年末 2010 年初），公安微博的开通数量较低，开通速度较慢，处于积蕴

力量的酝酿阶段。而到了扩散中期（2010 年末 2011 年初），受到社会公众、新闻媒体

的关注以及公安部和各级公安部门的力推，公安微博的扩散速度加快，累积开通数量

快速递增，处于陡峭爬坡的拓展阶段。及至 2011 年下半年，可能是由于新闻媒体关注

度下降等原因，公安微博的扩散速度开始下降，由此进入平滑的过渡阶段。虽然 S 形

曲线是创新扩散的一般规律，但本文预计中国公安微博的扩散可能会出现新的增长曲

线。由于市级公安微博的开通刚刚超过一半，其扩散速度将难以保持这一状态，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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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在下半年继续扩散，并出现新的跃迁曲线，从而形成第二轮 S 形曲线。 
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公安微博名称的选取具有一定的特征。“××平安” 多，

共 68 个，占 24%；其次是“××公安”，共 36 个，占 12.7%；再次是“××公安局”，

共 20 个，占 7%。此外还有“××公安网络发言人”、“××110”、“××警方在线”、“×

×在线警务室”等名称。由此可见，公安微博中既有普通名称，也有个性名称，但一

般都是采用“地域+职能”的名称结构。公安微博的名称还表现出各省趋于统一的特征，

如广东省均为“××平安”，河北省则统一为“××公安网络发言人”。而在公安微博

的简介中，许多市级公安局均期望将其打造为“网络问政平台”或“警民沟通桥梁”

等，反映了公安微博的互动性和沟通性。 
本文的具体分析显示，市级公安微博的涌现具有一定的集聚性，省内市级公安微

博在名称选取和开通时间等方面的相似度显著大于省际。例如，河北省的市级公安微

博都是在 2010 年 9 月 6 日前后正式开通的，而河北省公安厅官方微博是在当年 9 月 2
日正式开通的，说明地市公安局可能接到了省上的统一行政命令。与此同时，河南省

都是在 2011 年 2-3 月集体开通的，湖北省多数在 2011 年 4 月 25 日集体开通，而贵州

省都是在 2011 年 3-4 月开通的。此外，江西省公安厅和多个地市公安局（如新余市、

赣州市等）都开通了效能办的官方微博，但却没有开通地市公安局的官方微博，可能

是效能建设深入人心而取代了公安微博。 
本文还发现，省际临近会影响市级公安微博的扩散。Rogers 指出，随着因特网的

普及，创新采用者对地理距离和邻里关系的依赖性会降低[43]。但本文的研究却显示，

基于地缘政治的社会网络信息交换仍然是创新扩散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机制。例如，

河北省与山西省之间的相互影响使两省几乎同时在 2010 年 8-9 月将省公安厅和地市公

安局的官方微博集体开通。同省内的公安微博更倾向于建立区域性的“公安微群”，进

行同行业的业务交流。此外，公安微博之间的相互关注和互为粉丝是其信息交换网络

的表现之一，也反映了不同地区公安局的业务往来和相互影响，可以作为未来公安微

博扩散的重要考察方向，即通过网络计量学（Webometrics）研究网站互联（interlinking）
的关系和网络及对公安微博扩散的影响[231]。 

分析显示，发布微博 多的是“平安肇庆”，高达 13000 条；发布 少的是“平安

荆门”，无一条微博；市级公安微博平均发布了 986 条微博。粉丝数量 多的是“济南

公安”和“平安肇庆”，均接近 100 万人； 少的是“永州市公安局”，仅有 21 位粉丝；

市级公安微博的平均粉丝数量为 141145 人。微博数量与粉丝数量之间呈正相关关系，

相关系数高达 0.61，说明微博数量越多，粉丝关注也越多。微博数量也与开通时间正

相关，相关系数为 0.6，即开通越久，其发布的微博也相对越多。粉丝数量与开通时间

的相关系数为 0.43，表明二者虽有正相关关系，但并非开通越早粉丝越多。本文将截

止搜索时点以前各公安微博发布的所有微博数量除以开通以来的天数，即得到公安微

博的更新率。统计显示，市级公安微博日均发布微博 3.84 条，日均新增粉丝 614.6 人，

说明公安微博的活跃度和受关注度都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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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公安微博的整体情况较好，但也有些公安微博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要求，更新

不足而死气沉沉，几乎成了摆设。例如，湖北省的许多市级公安微博只有 1 条微博（如

宜昌市、孝感市等），粉丝们对此愤愤不平。有博友对此认为，“发一条微博太落伍了，

说起来也开微博，但是不说话”。还有博友指出，“我们再怎么骂也没用啊！公安局还

是那德性”。“平安随州”在开通的 3 个多月内发布了三条微博，但都是在通告“随州

市公安局开通微博，已正式上线运行，请大家多多关注”。对此，博友们表示愤慨，认

为“一个月了，就说了一句话”，枉费了大家的关注。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平安荆门”，

它自开通以来甚至没有发布一条微博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象征性、假象性或虚假性

扩散（illusory diffusion）的真实发生，即某些地市公安局虽然开通了微博，但却并没

有真正利用，可谓“虚晃一枪”，只是为了“堵住众人的嘴”而已。这种现象得到了许

多学者的证实，即越是在扩散后期，来自社会制度规范的合法性压力驱动尚未采用某

项创新的组织象征性地采用，实际上并没有对创新本身的预期效果和影响产生认可乃

至认同，而只是为了避免合法性危机而采取的公关策略[57]。 

5.1.2 相关分析 
主要变量的相关分析显示，两个因变量之间高度正相关（r=0.725，p<0.0000），说

明本文选取的测量指标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表 5-2 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Launch Days Near1 Sister Upper1 Netizen Safety 

Days 0.725 1      

Near1 0.587 0.517 1     

Sister 0.169 0.191 0.116 1    

Upper1 0.589 0.497 0.840 0.117 1   

Netizen 0.119 0.268 0.082 0.393 0.006 1  

Safety 0.047 0.052 0.035 0.172 0.073 0.151 1 

Fiscal 0.223 0.334 0.280 0.582 0.258 0.560 0.322 

E-gov 0.219 0.317 0.176 0.665 0.094 0.460 0.171 

GDP 0.122 0.258 0.098 0.523 0.116 0.590 0.297 

Size 0.275 0.260 0.310 0.296 0.214 -0.088 0.020 

Capital 0.032 0.019 -0.098 0.563 -0.063 0.263 -0.030 

Vice 0.038 0.102 0.019 0.663 -0.004 0.346 0.060 

注：绝对值大于 0.12 的相关系数在 9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① 但耐人寻味的是，“平安荆门”的粉丝却不少（约 6 万个），说明粉丝数量只能反映其经过认证的地位，而不是其

微博绩效的可靠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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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续） 

变量 Fiscal E-gov GDP Size Capital Vice East 

East 0.291 0.542 0.405 0.282 0.343 0.361 0.281 

West -0.248 -0.374 -0.338 -0.209 -0.394 -0.155 -0.566 

Fiscal 1       

E-gov 0.577 1      

GDP 0.820 0.531 1     

Size 0.023 0.292 -0.231 1    

Capital 0.336 0.355 0.282 0.198 1   

Vice 0.335 0.578 0.361 0.216 0.460 1  

East 0.541 0.358 0.410 0.161 -0.034 0.159 1 

West -0.364 -0.338 -0.248 -0.228 0.079 -0.085 -0.473 

注：绝对值大于 0.12 的相关系数在 9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两个因变量与多数自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且符合研究假设方向，初步证实

了本章的研究假设（见表 5-2）。但与预期相反，辖区治安状况与公安微博的开通显著

正相关，表明公安微博的开通可能并非需求拉动（need pull），而更可能是技术推动

（technology push）。 
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并不高，仅有府际竞争与上级政府压力之间的相关关系非

常高（r=0.840，p<0.0000），以及人均 GDP 与财政健康状况的相关系数非常高（r=0.820，
p<0.0000），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 0.700。 

5.1.3 回归分析 
多重共线性检验显示，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在 1 到 5 之间，小于一般的标准

10，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风险。仅有府际竞争、财政资源状况和人均 GDP 大

于 4，但仍然远小于通常的检验标准 10。为慎重起见，本文分别代入府际竞争、财政

资源状况和人均 GDP，并比较其与二者同时代入的模型之间的异同。本文分别对两个

因变量进行不同类型的回归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分析和综合讨论（见表 5-2、5-3）。 
对公安微博开通与否的 Logit 回归分析显示，Wald χ2 非常显著（p<0.0000），Pseudo 

R2 均高于 0.3（除仅包括控制变量的 M4-1 外），说明本文的回归模型得到了较好的解

释（见表 5-2）。 
Logit 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省级公安微博的

开通情况、辖区政府网站等变量与地市公安微博开通显著正相关，由此 H1a、H3a、H6a

等 3 个假设得到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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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自变量对公安微博开通与否的 Logit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M4-1 M4-2 M4-3 M4-4 M4-5 M4-6 M4-7 

Near1  2.190** 1.864*  4.688***  4.504*** 

  (0.896) (1.062)  (0.692)  (0.665) 

Sister  0.0219 0.0470 0.0468 0.0785 0.0292 0.0537 

  (0.0497) (0.0749) (0.0738) (0.0699) (0.0735) (0.0701) 

Upper1  2.031*** 2.329*** 3.200***  3.108***  

  (0.576) (0.643) (0.427)  (0.417)  

Netizen  0.0172 0.0192 0.0193 0.0121 0.0157 0.00766 

  (0.0155) (0.0171) (0.0170) (0.0163) (0.0167) (0.0162) 

Safety  -0.383 0.0696 0.307 0.0632 0.0849 -0.215 

  (0.734) (0.928) (0.912) (0.856) (0.927) (0.867) 

Fiscal  -1.299 -2.934* -1.071 -1.177   

  (1.093) (1.743) (1.194) (1.195)   

E-gov  0.0384** 0.0428* 0.0528** 0.0246 0.0466** 0.0173 

  (0.0192) (0.0220) (0.0214) (0.0194) (0.0214) (0.0195) 

GDP 0.503*  0.710   0.0687 0.201 

 (0.278)  (0.539)   (0.379) (0.371) 

Size 1.040***  0.716** 0.666** 0.325 0.752** 0.482 

 (0.261)  (0.355) (0.296) (0.296) (0.332) (0.326) 

Capital 0.127  0.424 0.0637 0.844 -0.0554 0.651 

 (0.594)  (0.850) (0.815) (0.837) (0.810) (0.836) 

Vice -1.406*  -2.405** -2.393** -2.224* -2.248* -2.048* 

 (0.778)  (1.212) (1.205) (1.155) (1.204) (1.168) 

East 1.007***  0.349 0.542 0.173 0.386 -0.0287 

 (0.385)  (0.532) (0.511) (0.487) (0.488) (0.478) 

West -0.293  0.613 0.878* 0.0730 0.866* 0.0758 

 (0.325)  (0.535) (0.521) (0.474) (0.521) (0.474) 

