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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关键词：

采用中国 36 座城市的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企业管理者对政府网站办事功能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以及

政府网站绩效对企业满意度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对所在城市政府网站提供的在线办事服务总体表示满意；

企业的目标市场、竞争优势与电子政务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企业的所有制、年龄、规模和产业等则与电子政务满

意度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企业对所在城市公共服务与投资环境的满意度同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

研究还发现，尽管政府网站绩效同企业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效应并未达到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水平；城市的

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和互联网普及率是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最后，对上述发现的理论与政策启示

进行了讨论，并指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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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

一、引言

企业是经济发展与创造就业的主要源泉，政府对企

业的监管与服务是企业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一个健康

的市场经济环境有赖于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因

此，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领域，并

对理解电子政务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方面，政府为企业

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有利于企业创新与经济发展；另一

方面，政府又对企业进行监督和管理，企业需要遵守

政府制定的各项制度 [1]。因此，政府对企业的电子政务

（G2B）会对企业与政府之间的这两种关系产生不容忽

视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许多信息技术企业为电子政

务提供必需的设备、技术与知识，并通过采购与服务同

政府建立联系。企业也是在线纳税、在线填报、在线支

付等电子政务服务的主要用户，其运营更会受到电子政

务的深远影响。

如果政府能够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公平的竞争格

局及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则企业增长的潜力将会得到显

著提升。信息技术的引入为政府更好地为企业服务提供

了条件，使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完成许多同政府打交道

的工作。企业是电子政务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对电子

政务的满意度直接影响其使用意愿与效果 [2]。因此，研

究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就具有重要意

义。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政府认识到发展亲商的政

府网站对于吸引投资和发展经济具有重要价值。[3-4] 与

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企业也通过政府网站下载和上传各

类表格、办理各种业务并向政府咨询。[5] 欧盟国家的一

份调查显示，在 2005-2010 年期间，通过互联网与政

府打交道的企业比例从 69% 增加到 82%，这表明越来

越多的企业使用电子政务。[6] 然而，对加拿大的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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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只有 13.3% 的企业将网站或互联网视为与政府打

交道的主要渠道，企业仍然倾向于面对面或电话等传统

渠道。[1]

如果深入到中国内部并观察不同地区和城市的情况

就会发现，有些地区和城市的企业广泛使用电子政务并

对其较为满意，而另一些则差强人意。究竟哪些因素影

响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实证

分析将有助于我们理解电子政务如何服务于企业，并为

提升面向企业的电子政务绩效提供启示。

尽管企业是电子政务的重要服务对象，也是电子政

务的主要目标群体，但有关企业使用电子政务的研究却

不多见。大量研究集中于面向公民的电子政务，而很少

关注企业如何利用政府网站。[7] 一项对 2000 － 2011 年

间 22 篇论文的综述显示，多数研究针对公民和政府，

很少研究关注企业和政府雇员；[7] 仅有 1 篇论文对新加

坡企业采用电子政府服务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8]，还

有一篇论文分析了土耳其会计师采纳电子税务系统的影

响因素 [9]。

值得关注的是，最近一些研究开始对企业使用电子

政务的情况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对迪拜的调查

表明，企业信息技术能力是企业使用电子政务的前提条

件，而电子政务的使用有利于企业获取情报、发现商机

并节省时间，进而对企业营利产生重要作用。[2]Lee 等对

韩国的调查显示，企业对政府离线服务越满意，就越会

使用电子政务，而企业对信息技术的信任未产生显著影

响；[5]Reddick 和 Roy 对加拿大的调查发现，对政府营商

环境和包容性监管政策感到满意的企业更倾向于使用电

子政务，并对电子政务更为满意；[1] 对爱沙尼亚和德国

的调查显示，企业选择与政府沟通的渠道会受企业规模、

位置、行业、增长趋势等因素的影响，而电子政务的质

量和易用性是影响企业采用电子沟通渠道的主要因素。[3]