常数项 -10.60*** -3.293*** -16.18** -7.416*** -5.849*** -7.550 -7.505 

 (3.794) (1.190) (7.262) (2.103) (2.038) (4.747) (4.691) 

N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Log 
likelihood 

-156.676 -118.065 -113.166 -115.370 -121.450 -115.764 -121.800 

Wald χ2 48.35*** 125.57*** 135.37*** 130.96*** 118.80*** 130.17*** 118.10***

Pseudo R2 0.134 0.347 0.374 0.362 0.329 0.360 0.327 

注：因变量为公安微博开通与否（Launch），回归系数在括号外，标准误在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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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自变量对公安微博开通早期性的 Tobit 回归分析结果 

自变量 M4-8 M4-9 M4-10 M4-11 M4-12 M4-13 M4-14 

Near1  266.9*** 151.6*  344.6*** 337.8***  

  (84.91) (82.40)  (50.82) (49.99)  

Sister  -5.707 -6.467 -5.818 -3.576 -6.212 -7.948* 

  (4.314) (4.803) (4.797) (4.856) (4.829) (4.788) 

Upper1  166.5*** 153.6*** 234.7***   227.5*** 

  (54.84) (52.78) (32.05)   (31.58) 

Netizen  2.671** 2.346** 3.042*** 2.198* 1.546 2.479** 

  (1.238) (1.186) (1.172) (1.178) (1.184) (1.180) 

Safety  -20.49 -135.9* -132.0* -144.4* -168.2** -153.7** 

  (67.77) (73.35) (74.02) (74.56) (73.80) (73.52) 

Fiscal  66.37 -178.7 -21.33 -3.518   

  (91.16) (117.6) (93.72) (94.83)   

E-gov  5.005*** 3.151** 3.922** 2.993* 2.193 3.222** 

  (1.533) (1.551) (1.545) (1.545) (1.552) (1.555) 

GDP 69.54**  83.15**   57.95* 42.55 

 (28.36)  (40.06)   (31.99) (31.71) 

Size 121.7***  85.65*** 70.26*** 48.77* 75.63*** 91.18*** 

 (27.84)  (27.89) (24.19) (25.08) (28.14) (27.46) 

Capital -6.078  50.49 31.92 55.26 44.95 22.09 

 (60.42)  (58.00) (58.11) (59.64) (58.16) (56.93) 

Vice -104.1  -111.4 -100.7 -98.13 -90.85 -92.55 

 (76.64)  (79.62) (80.42) (81.56) (79.92) (78.98) 

East 209.0***  154.3*** 167.9*** 148.7*** 132.3*** 153.7*** 

 (37.67)  (35.97) (35.81) (36.80) (35.60) (34.47) 

West -73.89*  -49.72 -35.48 -85.30** -87.02** -38.46 

 (38.87)  (43.28) (43.46) (42.18) (41.92) (43.32) 

常数项 -1,307*** -218.2** -1,525*** -488.8*** -403.6** -1,086*** -977.4** 

 (391.6) (102.6) (533.5) (162.2) (162.7) (410.9) (405.1) 

sigma 231.4*** 223.2*** 202.0*** 204.7*** 207.7*** 206.4*** 204.0*** 

 (12.87) (12.26) (11.11) (11.26) (11.44) (11.35) (11.22) 

N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Log 
likelihood 

-1358.513 -1339.192 -1320.434 -1323.899 -1327.418 -1325.780 -1323.026

LR χ2 108.58*** 147.22*** 184.73*** 177.80*** 170.77*** 174.04*** 179.55***

Pseudo R2 0.038 0.052 0.065 0.063 0.060 0.062 0.064 

 79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注：因变量为公安微博开通天数（Days），回归系数在括号外，标准误在括号内。本文考虑了

0 的左删失而未对右删失进行设置。*** p<0.01, ** p<0.05, * p<0.1。 

值得注意的是，其他研究假设均未获得实证结果的支持。与假设方向一致，国际

友好城市数量、辖区人口的网民比例等与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但均未通过统计显著

性检验。与预期相反，辖区治安状况和财政健康状况同因变量负相关且不显著，辖区

治安状况在某些模型中的符号为正，而财政健康状况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显著负相关

（M4-3）。 
与此同时，本文还发现人均 GDP、人口规模与公安微博开通显著正相关，说明辖

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公安微博越有可能开通。副省级城市虚拟变量

同公安微博开通显著负相关，东部城市虚拟变量与之显著正相关。省会城市虚拟变量、

西部城市虚拟变量均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对公安微博开通天数的 Tobit 回归分析显示，LR χ2 非常显著（p<0.0000），但 Pseudo 

R2 较低，说明模型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但解释力不足（见表 5-3）。不过，Pseudo R2

仅是反映模型拟合优度的一个近似指标，实际上对应的 OLS 回归分析的 R2 和经调整的

R2 都超过 0.40。 
Tobit 回归分析结果表明，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开通率、省级公安微博开通情况、

辖区人口的网民比例、辖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等与市级公安微博开通天数显著正相关。

因此，H1a、H3a、H4a、H6b 等 4 个假设得到了支持。 
研究表明，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与因变量负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仅有

M4-14 通过 90%的统计显著水平）。与预期相反，辖区治安状况的作用方向为负且通过

了统计显著性检验（除 M4-9 外），表明辖区犯罪率越高，治安状况越差，公安微博的

开通时间越晚。财政健康状况的假设未获得实证结果的支持。 
分析显示，辖区人均 GDP、人口规模、东部地区虚拟变量等同公安微博开通显著

正相关，西部城市虚拟变量与之显著负相关，说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口规模越大

的东部城市更倾向于在早期开通公安微博。城市的行政级别同公安微博开通的早期性

没有显著相关关系。 

5.2 政务微博的扩散研究 

5.2.1 描述性分析 
表 5-5 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在 283 个地级市中，平均每个地级市开通近 35 个政务微博，表明政务微博的扩散

速度较快。地级市政务微博的开通数量从 0 到 435 个不等，标准差超过 50，说明各地

级市之间在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 
其他自变量的分析显示，各地市之间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许多方面都存在

较大的变异，从而为其解释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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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变量缩写 N 均值 标准差 小值 大值 

政务微博开通数量 Blogs 283 34.922 50.323 0 435 

府际竞争 Near2 283 34.932 23.613 0 111.583 

府际学习 Sister 283 3.855 4.625 0 28 

上级政府压力 Upper2 283 30.212 13.480 3 58 

网民比例 Netizen 282 11.690 13.816 1.010 100 

财政资源 Fiscal 282 -0.532 0.235 -0.933 0.091 

政府网站 E-gov 283 27.521 13.400 4.310 76.130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GDP 282 10.191 0.704 8.555 12.818 

人口总数* Size 282 5.842 0.669 3.082 7.110 

省会城市 Capital 283 0.095 0.294 0 1 

副省级城市 Vice 283 0.053 0.224 0 1 

东部城市 East 283 0.346 0.477 0 1 

西部城市 West 283 0.297 0.458 0 1 

注：*表示取自然对数。 

5.2.2 相关分析 
表 5-6 报告了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 
初步分析显示，政务微博的开通数量所有自变量均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表明

本文的所有假设都获得了初步支持。控制变量方面，除西部城市虚拟变量与之负相关

且不显著，其他变量的相关关系都为正且显著。 

表 5-6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Blogs Near2 Sister Upper2 Netizen Fiscal 

Near2 0.319 1     

Sister 0.460 0.249 1    

Upper2 0.155 0.330 0.062 1   

Netizen 0.328 0.238 0.393 0.169 1  

Fiscal 0.465 0.447 0.582 0.279 0.560 1 

E-gov 0.509 0.337 0.665 0.259 0.460 0.577 

GDP 0.409 0.304 0.523 0.214 0.590 0.820 

Size 0.264 0.184 0.296 0.311 -0.088 0.023 

Capital 0.332 -0.151 0.563 -0.076 0.263 0.336 

Vice 0.395 0.063 0.663 0.042 0.346 0.335 

East 0.318 0.677 0.282 0.497 0.361 0.541 

West -0.149 -0.317 -0.209 -0.329 -0.155 -0.364 

 81



西安交通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注：绝对值大于 0.15 的相关系数在 9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表 5-6（续） 

变量 E-gov GDP Size Capital Vice East 

E-gov 1      

GDP 0.531 1     

Size 0.292 -0.231 1    

Capital 0.355 0.282 0.198 1   

Vice 0.578 0.361 0.216 0.460 1  

East 0.358 0.410 0.161 -0.034 0.159 1 

West -0.338 -0.248 -0.228 0.079 -0.085 -0.473 

注：绝对值大于 0.15 的相关系数在 9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本文对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显示，除了人均 GDP 与财政健康状况之间存在

较高的相关关系（r=0.820，p<0.0000），其他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均小于 0.70。 
分析显示，所有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 5，仅人均 GDP 和财政健

康状况的 VIF 较大（分别为 4.73 和 4.57），远小于一般公认的标准 10，表明没有严重

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不过，为稳妥起见，本文对分别加入人均 GDP 和财政健康状况的

模型进行分析。 

5.2.3 回归分析 
本文的回归分析结果在表 5-7 报告。 
研究发现，所有负二项回归模型的卡方检验均通过 0.01 的统计显著水平

（p=0.0000），说明本章提出的回归模型对政务微博开通数量的整体解释力较强。 
回归分析显示，省内其他地市开通政务微博的数量与因变量显著正相关（p<0.01），

即当省内其他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平均数量较大时，特定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

微博的数量也会相应提高。这种区域扩散效应主要反映为省内地级市政府之间为争夺

有限的发展空间和晋升机会而展开的激烈竞争。 
研究表明，财政健康状况与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关（M5-2、M5-4），但当

与人均 GDP 同时进入回归模型时则统计显著性下降（M5-3），说明二者的高相关关系

可能使其解释效力降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与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关，且在所

有模型中都得到了稳健结果（p<0.05）。上述分析表明，H1b、H5b 和 H6b 都获得了支持。 
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在未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同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

关（M5-1，p<0.01），但当加入控制变量后却为负且不显著。在将人均 GDP 和财政健

康状况排除后的回归模型中，它的符号又变为正但不显著（M5-6），可能是因为它与二

者的高相关关系所致（r=0.582；r=0.523）。因此，H2b 未获支持。 
省级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数量在未包括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同政务微博开通数

量显著正相关（M5-1，p<0.05），但当加入控制变量后却为负且不显著。在加入人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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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 的模型中（M5-3，M5-5），省级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数量与市级政府开通政务微

博负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因此，H3b 未通过实证检验。 

表 5-7 自变量对政务微博开通数量的负二项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M5-1 M5-2 M5-3 M5-4 M5-5 M5-6 

Near2  0.00689*** 0.00873*** 0.00865*** 0.00903*** 0.00994*** 
  (0.00225) (0.00295) (0.00296) (0.00296) (0.00306) 
Sister  0.0447*** -0.0167 -0.0043 -0.0146 0.0161 
  (0.0163) (0.0188) (0.0189) (0.0188) (0.0191) 
Upper2  0.00924** -0.00091 0.00194 -0.0011 0.00461 
  (0.00421) (0.00456) (0.00458) (0.00455) (0.0046) 
Netizen  -0.00055 -0.000 0.00166 0.00068 0.0066 
  (0.00445) (0.0043) (0.0045) (0.00429) (0.00471) 
Fiscal  1.143*** 0.569 1.393***   

  (0.311) (0.417) (0.325)   

E-gov  0.0166*** 0.0105** 0.0148*** 0.0104** 0.0193*** 
  (0.00495) (0.00528) (0.00513) (0.0053) (0.00509) 
GDP 0.704***  0.460***  0.584***  

 (0.094)  (0.146)  (0.115)  

Size 0.703***  0.591*** 0.417*** 0.608*** 0.289*** 
 (0.0869)  (0.104) (0.0914) (0.104) (0.0891) 
Capital 0.508***  0.687*** 0.676*** 0.732*** 0.847*** 
 (0.193)  (0.215) (0.217) (0.213) (0.218) 
Vice -0.0853  -0.209 -0.239 -0.225 -0.311 
 (0.248)  (0.286) (0.288) (0.286) (0.288) 
East 0.385***  0.11 0.132 0.138 0.269* 
 (0.125)  (0.155) (0.157) (0.153) (0.157) 
West -0.0473  0.0265 0.0937 -0.0155 0.0101 
 (0.124)  (0.127) (0.127) (0.124) (0.129) 
常数项 -8.185*** 2.752*** -5.196*** 0.662 -6.885*** 0.265 
 (1.259) (0.299) (1.921) (0.496) (1.475) (0.503) 
Ln α -0.548*** -0.457*** -0.610*** -0.573*** -0.605*** -0.512*** 
 (0.0873) (0.086) (0.0884) (0.0876) (0.0883) (0.0867) 
N 282 282 282 282 282 282 

LR χ2 197.76*** 171.40*** 215.09*** 205.20*** 213.25*** 187.62*** 
Log 
likelihood 

-1189.2359 -1202.4157 -1180.5695 -1185.5151 -1181.4913 -1194.3033 

Pseudo 
R2 

0.0768 0.0665 0.0849 0.0797 0.0828 0.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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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回归系数在括号外，标准误在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由于部分省份内部

的所有地级市政府都未开通政务微博，因此无法将省份固定效应纳入模型。 
网民比例与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正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在某些模型中，

其符号为负，也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M5-2，M5-3），因此，H4b 未获支持。 
控制变量方面，人均 GDP、人口总数、省会城市虚拟变量等与政务微博开通数量

正相关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城市虚拟变量与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正

相关，且在部分回归模型中统计显著（M5-1，M5-6）。 后，副省级城市虚拟变量与

政务微博开通数量负相关但不显著，西部城市虚拟变量与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正相关但

不显著。 

5.3 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研究 

5.3.1 描述性分析 
表 5-8 报告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可以看到各地级市之间的政府网站发

展水平差距较大，表现 佳的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超过 80 分，而 差的则不足 13 分，

标准差接近 13 分，说明存在较大的变异和解释空间。 

表 5-8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 变量简称 N 均值 标准差 小值 大值 

政府网站水平 E-gov 283 38.763 12.961 12.570 80.720 

府际竞争 Near3 283 27.486 8.012 0 46.880 

府际学习 Sister 283 3.855 4.625 0 28 

上级政府压力 Upper3 283 42.012 16.158 14.420 70.330 

网民比例 Netizen 282 11.690 13.816 1.010 100 

财政资源 Fiscal 282 -0.532 0.235 -0.933 0.091 

信息技术能力 IT 283 0.604 0.490 0 1 

人均 GDP* GDP 282 10.191 0.704 8.555 12.818 

人口规模* Size 282 5.842 0.669 3.082 7.110 

省会城市 Capital 283 0.095 0.294 0 1 

副省级城市 Vice 283 0.053 0.224 0 1 

东部城市 East 283 0.346 0.477 0 1 

西部城市 West 283 0.297 0.458 0 1 

注：*表示取对数。 

5.3.2 相关分析 
表 5-9 报告了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与本文的预期一致，多数自变量均与政府网

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仅有西部城市虚拟变量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负相关。上

述研究发现启示本文提出的多数研究假设都得到了初步验证。相关分析结果显示，本

文关注的核心自变量之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如经济发展水平与财政资源的相关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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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0.80，需要在回归分析时注意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出现。 

表 5-9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变量 E-gov Near3 Sister Upper3 Netizen Fiscal 

Near3 0.489 1     

Sister 0.577 0.202 1    

Upper3 0.314 0.511 0.070 1   

Netizen 0.414 0.261 0.393 0.229 1  

Fiscal 0.566 0.404 0.582 0.150 0.560 1 

IT 0.379 0.188 0.344 0.022 0.221 0.329 

GDP 0.499 0.255 0.523 0.060 0.590 0.820 

Size 0.294 0.247 0.296 0.152 -0.088 0.023 

Capital 0.332 -0.175 0.563 -0.061 0.263 0.336 

Vice 0.468 0.060 0.663 0.084 0.346 0.335 

East 0.363 0.601 0.282 0.266 0.361 0.541 

West -0.337 -0.573 -0.209 -0.295 -0.155 -0.364 

注：绝对值大于 0.12 的相关系数在 9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表 5-9（续） 

变量 IT GDP Size Capital Vice East 

IT 1      

GDP 0.275 1     

Size 0.208 -0.231 1    

Capital 0.263 0.282 0.198 1   

Vice 0.192 0.361 0.216 0.460 1  

East 0.164 0.410 0.161 -0.034 0.159 1 

West -0.123 -0.248 -0.228 0.079 -0.085 -0.473 

注：绝对值大于 0.12 的相关系数在 95%的水平上统计显著（双尾检验）。 

5.3.3 回归分析 
表 5-10 报告了各个回归模型的主要分析结果。总体来说，本文的模型都得到了很

好的解释。除了仅包括控制变量的 M6-1 的 R2 为 0.480 外，其他模型的 R2 都超过 0.50，
且 F 值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p=0.0000）。 

分析显示，省内其他城市政府网站的平均发展水平同地级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正

相关且在所有回归模型中均通过了 99%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府际竞争假设得到了

支持，实证检验通过了 H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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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0 自变量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M6-1 M6-2 M6-3 M6-4 M6-5 

Near3  0.388*** 0.524*** 0.518*** 0.534*** 

  (0.0862) (0.103) (0.105) (0.103) 

Sister  0.983*** 0.273 0.362* 0.300 

  (0.146) (0.191) (0.191) (0.189) 

Upper3  0.0982** 0.0806** 0.0715* 0.0804** 

  (0.0393) (0.0379) (0.0383) (0.0378) 

Netizen  0.0577 0.0246 0.0543 0.0287 

  (0.0478) (0.0488) (0.0484) (0.0486) 

Fiscal  9.155*** 4.198 12.96***  

  (3.319) (4.591) (3.560)  

IT  3.812*** 2.883** 3.160*** 2.927** 

  (1.187) (1.155) (1.168) (1.154) 

GDP 7.649***  4.533***  5.435*** 

 (1.090)  (1.530)  (1.170) 

Size 5.648***  3.232*** 1.840** 3.352*** 

 (1.024)  (1.014) (0.912) (1.006) 

Capital 4.464*  4.739** 4.316* 5.124** 

 (2.355)  (2.386) (2.416) (2.348) 

Vice 10.84***  9.368*** 10.60*** 8.880*** 

 (3.040)  (3.168) (3.185) (3.121) 

East 1.551  -2.845* -2.792* -2.525* 

 (1.478)  (1.510) (1.532) (1.469) 

West -3.565**  0.0315 -0.220 -0.0689 

 (1.455)  (1.412) (1.430) (1.408) 

常数项 -72.60*** 22.10*** -44.91** 13.81** -57.56*** 

 (14.79) (3.507) (20.56) (5.533) (15.20) 

N 282 282 282 282 282 

F 42.25*** 51.94*** 31.66*** 32.80*** 34.48*** 

R2 0.480 0.531 0.586 0.572 0.584 

Adj R2 0.468 0.521 0.567 0.550 0.567 

注：回归系数在括号外，标准误在括号内。*** p<0.01, ** p<0.05, * p<0.1。 
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正相关，在两个回归模型中通过了统计显

著性检验（M6-2、M6-4），但在包含人均 GDP 的两个回归模型中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

验（M6-3、M6-5）。究其原因，可能是因为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同人均 GDP 高度相关

（r=0.523，p<0.0000），导致其解释力下降。总体来说，府际学习假设获得了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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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检验部分通过 H2c。 
分析显示，上级政府压力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正相关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因

此该假设的检验获得了支持，实证检验支持 H3c。 
针对网民需求假设的检验表明，网民比例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正相关但未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说明公众需求假设 H4c未能得到实证证据的支持。 
政府财政资源和信息技术能力都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表明政府资源

和能力对政府网站发展至关重要，H5c和 H6c 得到了实证证据的支持。财政资源与政府

网站发展水平的显著性在 M6-3 降低并不显著，可能是因为它与人均 GDP 的高相关关

系所致，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将二者分别代入回归模型具有必要性。 
分析显示，人均 GDP、人口规模、省会城市虚拟变量和副省级城市虚拟变量等均

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区域环境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政府网站的发

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规模较大、行政级别较高的城市的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更

高。 后，地理位置虚拟变量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关系在各个回归模型中不一致，

说明它们同其他变量的复杂相关关系可能影响其对政府网站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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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讨论 

6.1 公安微博的扩散研究 

通过对市级公安微博开通与否、开通时间和开通早期性等的回归分析，本文发现，

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省级公安微博的开通情况、辖区政府网站等变量

与地市公安微博开通显著正相关，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开通率、省级公安微博开通

情况、辖区人口的网民比例、辖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等与市级公安微博开通的早期性

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省内其他地市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省级公安微博的开通情

况、辖区政府网站等变量获得了一致性的结果，都与相应的因变量显著正相关，表明

H1a、H3a、H6a 得到了稳健性的支持。辖区人口的网民比例同公安微博开通正相关但不

显著，同公安微博开通早期性显著正相关，因此 H4a得到了部分支持。 
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省内其他地市开通公安微博的比例与市级公安微博开通情

况显著正相关，说明 H1a得到了完全支持。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同公安微博开通与否和早

期性都无显著相关关系，表明府际学习假设（H2a）未获支持。省级公安微博开通情况

同市级公安微博开通显著正相关，说明上级政府压力假设（H3a）获得支持。上述分析

表明，省级公安厅开通微博的辖区，市级公安局开通官方微博的就会越大，反之则相

反。本文对府际关系的考察发现，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受到同级和上级政府的影响，这

一结论与政策扩散和管理创新的研究发现一致。上述结果表明，虽然中国与西方主要

国家的政治体制不同，与已有关注的创新类型不同，但本文仍然发现了几乎相似的政

府创新决定因素，表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具有较强的拓展性和适应性。不过，府际学