虽然中国电子政务的研究突飞猛进，但针对企业的

电子政务使用研究才刚刚开始。周沛等调查了企业采纳

移动税务的影响因素，发现政府压力、感知质量和市场

压力等是主要因素。[10] 张维迎等调查过企业对工商系统

电子政务的使用状况和满意度，并初步探讨了它们的影

响因素。[11] 综上所述，目前有关企业使用电子政务的研

究还不多见，探讨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研究则更少。

为了填补已有文献的不足，本文采用中国 36 座城

市的大样本企业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企业管理者对政府

网站的网上办事功能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研究显示，

包括企业基本特征与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在内的诸多因

素都对企业的电子政务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本文还实

证分析了城市层面的各种因素对企业电子政务满意度的

作用。这些研究发现丰富了已有文献，并为提升电子政

务绩效并满足企业的服务期望提供了政策启示。

本文以下部分的安排是：首先，结合已有文献提出

本文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以期解释企业对电子政务的

满意度；其次，介绍本文使用的数据与方法，并报告研

究的主要实证结果；最后，简要讨论本文的主要研究发

现，并提出研究启示和未来研究方向。

二、研究假设

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是一个复杂现象，并会受

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前所述，有关企业使用电子政务

的研究尚不多见。结合已有文献，本文将主要关注两类

可能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因素。概括来说，企

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会受到企业自身特征（需求方）

和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供给方）两个方面的影响。

首先，企业的基本特征可能影响其对电子政务的满

意度，包括企业的所有制、规模、所属行业、市场类型、

竞争优势等。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可能影响企业对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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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政务的满意度，这包括企业对公共服务的满意度和

企业对投资环境的满意度。由此可见，企业自身的特

征是影响其是否使用电子政务的重要因素。相对来说，

企业的规模越小、成立时间越短，可能在利用政府网

站方面越会遇到障碍，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也可能越

低。[3-4] 与此同时，企业如果对政府的服务和监管较为

满意并感到信任的话，它们使用政府网站并感到满意的

可能性也较高。[1,5] 企业的基本特征是客观指标，是反

映企业主要属性的变量。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则属于主

观感知指标，主要反映企业管理层对政府提供的公共服

务与营造的投资环境的总体态度。

其次，虽然企业对电子政务的需求程度会影响其满

意度，但从供给方而言，电子政务的发展程度也可能会

影响企业的满意度。如果电子政务的成熟度不够或就绪

度不高，可以提供的在线服务很少，或者设计得不够人

性化和易于使用，那么企业的满意度将会很低。由于企

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还会受到所在地区或城市的经济

发展水平、社会状况等环境因素的影响，故这些也是形

成企业观念和行为的主要因素。

目前，有关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研究主要集中

在企业的微观层面予以实证分析，即通过调查数据了解

企业的主观感知情况，并集中于探讨企业的特征及其对

政府的态度等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影响。此外，不同地

区或城市在电子政务发展程度和企业满意度方面也会存

在值得关注的巨大差异，而从宏观层面对该现象的研究

还不多见。因此，本文期望分别从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

研究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并对现有

文献作出补充。

（一）企业基本特征

⒈所有制

企业所有制是企业股权结构的主要指标，它反映了

企业的市场与价值取向，并可能影响其对电子政务的满

意度。相对而言，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与政府有着千丝

万缕的联系，其公共属性也决定了对政府的偏好，因而

可能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更高。中外合资和外商独资

企业既有境外或国外的经商经历，又有在中国国内的从

业经验，它们对两种投资环境的认识可能会影响其对电

子政务的满意度；目前，多数的境外资本来自中国的港

澳台地区或发达国家，而这些地区或国家的电子政务发

展较佳，因此，这些企业对中国地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

可能偏低。最后，民营企业和其他类型的企业相对较为

弱势，它们的生存往往依赖于政府的政策与管理，因此，

可能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较低。

⒉企业年龄

企业成立的时间越久，对所在城市的相关公共政策和

管理举措就越了解，就越有可能访问政府网站获取信息或

接受服务，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可能会越高。对于新成立

的企业来说，因其需要办理许多手续，可能与政府打交道

的机会更多，也更有可能通过网站与政府沟通。已有研究

发现，小企业通过网站与政府打交道的比例更高，尽管这

种差异并不明显 [1]。有鉴于此，我们假设企业年龄与电子

政务满意度存在相关关系，但不明确其作用方向。

⒊企业规模

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结构复杂性的重要因素，并会

对企业与政府沟通的方式产生影响。大型企业一般有专

门的机构与政府联系，而中小企业往往缺少类似渠道。

对加拿大的调查发现，大型企业更多使用政府网站，而

中小企业则很少使用。[1] 有研究显示，波罗的海地区的

中小企业在使用电子政务方面面临障碍，使用的深度与

广度都有待提高。[4] 因此，我们假设企业规模与电子政

务满意度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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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行业