习假设未获支持，说明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比学习关系更强，它对政府信息技术

创新的扩散的影响也更大。不过，这一结果可能也与本文对府际学习的测量有关，因

为国际友好城市数量是一个反映城市对外开放和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指标，它与公安

微博开通的学习倾向还有一定距离，值得未来研究加以完善。 
与本文的假设一致，辖区人口的网民比例同公安微博的开通可能性和开通早期性

显著正相关，一定程度上验证了社会媒体应用作为一种公众发起和推动的信息技术，

其用户基础的扩散效应非常明显。与本文的假设方向相反，辖区犯罪率与公安微博开

通情况负相关，表明辖区治安状况与公安微博开通情况正相关，且仅有若干回归模型

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因此 H4d 未获得实证结果的支持。这一结果说明，虽然辖区治安

状况辖区对公安微博开通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并未达到足够显著的水平。 
同本文的假设方向相反，财政健康状况同公安微博开通负相关但不显著，提示H5a

未获得支持。在部分回归模型中，二者关系甚至为负，虽然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

由此可见，作为免费、开放的社会媒体，公安微博的资源依赖性并没有本文预期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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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高，它的采用和扩散并不需要特定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条件作为必要的基础设施。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研究表明越是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开通公安微博这种免费信

息技术的可能性反而更低，而恰恰是经济欠发达和财政状况欠佳的地区才更加依赖这

种免费和开放的信息技术①。本文的这一研究发现与已有研究有所不同，因为多数研究

都解释了财政资源对政府创新扩散的积极影响。由于本文考察的政府创新是较为新兴

的政务微博，且专注于公安部门，因此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辖区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同公安微博开通可能性和开通早期性都显著正相关，说明

H6a获得了完全支持。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从一代电子政务向二代电子政务发展的过

程中，一代电子政务对二代电子政务具有很强的影响。政府网站建设较好，电子政务

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在接受新的信息技术应用方面也表现得更为积极。 
后，控制变量对公安微博开通情况的影响方面，本文发现了辖区人均 GDP 和人

口规模对公安微博开通可能性和开通早期性的显著正向影响。本文的研究发现与已有

研究的结论一致，说明政府创新（特别是电子政务类的信息技术创新）的确主要受到

上述因素的影响。对美国市政府的研究显示，政府规模对政府创新的影响 为显著[208]。

本文对政务微博的研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即政府规模越大，政府采用新的信息技

术的可能性也越大。 
此外，省会城市虚拟变量、东部城市虚拟变量同公安微博开通情况正相关，而副

省级城市虚拟变量和西部城市虚拟变量与之负相关，并在部分回归模型中通过统计显

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公安局所在地市的行政级别和地理位置与其官方微博开通情况

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但并不稳定，表明行政级别和地理位置可能不是影响公安微博

开通的关键因素。 
基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本文采用中国市级政府和公安局的相关数据，对公安微

博的扩散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首次实证研究。本文基于组织创新与政策扩散领域

的理论基础和研究文献，提出了 5 大类共 7 个关键影响因素及对应的研究假设。本文

的研究表明，影响公安微博开通可能性的主要因素是公安局所在辖区的邻近地区公安

局开通微博的比例、上级公安部门的微博开通情况、因特网渗透率和政府网站发展水

平等，它们与公安微博开通可能性显著正相关。本文没有发现公共治安状况与公安微

博开通情况的显著相关关系。辖区财政资源状况同公安微博开通负相关，但未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口规模等与公安微博的开通显著正相关。上述

分析表明，本文提出的政策扩散理论假设和组织资源与能力假设均获得了部分支持。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从多个理论视角提出了影响公安微博扩散的主要因素，

并对其进行了实证分析，从而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拓展了政府创新扩散理论

的应用领域。目前尚未发现有关公安微博扩散的实证证据，而来自中国的政府创新扩
                                                 

① 与之相应的推论是经济发达和财政状况良好的地区更有实力引进昂贵的大型信息技术平台，他们对微博这类免费

技术的需求则并不那么强。而经济欠发达和财政状况欠佳的地区则因为无力投资昂贵的信息技术而可能更倾向于选

择免费的微博作为突破口。此外，在求大、求全、追求轰动效应的政绩观的指导下，“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可能

“不屑于”微博这种“雕虫小技”，而更愿意在昂贵的信息技术投资方面向上发出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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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经验研究更为少见。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该领域的研究空白。有鉴于公安微

博扩散的快速性、广泛性和影响深远，本文预计有关其扩散规律的研究将会越来越多，

而本文为这一现象和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有益探索。 

6.2 政务微博的扩散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地市级政府的截面数据，对政务微博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

析。研究发现，影响政务微博扩散的主要因素是同级政府竞争以及政府资源与能力。

这一发现有力支持了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理论对政务微博扩散的解释，即至关重要的

是从组织内外两方面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解释，政府内部属性或所在辖区的特征以

及纵横府际关系都是影响政府创新扩散的关键因素[28]。本文的研究发现也与有关政策

扩散的已有研究取得了一致，即基于横向竞争和纵向压力的区域扩散效应可能是解释

政策扩散和政府创新的主要因素[32,58]。 
在府际关系变量中，本文发现了府际竞争对政务微博扩散的影响，但却未获得支

持府际学习和上级政府压力的证据。虽然在未代入控制变量的回归模型中，反映府际

学习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同政务微博开通显著正相关，但当引入控制变量后其符号为

负但不显著；而当剔除财政健康状况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后，其符号又转为正但不

显著。上述结果说明府际学习的解释力较弱，还难以形成对政务微博扩散的实质性影

响。这一点可能与本文的测量指标有关，即由于社交网络和微博这类网站受到中国政

府的严密监控，国外同类网站由于“屏蔽”而尚未涉足国内市场，因此来自国际同行

的影响可能并非政务微博扩散的直接因素。反而许多国外政府和学者对中国政务微博

的快速扩散倍感兴趣，因此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对本文提出的府际学习假设进行检验

和重估。例如，国外观察家发现，当发达国家的政府和民众还在对微博及其在政府部

门的应用持怀疑和犹豫不定的态度时，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掀起了政务微博的开通浪潮，

令国外学者和媒体大为吃惊。中国文化对新技术的包容和开放程度可能是其中至关重

要的因素[232]。 
与本文的假设相反，省级政府部门开通的政务微博数量同市级政务微博开通数量

负相关但不显著。究其原因，政务微博的开通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自下而上的自发涌现，

而非自上而下的指令性采用。对美国联邦政府部门采用社会媒体技术的研究显示，政

府更倾向于通过同行和领先用户学习，而很少是由于上级政府的指令而采用。许多情

况下，上级政府都会“慢半拍”，让等待指令下达后才行动的政府部门不得不等一两年

后才可以放心使用[140]。因此，未来需要研究的恰恰是自下而上的政务微博的扩散，而

非自上而下的政务微博推动。 
本文没有发现支持公众压力假设的证据，即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占人口总数的比重

可能不是影响政务微博扩散的主要因素。政务微博是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其受众面

不限于本辖区内的公众，因此网民比例可能与其关系并不是那么紧密。对美国州政府

的研究也发现，网民比例甚至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负相关[202]。国内一些著名的政务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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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通常声名在“外”，其“粉丝”也不局限于所在辖区，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网民比例

可能并不是影响政府开通微博的关键所在。 
企业技术创新通常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对组织规模和资源状况的

需求也较为突出。电子政务（特别是政府网站）也属于这种创新，因此对组织规模和

资源状况的要求较高[202,211]。与之相比，主流微博平台的开通和认证也是免费的，政务

微博的开通成本低廉乃至几乎为零①，因此，政务微博开通与否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基于

组织规模和资源的“能力”问题，而主要在于政府及其执政者的“意愿”问题。虽然

已有的大量研究指出组织创新受到组织规模和资源禀赋的影响，但就政务微博扩散而

言，可能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探讨。本文的研究就显示，财政资源状况、电子政务发展

水平同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关，而反映辖区经济状况和规模的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和人口规模也同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关。这一点可能是因为政府经济和财政

状况较好，其创新倾向性较强，更有可能采用并推广政务微博等信息技术创新。 
本文从电子政务、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等理论视角出发，采用中国地级市政府的

数据，对政务微博扩散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显示，府际竞争、财政资源与

政府能力是影响政务微博开通数量的关键因素。政务微博扩散受到区域扩散效应的作

用，表现为横向政府间竞争。当同省内其他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比例较高时，

特定地级市政府开通政务微博的可能性会显著提高。另一方面，反映辖区规模和财富

状况以及政府资源和能力的变量也同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关，表明辖区属性和

政府特征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本研究表明，对政府创新扩散的认识和解释需要同时

从政府自身特征和府际关系的角度加以综合探讨。 
目前有关公共组织创新和政策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西方发达国家，少有研究关

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这些研究多数集中于联邦制下的政府创新扩散，尚未对单一制

下政府创新扩散的异同进行比较分析。从这个意义上说，本研究对已有政策扩散和政

府创新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并证实了已有理论和实证研究在中国的部分可行性。

与此同时，本文也发现，中国独特的体制结构和情境特征使政府创新扩散表现出不同

的特点。已有理论分析指出，与人们的预期相反，政治集权可能比政治分权更有利于

政策实验和创新扩散，因为政治集权下的学习效应和府际互动可能更强[35]。本文的研

究表明，在单一制的政治集权体制下，决定政务微博扩散的恰恰是府际关系特征而非

政府内部因素。 

6.3 政府网站的扩散研究 

本文采用中国地级市截面数据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了研究，重点

考察了内部因素（政府资源与能力）和外部因素（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

力和公众压力）的综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除公众压力的影响不显著外，其他因素

都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从而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本文的分析结

                                                 
① 政务微博的主要成本是制度规范、人力资源投入和协调等隐性成本，而它们通常难以获取和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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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较好地支持了内外因素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解释，表明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

的解释方面内外因素都是不容忽视的[28]。 
正如前文所述，中国政府网站的发展历程展现出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政府

网站高歌猛进、快速发展，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并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 差距；另

一方面，政府网站在各级各地政府之间有存在较大的差距，且短期内很难消除。中国

政府网站发展的趋同性（convergence）与异质性（divergence）同时存在，辖区和政府

内部因素会强化异质性，而外部因素则会推动趋同性，因此要求从内外两个方面加以

系统分析。本文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判断，由此启发未来研究在考察政府网站等政

府创新的采用和扩散时，既要从辖区和政府内部的角度进行分析，也要将区域扩散效

应纳入其中。 
分析表明，反映府际竞争和府际学习的区域扩散效应对政府网站发展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说明本文对单一制国家的研究发现与联邦制国家的一致，即区域扩散效应的

确会对政府创新产生不容忽视的影响[29]。与此同时，已有研究发现了中央激励对政策

创新扩散的影响[30,111]，本文的结果也证实了这个假设，表明上级政府压力对政府网站

发展水平的重要影响。 
虽然网民比例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正相关，但未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公众

压力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影响尚不明显。许多地方政府为了应付上级政府要求的信

息化建设工作任务，而将政府网站视为“面子”或“摆设”，只注重形式而不重视实质

内容的开发和具体服务的推进，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政府利用政府网站展开政民互动

的真正寓意。 
本文的研究发现，辖区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

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规模越大，政府网站发展越快。此外，行政级别越高，城市

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越高，一定程度上同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位于引领者位置且掌握

的充裕资源有关。 
什么推动了政府网站在各级各地区地方政府的采用、扩散和发展？针对这个具有

重要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研究问题，本文采用中国地级市政府截面数据对政府网站

发展水平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本研究有机整合了电子政务、组织创新与政策

扩散领域的理论和文献，从内外两个方面构造了 5 个维度的 6 个假设。本文的实证分

析表明，地方政府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都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做出了很好的解释。本文

的研究与国外已有电子政务研究得出了类似发现[208,233]，并与 近有关跨国电子政务发

展的研究一致[32]。虽然内部因素对政府网站的影响已经得到了大量研究，但有关政府

网站扩散的实证分析还没有展开。本文首次对中国地方政府网站的扩散进行了研究，

发现基于府际竞争、府际学习的区域扩散效应和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促进了政府网站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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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比较分析 

本文分别对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的扩散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

由于研究对象、变量测量、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研

究结果不尽相同，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分析。为此，本文对本文关注的三种政

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进行比较分析，分别从研究特征（见表 6-1 所示）和假设验证结

果两个方面予以比较（见表 6-2 所示）。 

6.4.1 研究方法 
本文对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采取了略微不同的策略，并可能影响研

究结果的比较（见表 6-1 所示）。从关注的行政层级来看，本文的研究都是在地级市层

面完成的，以便对公安微博在市级公安局、政府网站在市级政府的扩散以及政务微博

在市以下政府部门的扩散。从时间维度来看，鉴于微博扩散的迅猛和跨期较短，本文

对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的研究都采用了截面数据结构；由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跨年

可比性较差，本文也采用了截面数据结构。 

表 6-1 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的比较分析 

创新项目 公安微博 政务微博 政府网站 

行政层级 地级市 地级市 地级市 

时间 截面 截面 截面 

变量测量 创新与否、时间先后 创新程度 创新程度 

检验模型 
Logit 回归分析 
Tobit 回归分析 

负二项回归分析 OLS 回归分析 

从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变量测量而言，本文对公安微博的测量综合采用了采用与

否的二分法和采用早期性两项指标，对政务微博的测量是从其开通数量进行衡量的，

而政府网站的衡量则从其综合绩效的角度进行分析。从分析模型而言，本文分别使用

了 Logit 回归分析、Tobit 回归分析、负二项回归分析和 OLS 回归分析等方法，主要是

为了适应不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因变量测量特点。 

6.4.2 理论视角 
为了解释政府信息技术的扩散，本文主要从组织内外的角度加以考察，即从两个

方面予以分析。一方面是组织创新（主要是组织内部及某些组织环境特征）或政策扩

散视角（主要是组织外部，特别是组织间关系），另一方面是一般性或具体到该种创新

的影响因素。由此可以将影响组织创新扩散的因素分为四类：从组织内部而言，包括

适用于各类创新的一般性影响因素（generic）（如组织资源与信息技术能力），以及关

涉特定类型的创新的特殊影响因素（specific）（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从组织外部而

言，包括适用于各类创新的区域扩散效应（如府际学习、网民比例），以及指涉特定创

新的外部关系因素（如治安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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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也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考察。首先，组织是否采用某项创新，与组织自

身及其外部环境的特征密不可分，如组织规模、资源状况、组织结构、领导特征、环

境不确定性等。鉴于政府特征与辖区特征还有一定的差异，本文也可以分别对其加以

研究。其次，组织接受并采用创新的倾向还会受到同类组织及与组织紧密相关的上下

级组织的影响，它们是否采用该项创新及采用后的状况等均对特定组织的创新采用至

关重要。 后，政府创新的采用是通常为了解决某个具体问题或为了满足特定主体的

利益需求，因此创新是否被采用会受到与该创新密切相关的政策因素的左右。例如，

公安微博的政策目标之一是为了加强警民互动并获得破案线索，因此与辖区治安状况

有关的各项因素是决定其扩散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的角度，本文提出了共计 5 个维度 25 个理论假设，对包括

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在内的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进行解释。研究发现，

它们都获得了实证证据的部分支持，表明组织创新和政策扩散是解释中国地方政府信

息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理论视角（见表 6-2 所示）。以下分别对各个理论视角下的研究

假设支持情况进行分析，并对不同类型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支持程度进行研究。 

表 6-2 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研究的实证分析结果比较分析 

理论视角 研究假设 预期方向 公安微博 政务微博 政府网站 检验结果

府际竞争 H1(a, b, c)兄弟城市创新 + + + + 完全支持

府际学习 H2(a, b, c)国际友好城市 + / / + 部分支持

上级政府压力 H3(a, b, c)上级政府创新 + + / + 部分支持

H4(a, b, c)网民比例 + + / / 部分支持
公众压力 

H4d 治安状况 - / ? ? 不支持 
H5(a, b, c)财政资源 + / + + 部分支持

组织资源与能力 
H6(a, b, c)信息技术能力 + + + + 完全支持

 理论框架支持结果  （4/7） （3/6） （5/6）  

注：+、﹣、/，分别表示自变量与特定政府创新的扩散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显著负相关

关系或无显著相关关系。?，表示未对该自变量的影响进行检验或不适用。公安微博的检验结果综

合了开通与否和开通早期性这两项研究的结果。 

1）府际竞争 
H1(a, b, c)假设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竞争应会促进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即假设地理

临近的其他地方政府采用创新的数量或比例同政府创新采用正相关。在对地级市政府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研究中，本文将其操作化为省内其他地级市采用创新的情况同城

市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研究显示，公安微博开通与否及开通早期性、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政府网站发展

水平等都受到府际竞争效应的影响，表明政府间竞争是理解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

新扩散的关键因素。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府际竞争效应同三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

扩散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 H1(a, b, c)获得了实证证据的完全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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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间竞争是理解和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发展动态和演化逻辑的重要理论视角，并

受到学者们的普遍关注[234]。大量研究显示，中国地方政府竞争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

时也带来了经济波动、地方保护、重复建设、公共品供给扭曲等诸多负面影响[185]。本

文的研究证实了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互动”是真实存在的，表现为地方政府之间相

互借鉴和模仿信息技术创新。由此，本文的研究发现为政府间竞争的积极效应提供了

新的而证据，表明政府间竞争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可能是通过政府创新

的扩散而发生的。 
2）府际学习 
H2(a, b, c)假设政府间学习效应是解释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重要因素，即府际学

习与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正相关。在对地级市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研究

中，本文结合实际情况将府际学习效应操作化为特定城市建立的国际友好城市数量。

实证分析表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受到国际友好城市数量的显著正向影响，而公安微

博和政务微博对其依赖性较低。因此，H2(a, b, c)仅获得了部分支持。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依赖于较强的网络基础和用户关联性，而基于府际学习的区

域扩散效应为地方政府之间提供了快速扩散的温床。地方政府之间的频繁信息交换和

交往有利于互通有无，并加快信息技术创新的普及。本文的分析显示，政府网站的扩

散受到基于府际学习的区域扩散效应的显著影响，而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则较少受其

影响。目前，针对府际学习的测量还没有比较有效的指标，虽然一些学者尝试将经济

竞争和社会学习两种不同区域扩散效应加以区分，但仍然还面临较为严峻的方法论难

题[186]。本文探索性地选取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作为衡量城市政府的府际学习效应，获得

了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实证证据支持，而对政务微博的研究则有待进一步观察。 
如前所述，府际学习的发生可能通过许多正式和非正式渠道。正式渠道包括政府

及其官员之间的专业协会、研讨会、讨论组等，它们通过专业出版物、召开现场办公

会、组织考察学习等方式促进政府创新的扩散。非正式渠道包括政府官员之间的私人

关系网络，特别是同僚网络，为信息传播和沟通提供渠道。此外，府际学习还可以通

过新闻媒体进行扩散，比如通过全国性或专业性新闻媒体的报道，政府创新得以快速

和大面积扩散，而这些很难从传统府际学习的操作化加以佐证。更为重要的是，对于

政务微博这种即时性和互动性都较强的社会媒体应用来说，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关注

（如微博中的“互粉”）可能加速其扩散，并需要通过政务微博之间的关注链或社会网

络加以细致考察。 
3）上级政府压力 
H3(a, b, c)假设上级政府鼓励或采用某项创新的情况同本级政府创新采用的可能性正

相关。本文在实证研究中将其操作化为上级政府是否开通公安微博、开通政务微博的

数量以及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本文的实证分析显示，上级政府的激励和压力同公安微

博扩散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而同政务微博的扩散无显著相关关

系。因此，H3(a, b, c)获得了实证证据的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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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企业相比，地方政府在探索和尝试新事物的过程中，对上级政府及其主管部门

的态度和意见更为重视。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创新的初期，上级部门的默许或认可能够

降低和化解潜在风险，为政府创新提供合法性外衣和舆论支持，有利于创新项目顺利

度过初始风险期。 
政府网站建设已经制度化和成熟化，各级政府都制定了严格的绩效评估和奖惩问

责制度，为自上而下的推行提供了制度基础。一些政府甚至还对下级政府的发文数量

和网站架构等都提出了要求，由此可见其制度化和正式化的程度较强，从而为自上而

下的管理提供了条件。本文认为，公安微博聚焦于特定部门，上行下效和向下贯彻的

力度更强，受到上级部门压力的作用更强。与之相比，上级政府的政务微博开通数量

可能不是衡量上级政府压力的 理想指标，因为不同政务微博的影响力不同，而选择

合适的权重予以加权处理可能更为合适。 
4）公众压力 
H4(a, b, c, d)假设地方政府所在辖区的公众施加的压力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正

相关。对于三类信息技术创新来说，网民比例都是公众压力的主要表现，即上网的公

民数量越多，政府面临的提供“内容”的压力越大，并表现为政府通过适当的引入创

新来响应公众需求。对于公安微博来说，由于其所处的政策领域是公共安全，因此辖

区治安状况也是公众压力的重要指标之一，并会对其扩散产生影响。 
（1）网民比例 
本文的实证分析显示，网民比例同公安微博的扩散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而与政

务微博的扩散及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H4(a, b, c)获得部分支持。综

合而言，网民比例对特定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对于网络外

部性较强的信息技术创新来说，较大的用户基础和互联度是推动其采用和扩散的重要

因素。网民比例或网络渗透率作为衡量网络用户基础的重要指标，对信息技术创新的

扩散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 
本文的分析表明，公安微博的扩散受到网民比例的显著影响。公安微博的定位主

要是为辖区公民提供信息咨询和实时互动，由于其同辖区居民的关联性较为密切，因

此来自辖区的公众压力对其影响较为明显。如果辖区网民规模小，公安微博就成了“无

源之水”和“无本之木”，加之其侧重辖区的“小众”服务策略，就很难完成其使命。

也正是辖区网民的支持、关注和参与，为公安微博的快速发展和大面积普及提供了群

众基础，并通过政民互动的良性循环为其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网民比例与政务微博扩散之间的正相关关系之所以未获得支持，可能是因为其尚

处于扩散初期，网络外部性发挥正面作用的时期尚未来临。因此，未来研究有必要考

察网民比例对政务微博扩散中后期的影响。 
网民比例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相关关系并没有在以往研究中获得一致性发现，

甚至在一项研究中出现负相关关系[202]。一些学者将其归结为“数字鸿沟”，认为网民

比例是一个非常粗略的测量指标，只是反映了特定辖区潜在的上网人口规模，但却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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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辖区网民群体的参与性、主动性、积极性等特点进行衡量。然而，恰恰是网民中的

少数“积极分子”乃至“极端分子”通过非常强有力的互动和参与，对政府施加了强

大的舆论压力。例如，广东、上海、河南等地的党政领导都会接见在网络世界中影响

力较强的网民代表，并鼓励其建言献策。由此可见，当政府网站发展到一定阶段后，

在其发展初期中至关重要的网民比例的重要性降低了，网民质量或综合素质可能成为

其后期发展的重要因素。 
（2）治安状况 
与公安微博扩散相关的公众压力假设还假设，地方政府的治安状况同辖区公安局

开通政务微博的可能性负相关。本文对辖区治安状况同公安微博扩散的相关关系进行

分析显示，辖区治安状况同公安微博的扩散无显著相关关系。因此，H4d 未获支持。 
虽然辖区治安状况的优劣可能会对公安部门的创新动机和行为产生不容忽视的影

响，但这种影响的方向和强度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检验。治安状况未对公安微博的扩散

产生显著影响的可能原因在于如下两个方面。首先，当面临较强的治安困境和挑战时，

公安部门更倾向于采取更为直接的创新举措，如加大警力投入，加强巡逻、排查和布

防等，而微博的开通则通常是其次才会考虑的选择。其次，本文关注的是市级公安局

的官方微博，它们虽然同辖区公众的关系较为紧密，但与辖区公众联系更为密切的则

是区县公安分局以及乡镇和街道派出所。未来研究可以对上述行政层级的公安微博进

行研究，以期发现可能不同的结果。 
本文的研究显示，在公安微博、政务微博扩散与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主要影响因

素中，府际关系与区域扩散和上级政府激励是 重要的因素，而不是公众压力，这一

发现恰恰表明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逻辑，即“眼睛向上”而不是“眼睛向下”，重视

上级看法而轻视民众诉求，这也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及创新的紧迫性。由此可见，目

前政府“执政为民”的理念可能还停留在口号，尚未成为政府实际运行中的行为指针。 
5）组织资源与能力 
（1）财政资源 
H5(a, b, c)假设地方政府的财政资源同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正相关，而本文的实证分

析表明，财政资源与公安微博都无显著相关关系，而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及政务微博

的扩散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因此，H5(a, b, c)获得了实证证据的部分支持。 
公安微博同财政资源无显著相关关系，究其原因可能是由于本文衡量的是政府整

体的财政资源水平，而开通微博的具体部门则可能不受其影响或影响较弱。例如，公

安微博的开通可能与公安局的财政资源状况存在相关关系，而与所属辖区政府财政资

源水平的相关性较弱。本文对财政资源与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系研究显示，公安微

博这类免费、开放、自由的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并不需要充沛的财政资源作为前提条

件，而需要大量前期基础设施投入和后期运营维护成本的政府网站则对宽裕的财政资

源依赖严重。由此，本文的研究发现回应了 Downs 和 Mohr 的观点。他们指出，组织

资源是否有利于创新还取决于创新的成本。当创新成本较高时，财富是创新的一个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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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预测变量；但当创新成本很低时，这一关系却并非如此[24]。本文的分析表明，财

政资源同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或二者关系受到创新成本的调

节效应。即当创新成本较高时，财政资源同创新扩散正相关；而当创新成本较低时，

财政资源同创新扩散无显著相关关系。 
（2）信息技术能力 
H6(a, b, c)假设地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同其官方微博的扩散正相关，政府信息技术能

力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至关重要。本文对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的扩散研究表明，政府

网站发展水平都同其扩散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对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研究显示，政

府信息技术能力同其显著正相关。因此，H6(a, b, c)获得了完全支持。 
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紧密相关，这也是本文发现政府网站发展

水平同政府信息技术能力显著正相关的原因所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在从第一代到第

二代的发展中表现出较强的连续性和相关性，即政府网站绩效较高的地方政府更倾向

于在引入社会媒体应用方面表现出众。实际运作中，许多政务微博和公安微博的运营

都是同原有政府网站密不可分的。许多政务微博将其政府网站的信息照搬到官方微博

逐条发布，或者转而将政务微博中收到的回复转发到政府网站上。一些政务微博还与

政府网站建立链接，通过微博粉丝增强政府网站的受关注度。 
6）理论框架的支持结果 
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对不同类型信息技术创新扩散扩散的解释力不同，表明创新

类型可能是影响其解释力的重要因素。对公安微博来说，与之相关的 7 个研究假设有 4
个获得支持，3 个未获支持。政务微博的 6 个相关研究假设有 3 个获得支持，另外 3
个没有获得支持。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 6 个研究假设有 5 个获得支持，仅有 1 个未获

支持。综合来看，该理论框架对电子政务发展水平的解释力 强，这一点与 Lee 等的

研究发现一致[32]。他们的研究显示，Berry 和 Berry 提出的 4 个维度对全球电子政务的

解释较好，几乎所有维度都获得了支持。但电子民主却只受到国内因素（如网民比例）

的影响，而很少受国际因素的左右。我们研究显示，该理论框架对公安微博和政务微

博这类社会媒体应用创新的扩散解释力不够，可能需要进一步研究。一个可能的原因

是，政府使用微博还处于初始阶段，其扩散也才刚刚开始，这大大不同于政府网站发

展得成熟。一般来说，在扩散的后期，来自采用者和潜在采用者之间的交互发挥着至

关重要的作用；而在扩散的初期，采用者自身的创新性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来自其

他采用者的影响则不具有决定性[43]。这一点同本文有关政府网站与微博的研究结果相

吻合。 
整体来说，府际竞争和上级政府压力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力 强，而

府际学习和公众压力的影响力较弱。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力佐证了观察家们的认识，即

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仍然停留在“传统行政的逻辑”，表现为“对上负责”、“眼睛向上”，

缺少来自公众的正式问责，因而政府缺乏对公众需求的有效回应[235]。一方面，上级政

府对下级政府的资源控制，集中表现为财政转移支付、政策倾斜和优惠以及人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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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的安排等，使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惟命是从”，上级政府的一举一动常常会引发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的连锁反应，因而来自上级政府的鼓励、引导或暗示，都又

可能诱发下级政府的“跟风”，进而使上级政府偏好的政策或项目得以快速而广泛的传

播和扩散。另一方面，为争夺上级政府的有限资源，下级政府不得不在各个维度展开

激烈的竞争，如对财政转移支付、政策试点权、晋升机会等的白热化争夺，使地方政

府一改传统官僚组织的保守和被动色彩，对能够为其带来竞争优势的新观念和新事物

变得更具包容性。与此同时，政府竞争还使政府对竞争对手采用的特定创新更为敏感，

因为它的引入可能直接影响竞争态势和彼此的相对竞争优势，从而诱发地方政府较快

地跟进和采用。尽管公众压力和问责在近些年来变得日益重要，但其作用仍然有待提

升，以便通过正式的渠道对政府施加足够的压力，使其能够根据公众的意愿和诉求采

用特定创新。而对于府际学习来说，由于府际竞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其包括在内，

而且二者在许多情况下尚难以区分，因此其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影响可能在很

大程度上被府际竞争所吸收。 
与上述 4 个维度相比，组织资源与能力的解释力对各类信息技术创新扩散都较强，

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我们加入该维度的必要性。本文的研究表明，政府信息技术创新

的扩散不仅需要来自政府外部的利益相关者施加的各种压力，而且需要能够将这些各

个来源的压力通过适当渠道和机制转化为动力的手段，这一点恰恰需要政府掌握的特

定资源和能力来加以实现。本文的研究也说明，从政府内部与外部、压力与动力这样

两个维度来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加以研究，能够更为全面地认识其动态过程与

决定因素。与此同时，本文的研究还启示，政府资源与能力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

的影响力不亚于其他外部压力的作用力，如果它们的作用不比它们更大的话。 

6.5 理论贡献 

6.5.1 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 
本文构建了一个解释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理论框架，为更好地理解政府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提供了理论依据。本文拓展了 Lee 等对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在全

球主要国家扩散的理论框架[32]，并将其应用到中国地方政府和政府微博，从而为该方

向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目前研究尽管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进行了大量考察，但缺少整合性的理论框

架进行深入分析，局限于单一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类型的研究，且对中国等发展中国家

和转轨经济体缺乏足够重视。本文综合已有理论和研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

架，并据此提出了可资验证的理论假设，对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应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本文结合中国地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实际情况，将已有理论和研究加以整合并

提出了一个可资检验的理论框架，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在此基础上，论

文从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力、公众压力、组织资源和能力等几个方面探

讨了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决定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理论假设，供后文及未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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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进行发展和检验。本文采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和集权色彩浓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

实证研究场域，提供了区别于联邦制和民主制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证据，检验并

拓展了已有理论的应用范围。与此同时，本文基于三类政府创新的实证分析佐证了该

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从而进一步为其提供了实证支持。 

6.5.2 微博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及扩散 
本文在研究中比较了第一代和第二代信息技术创新在中国地方政府的应用，为考

察两类不同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模式及其决定因素提供了理论启示。虽然围绕政府网

站的扩散进行了大量研究，但针对政府微博的研究还未发现。本文对两类政府信息技

术创新的扩散模式及其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和比较研究，为揭示不同类型的政府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规律提供了启示。 
虽然有关政府网站及其扩散的研究越来越多，但针对政府微博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而本文针对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的研究都是该领域 早开展的。本文主要关注两类信

息技术创新：代表第一代信息技术的政府网站和代表第二代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应用

的政府微博（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两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都属于开放、外向的信息

技术应用，强调政府与外部利益相关者的信息沟通与交互，而区别于侧重于政府内部

管理的封闭或半开放信息系统。 
本文首次对政务微博这一新兴社会媒体在政府中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并揭示了

政务微博的扩散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作为政府电子政务拓展的新兴领域，政务微博在

过去几年获得了迅速扩散，但对其扩散成因的研究还未发现。本文实证分析了政务微

博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这一研究对增进人们对政务微博扩散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经

验证据，并为各级政府和部门进一步推动政务微博扩散提供了决策参考。 

6.5.3 府际关系与政府信息技术扩散 
过去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研究主要强调政府及其辖区自身的特征，而缺乏对政

府之间关系及其互动过程的关注，因而难以全面理解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全貌。

本文的研究弥补了该领域的上述不足，并为未来该方向的研究提供了指引。本文的实

证证据也证实了 Lee 等对电子政务和电子民主在全球主要国家扩散的研究发现，即自

上而下和水平扩散效应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中同样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32]。 
本文针对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的扩散的实证研究都表明府际关系对政

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自上而下的垂直扩散和基于

经济竞争与社会学习的水平扩散都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产生了重要影响。本文

的研究还表明，府际关系不仅在政治学和公共政策创新的扩散中占据重要位置，而且

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中也发挥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因此，本文的研究表明府

际关系对多种类型的政府创新扩散都有较强的解释力，值得在未来研究中予以关注，

并进一步在其他技术和政策领域加以实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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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管理启示与政策建议 

6.6.1 府际关系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至关重要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通过识别可以控制或影响的关键因素，可以对信息技术

的进一步扩散提供经验依据。例如，来自邻近地区和上级部门的影响是政府信息技术

创新扩散的主要因素之一，而基于这种视角而制订的政策措施将有助于加快公安微博

的扩散和推广。以往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关注并没有认识到府际关系的重要作用，

而本文的研究填补了这一空缺，并对政府信息技术管理实践有重要启示。本文的实证

研究表明，在影响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因素中，不仅应关注政府自身及其所在辖

区的特征或属性，它们仍然是影响乃至决定政府创新性的重要因素；而且应该强调来

自上级、同级和下级政府的府际关系特征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作用。由此

可见，利用带有府际关系特征的政策工具组合，也能够帮助政府部门推动或抑制某些

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 
对于同级政府来说，学习和效仿其他同类政府部门的信息技术应用实践，可以降

低学习成本和失败风险。因此，地方政府应该尽可能多地融入各种府际沟通渠道或建

立切实有效的府际联系机制，加快新观念和新实践在政府之间的传播和普及。而在同

级政府部门之间建立具有联络沟通的平台、网络或组织，可能也有利于政府之间互通

有无，加快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 
对于上级政府而言，通过适当的激励为下级政府采用信息技术创新提供足够的支

持，能够加快信息技术创新在政府部门的扩散速度和推广程度。与此同时，上级政府

授权或鼓励下级政府采用新的信息技术，可能也有利于局部试点和规避大规模实验的

政策风险，为大范围的普及推广提供试点经验。从本文研究的结果来看，上级政府部

门的态度、立场和行为对下级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创新趋

势日益明朗时，适时出台鼓励性的政策举措，可能有利于地方政府统一思想并加快创

新扩散，为提高区域治理绩效提供启示。例如，美国、英国等国家都出台了规范和指

导政务微博的文件，为政府部门通过社会媒体应用加强政民互动提供了法定依据，也

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政府的后顾之忧，并为其快速扩散提供了制度基础。 
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政务微博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具有很强的自我扩散潜力，

其快速普及和广泛应用的事实即是证据。但与此同时，也应认识到进一步推动政务微

博扩散可能需要着眼于本文发现的主要影响因素。正如本文所发现的，决定政府微博

扩散的主要因素是政府资源和能力以及府际竞争关系，即来自兄弟政府的横向竞争。

因此，在推动政务微博扩散时，可以有意识地选取具有地区代表性的试点政府，“以点

带面”从横向竞争角度推动地方政府采用这种创新。与此同时，自上而下的层层“渗

透”可能也是推进政务微博不断扩散的重要力量，尽管自下而上的涌现也是创新扩散

的主力军。本文的研究也说明，对于政务微博这类政府创新，当务之急可能不是为政

府提供资源支持和营造内部环境等能力建设举措，更为重要的是从外部环境的角度为

地方政府提供适宜的激励，如激发政府间竞争或贯彻落实上级政策要求等。本文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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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在发展政府网站时，会根据其他地方政府的整体表现选择竞争对

象或学习榜样。因此中央和上级政府部门在推行某项管理创新或政策变革时，有目的

地选取一些地理中心地区或属于不同行政序列的地区进行试点，可能更加有助于区域

扩散和推广。 

6.6.2 公众参与是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关键基础 
本文的研究显示，公民压力、网民诉求等是推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重要力量。

当网民力量达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形成合力，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产生至关重要的推

动作用，从而加速这一过程的产生和完成。对消费者和企业的研究已经证实了网络基

础和网络外部性对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关键作用，而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的研究则进

一步证实了这一效应的存在。 
对技术创新的研究非常强调用户创新的重要性，认为用户参与打开了企业研发的

黑箱，有利于企业研发和创新的民主化[236]。新兴社会媒体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用户参

与的组织创新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平台支持，因为来自用户的及时反馈、试用体验、

网络讨论等都为组织创新和完善新产品和新服务提供了宝贵线索。 
政府网站和微博的服务对象——公民、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对政府的压力和需

求，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政府提供良好的政府网站，而鼓励公众参与（特别是网络参

政议政）显然有助于地方政府加大对政府网站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对于政府来说，

建言献策、参政议政、政民互动、网络讨论等的活跃为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发展和完

善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本文对网民比例的研究发现启示政府决策者在未来应进一步

强化网民在政民互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突出网民参政议政的显著性，通过网民的

力量推动政府信息技术创新。 

6.6.3 政府资源与能力是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主要前提 
本文的研究发现，财政资源和政府能力是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发展的

重要影响因素。此外，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经济发展水平和辖区人口规模同政府信息

技术创新扩散的显著正相关关系。由此表明，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加强政府信息化建

设和基础设施完善，是进一步推动包括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在内的信息技

术创新扩散和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府网站作为一项大型、综合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有赖于政府的大力投入和系统

管理，因此丰富的政府资源和优良的区域环境是其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而改善行政

环境也与政府网站发展息息相关。虽然政务微博和公安微博的扩散对组织资源与能力

的依赖性不如政府网站发展的高，但我们仍然发现了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资源和能力

依赖性。由此可见，政府资源和能力是政府信息技术创新扩散的主要前提，而无论是

政府部门还是信息技术供应商都应对此提高认识。 
对政府部门来说，信息技术创新通常较早发生在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财政资源和政府能力较强的地区，表明信息技术创新具有较强的“马太效应”。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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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验证了创新扩散的社会效应可能是两面的[43]。一方面，创新扩散促进了创新的普及

和极大化利用，为其综合效应的提升提供了条件；但另一方面，创新扩散更倾向于在

社会系统中的强势群体中发生，而弱势群体则往往缺乏采用创新的信息渠道、意识、

资源和能力。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扩散加剧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方政府之间的不

平等和“数字鸿沟”，这一现象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特别是对于地区不均和城乡差异

日益严重的中国更是如此。由此启发上级政府应加强对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投入和关

注，加大对落后地区的财政投入和能力建设，为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进一步普及和更

加均衡性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就信息技术供应商来说，在关注经济发达和财力充沛的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的

同时，也应将关注点转向欠发达地区和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因为它们

同样在信息技术创新方面表现出较强的动力。特别是对于微博这类免费、开放、共享

的信息技术来说更是如此。例如，目前新浪微博和腾讯微博都成立了专门的政务微博

运营部门或事业部①。当然，政府为信息技术供应商提供适当的激励，可能也有助于避

免它们“嫌贫爱富”，为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健康扩散提供基本条件。 
 

 
① 新浪微博设立了政务微博助理，帮助政府机构和公务员开通经过认证的微博；新浪微博还发布了《政务微博周刊》，

专门报道政务微博发展动态。详见新浪认证的政务厅：http://verified.weibo.com/gov/。腾讯微博也在其搜索界面设立

了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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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展望 

7.1 主要工作 

7.1.1 主要工作总结 
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现象进行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构建了地方政

府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理论框架，并通过公安微博、政务微博和政府网站等三类典型

政府创新的扩散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推进了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在中国地方政

府层面的应用，并为国际政府创新扩散研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 
论文首先对组织创新、创新扩散、政策扩散等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和研究状况进

行了综述，并指出了目前研究的不足。目前研究尽管对政府创新扩散进行了大量考察，

但缺少整合性的理论框架进行深入分析，局限于单一政府创新类型的研究，且对中国

等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体缺乏足够重视。在此基础上，论文从府际竞争、府际学习、

上级政府压力、组织资源和能力等几个方面探讨了政府创新扩散的决定因素，并提出

了相应的理论假设，供后文及未来研究进行发展和检验。 
其次，论文对公安微博在中国各地市的扩散进行了分析，重点考察了公安微博的

扩散过程和基本特征，并通过实证分析揭示了公安微博在各地市扩散的关键影响因素，

为理解政府 2.0 技术的推广提供了理论依据，并为进一步推动政务微博和其他类型的

Web 2.0 技术提供了经验依据。本文以中国市级公安部门为样本，对公安微博的扩散特

征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公安微博的扩散符合典型的 S 形分布曲线；

邻近地区公安微博的开通比例、上级公安微博的开通情况、公安局所在辖区的因特网

渗透率、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等均与公安微博开通显著正相关，而所在辖区的国际友好

城市数量、辖区公共治安状况、辖区财政健康状况等与之相关关系不显著。本文对公

安微博的扩散研究弥补了已有研究的不足，并为政府 2.0 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再次，论文从市级政府层面考察了政务微博的扩散状况及其影响因素。作为新兴

的社会媒体应用，本文较早对政务微博在各个地市之间的扩散进行了考察。研究发现，

省内其他城市政务微博开通数量、政府财政资源和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等同城市政务微

博开通数量显著正相关，而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上级政府政务微博开通数量、网民比

例等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又次，论文对地级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政府网站的

发展历史相对较长一些，相关研究也较多。研究发现，省内其他城市政府网站的平均

发展水平、国际友好城市数量、上级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政府财政资源和信息技术能

力等同城市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而网民比例与政府网站发展水平无显著相

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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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论文比较了上述三类不同政府创新的扩散特征和规律，并对本文提出的理

论框架的检验结果进行了讨论。三类政府创新的类型、阶段、特征均不同，所受到的

影响因素也存在若干差异，说明不同类型的政府创新需要通过比较研究来识别共通性

的影响因素和异质性的影响因素。与此同时，本文也发现三类政府创新的扩散受到若

干相同因素的影响。其中，基于府际关系的区域扩散和上级激励是 重要的因素，也

说明通过这一方向寻找推动地方政府创新的政策举措是可行的。在此基础上，论文提

出了研究的贡献及对政府管理创新实践的启示。 

7.1.2 本研究的创新点 
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进行了理论导向的实证研究，并在以下方面进行

了探索并产生了四个创新点。 
首先，本文综合已有理论和研究，提出了一个整合性的理论框架，并据此提出了

可资验证的理论假设，对政府创新扩散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本文结合中国

地方政府创新的实际情况，将已有理论和研究加以整合并提出了一个可资检验的理论

框架，从府际竞争、府际学习、上级政府压力、公众压力、组织资源和能力等方面提

出了研究假说并进行了实证检验，为该领域的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本文采用中国这

样一个单一制和集权色彩浓厚的发展中国家作为实证研究场域，提供了区别于联邦制

和民主制下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证证据，检验并拓展了已有理论的应用范围[35]。与此

同时，本文基于三类政府信息技术创新的实证分析佐证了该理论框架的适用性，从而

进一步为其提供了实证支持。 
其次，本文首次对公安微博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并揭示了公安微博的扩散逻辑

及其影响因素。已有关于公安微博的研究主要是描述性分析，缺少针对公安微博扩散

现象背后深层机制和内在逻辑的探察[237]。本文以中国市级公安部门为样本，对公安微

博的扩散特征及其决定因素进行实证研究，揭示了公安微博扩散的主要推动力，为理

解公安微博的扩散现象提供了经验证据。本文首次对公安微博的扩散进行了实证分析，

并考察了影响其扩散的各方面因素，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域，并为进一步公安微博

及其他技术应用提供了经验依据。 
再次，本文首次对政务微博这一新兴社会媒体在政府中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并

揭示了政务微博的扩散逻辑及其影响因素。作为政府电子政务拓展的新兴领域，政务

微博在过去几年获得了迅速扩散，但对其扩散成因的研究还未发现[6]。本文以中国市级

政府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务微博的扩散及其影响因素。这一研究对增进人们对政务

微博扩散的认识和理解提供了经验证据，并为各级政府和部门进一步推动政务微博扩

散提供了决策参考。 
后，本文较早对政府网站的扩散进行实证分析，综合考察了政府内外因素的影

响，拓展了已有研究的理论视域并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实证证据。虽然已有许多研究对

电子政务的发展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但却未能综合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加以系统分

析[32]。本文以中国地级市政府发展政府网站为背景，从多个方面考察了政府网站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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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因素，识别了促进或阻碍政府网站扩散的新变量，从而为政府网站研究提供了

新的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各级政府推动政府网站发展提供了决策依据。 

7.2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7.2.1 研究局限 
本文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扩散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并从多个方面探讨了政府

创新扩散的特征、过程和影响因素。在得出一系列研究发现的同时，本文也存在若干

局限需要指出，以便在研究结果推论和未来研究中予以注意。 
首先，鉴于微博的兴起只有短短两年多，本文未能构建面板数据对公安微博和政

务微博的扩散过程进行纵贯研究，以考察决定公安微博和政务微博扩散的其他关键因

素，并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更加稳健性的检验。由于搜索技术和舆情监测系统的不

足，目前还难以全面、精确地掌握中国地方政府开通官方微博的数据，因此本文的研

究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对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其次，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假设都是基于已有研究和本文关注的政府创新类型，

而对其他影响因素没有进行相应的分析。显然，影响政府创新扩散的因素多如牛毛，

本文目前还难以穷尽其影响因素并对其作出 100%的解释。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是来自

已有理论和研究的积累，代表了较为一般性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因此，其他影响因

素的识别和检验是未来研究进行知识创新的重要方向。本文仅考察了省内各地市之间

的相互竞争，而没有分析邻近地市之间（省内或跨省）的学习效应，未来研究值得进

一步打开区域扩散效应的内涵。本文也没有考察下级公安部门的官方微博和公安干警

的私人微博对本级公安微博扩散的影响，而自下而上的垂直扩散机制和来自意见领袖

的引领机制是值得在未来进一步考察的重要方向。本文对公安微博扩散网络的研究仍

局限于地理邻近和上下级关系，而没有分析基于社会网络、业缘网、互联网、微博互

联等的网络扩散效应。 
再次，囿于数据限制本文未能对本文提出的所有理论假设进行实证检验，而只能

留待以后供未来研究加以探索。本文提出的有些影响因素在部分政府创新扩散的案例

研究中进行了验证，如政府官员任期；一些影响因素没有在上述三种政府创新扩散研

究中加以考察，如自下而上的扩散。中国的许多政府创新都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性改革，

然后上升为高层乃至国家层面的政策。因此，更为重要的是在已有水平扩散和自下而

上的垂直扩散的基础上，研究自下而上的政府创新“涌现”，丰富政府创新扩散理论[115]。

本文只是考察了辖区属性、政府特征和府际关系等的影响，并没有打开“黑箱”并深

入分析政府内部结构、过程与领导（特别是政府官员）的影响，以及政党属性和竞争

程度、立法机构特征、意识形态和政治极化等[7,202]，它们很难在目前加以操作化和获

取。此外，本文也没有考虑地方政府官员的特征，如年龄、任期、职业背景、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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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等[238]，这些都有待于未来研究的深化①。作为“意见领袖”，他们对政府创新的影响

值得进一步考察[2]。这些尚未得到系统性检验的理论假设需要未来研究加以考察，而其

他获得检验的理论假设也有必要在其他场域和政府创新类型中进行再次检验，以获得

更具普适性的研究结论。 

7.2.2 未来研究方向 
有鉴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实践的蓬勃发展和政府创新扩散研究的匮乏，关于政府

创新的扩散研究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进行。 
首先，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实施的实证分析对单个变量影响政府创新扩散的特

征进行了考察，但却未分析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交互效应。有学者指出，组织创

新的影响因素之间并非独立效应而是交互效应，而组织创新对这些自变量的函数也是

乘积函数而非加总函数[24]。已有研究也指出，政府创新的扩散不仅受到单个变量的线

性或非线性影响，而且变量之间会形成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并对政府创新扩散产生交

互效应[29]。一般认为，只要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压力就会自动转化为动力，推动政府

采用创新。但实际上可能并非如此。如何将来自同级政府的竞争和学习、上级政府压

力和公众压力等外部压力转化为内部动力，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压力与创

新之间，能力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是调节效应还是中介效应，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

究。与单变量的独立效应分析相比，多变量的交互效应研究虽然更加符合政府创新扩

散的影响因素的实际情况，但其实证分析却面临一些技术难题[239]②。未来研究值得在

此方向进行探索，以期揭示政府创新扩散更为复杂也更符合实际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

机理。 
其次，领导者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已经得到了许多研究的关注，也是未来研究值得

考察的方向之一。政府创新的扩散研究主要注重辖区特征、政府属性和政策领域特征

等方面因素的影响，而对政府内部流程和机制的关注远远不够，特别是关于政府领导

者和领导班子对创新扩散的影响缺乏深入研究。来自“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调查

显示，领导干部是驱动政府创新的关键因素[2]，而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特色的“一把手

体制”进一步加剧了领导者对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一些研究考察了官员任期对政府

创新扩散的影响[31]，但尚未对领导者的人口统计特征、态度、心智模式和行为倾向等

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战略管理领域对以高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团队为代表的“战略

领导”进行系统研究，但主要局限于企业层面，有关政府战略领导的研究才刚刚开启。 
已有研究对政府官员的任期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它对政府创新扩散的影响，主要

                                                 
① 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网站长期不更新，许多地方政府网站成为“摆设”的直接原因看似是财政投入不足和人手

不够，但实则是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对电子政务的认识不足，因此有必要在未来从领导者的意识和行为角度加以研究。

参见：2011 年 5 月 27 日中央一台“焦点访谈”栏目《别让政府网站成摆设》。 
② 在考察交互效应时，采用事件史分析法对政府创新扩散进行实证分析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二分变量作为因变量的

Logit 或 probit 回归模型对交互效应的估计是有偏的，需要采用一些高级技术进行处理。Berry 和 Berry (1990) 早

采用分组回归进行分析，但其中存在难以克服的技术缺陷。关于这方面的技术问题，Berry、DeMeritt 和 Esarey (2010)
对此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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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党竞争和选举连任的角度进行考察[29]。对美国警察局和税务局的研究表明，“空降

兵”（外部调任）和“直升机”（内部晋升）作为职业流动的两种模式，会对创新的扩

散产生截然不同的影响。与“直升机”相比，“空降兵”的政府官员更加倾向于推动政

府创新扩散[240]。战略领导理论已经开始研究高层管理者和高层管理团队的特征和行为

对组织创新的影响，并发现了其作用路径和依存条件[79]。就本研究涉及的内容而言，

首先需要分别考察辖区政府的领导者和创新关涉的职能部门的领导者。对于前者，由

于组织创新的连带性和联动性，辖区政府领导者的影响不容忽视，需要分别对党委书

记和行政首长进行分析，因为在党国体制下二者同为辖区政府的党政首要领导，可能

会对组织创新产生不同的影响。对于后者，由于特定创新项目的专业性较强，受到所

属职能部门领导者的影响也更为强烈。虽然属于不同的序列，但都可以从领导者的年

龄、学历、职业背景、任期等方面加以考察。 
再次，本文只是对三类政府创新实践的扩散进行了实证研究，仍然无法获得有关

政府创新扩散的一般结论。这一点是多数政策扩散研究的“通病”，也是该领域亟待突

破的范式危机[100]。恰如Boehmke和Skinner (2011)所指出的那样，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

研究需要回归到Walker早期的研究传统，即从单个或少数几个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转向

大样本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以期解释一般性的“政策创新性”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102]。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各级政府涌现并推广的大量创新为这一方向的研究提供了

可能，而如何构建一个系统性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扩散数据库对其进行记录、累积和

分析，显然是一个值得努力的研究方向。在这方面，“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提供了可

以进一步挖掘利用的数据平台，但由于其案例研究特别是个案分析的依赖性较强，如

何使之适应大样本量化分析的需要，仍然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另一方面，鉴于政

府创新的正式性和成文特征，国外研究通常依赖法案的颁布作为衡量政策创新的依据。

而随着中国各类法律法规数据库的建立、更新和完善，基于法案的政府创新扩散研究

也将开启①。 
后，政策扩散与政策转移、政策学习等研究范式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即对政

策跨越边界在不同辖区和政府之间转移的现象究竟应该采取哪种方式进行研究。政策

扩散研究依赖于二手数据和大样本量化分析，旨在发现关键性的决定因素；而政策转

移和政策学习研究则通过深入访谈和个案分析，目的主要是为了识别其转移和学习过

程的关键阶段、主要行动者和影响因素。两者的差异恰如组织创新研究中变异研究和

过程研究的不同一样鲜明。本文认为，政策扩散研究为识别关键因素提供了经验依据，

但其合理性及作用机理等更为深层次的因素则需要访谈、问卷调查、实地考察等方式

进行探究，以便为其影响机理的解释提供更富张力的逻辑和证据。另一方面，政策转

                                                 
① 目前北大法意、法搜、法典、Westlaw 等法律法规数据库已经可以实现建国以来中国各级法律法规和行政规范性

文件的检索需要，但是目前各种法律法规数据库还存在内容片面、更新不够、收费较高、信息错误等不足。有人大

代表提案指出，国家必须有一个完备的法律法规信息数据库，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建立国家级大型法律法规数

据库。（陈翔等：《代表联名建议：建国家级法律数据库》，《广州日报》，2011-03-13，大洋新闻，2011-09-27 登录，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11-03/13/content_129022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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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和政策学习研究中发现的许多现象在抽象为理论假设之后，也可以通过政策扩散研

究进行一般性的经验检验，使其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和推广性。由此而言，未来研究需

要对本文考察的政府创新扩散实践进行更为深入的细致研究，在验证本文研究发现的

同时进一步揭示其扩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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