企业所属行业是影响其是否使用电子政务的主要因

素，因而，不同行业的企业在与政府打交道方面可能会

选择不同的渠道。已有研究显示，服务行业的企业更倾

向于通过网站与政府打交道 [1]。我们假设企业对电子政务

的满意度会表现出行业差异，而不提出明确的作用方向。

⒌市场类型

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会选择不同的市场定位，一些企

业会专注于本地市场（如本市或本省），另一些企业则

可能面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企业的市场定位不同，对

政府管理与政策信息的需求也不同，并影响其对电子政

务的使用与满意程度。我们假设关注本地市场的企业更

倾向于使用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并可能对电子政务更

为满意。

⒍竞争优势

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影响其使用电子政务的意愿及满

意度。处于竞争劣势的企业往往面临经营困境，亟需政府

扶持和解决问题，更倾向于通过网站与政府沟通。处于竞

争优势的企业为了扩大规模或开拓市场，也可能需要政府

在融资和市场拓展等方面提供支持。已有研究发现，企业

只有具备较强的信息技术能力，才会访问政府网站并对其

较为满意。由此可见，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受到企业

自身能力或竞争优势的影响 [2]。我们假设，企业的竞争优

势越强，则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越高。

⒎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

政府的在线与离线并不是分离或割裂的，它们彼此

联系，并会对企业的感知产生同等重要的影响。企业对

虚拟政府的满意度会受到企业对现实政府的认知的影

响，即如果企业对政府管理与服务较为满意，那么它对

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可能会高。对韩国的调查显示，企业

对政府离线服务越满意，就越会使用电子政务。[5] 对加

拿大的调查发现，对政府营商环境和监管政策感到满意

的企业更倾向于登录政府网站，并对电子政务感到更为

满意 [1]。结合已有文献，我们假设企业对公共服务的满

意度同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正相关；同时，假设企

业对投资环境的满意度与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正

相关。

（二）电子政务绩效与企业满意度

一般认为，电子政务绩效越高，用户的满意度就

会越高。这种逻辑使人们通常将政府网站的信息充分

性、功能完备性、服务可及性等反映其技术特征与性

能的指标作为衡量政府网站有效性的主要依据 [12]。然

而，面向公民的电子政务研究却没有发现一致结论。

有研究显示，政府网站的技术表现与其被公众点击的

次数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最被公众关注

的政府网站并非是技术表现最佳的。[13] 一些研究甚至

发现，政府部门的网站有效性与其服务质量负相关 [14]。

那么，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是否与电子政务绩效

存在某种联系？

显然，政府网站绩效对用户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并非

是一个简单的线性过程，这也是为什么已有研究并未发

现一致结论的主要原因。不过，相对于设计较差、缺乏

更新且反馈不及时的政府网站，企业在登录综合绩效较

高的政府网站时会感知到这种差异，进而产生不同水平

的满意度。本文认为，在使用政府网站的过程中，企业

会对网站的技术特征产生主观感知，进而影响其对政府

网站的满意度。如果政府网站提供的信息较为充分，在

线服务较为完善，且提供快捷的反馈和参与渠道，那么

企业的整体认知水平就会得到提升，并对政府网站产生

较高的满意度。因此，本文假设电子政务发展较好城市

的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也相对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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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关注企业和城市两个层面的电子政务满意度，

将中国36个主要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包括4个直辖市、

27 个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5 个非省会副省级城市。

这些城市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和行政中心，其电子政务的

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并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因此适合

本研究的目的。

本研究有关电子政务使用率的数据来自2013年“连

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项目 [15]。该项目使用计

算机辅助电话访问（CATI）系统，以购置的各城市企业

法人名录为总体，对各城市的企业进行随机抽样电话调

查，确保样本的代表性和调查的独立性。每个城市的调

查样本配额分别为 150 家企业，总计完成了对 5552 家

企业的调查。调查对象为在所在城市成立半年及以上的

企业，受访者为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调查中询问了

企业使用所在城市政府网站提供的电子服务情况，并了

解了企业的基本特征、对政府管理绩效和公共服务质量

的满意度等信息，为考察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及其

影响因素提供了基础数据。

本研究有关电子政务绩效的数据来自中国软件评测

中心发布的《2013 年中国政府网站绩效评估报告》[16]。

作为一家独立机构，他们每年对中国各级各部门政府门

户网站的综合绩效进行评估，为测量电子政务绩效提供

了客观依据。

本研究的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纂的最新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二）企业层面的变量测量

我们在调查中使用一个题项来衡量企业对电子政务

的满意度，具体问题为：“企业利用政府网站办理业务

的便利程度如何（如税务登记、行政审批）？”受访者

允许用0到 10分打分，其中0分表示非常差，10分表示

非常好，并可以回答“不清楚”或拒答。由于这项调查

并非专门针对企业使用电子政务的课题而设计，我们无

法更具体地询问企业是否使用各项电子服务及其满意情

况，这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不过，使用单题项并不影

响我们对企业使用电子政务的总体满意度进行实证分析。

我们询问企业的所有制或企业性质，包括国有、集

体、中外合资、外商独资、民营或其他等 6 个类别。其

他类别的企业主要是个体户和非营利的企业组织。我们

为此构造了 5个虚拟变量，以“民营企业”为参照组。

企业的年龄使用企业在所在城市成立的实际年数来

衡量。需要注意的是，企业可能从其他城市搬迁而来或

是由该城市以外的总公司设立的，而由于数据缺失，这

些因素在此无法予以考虑。

企业规模使用企业雇佣的实际员工人数来衡量，分

为6个组别，包括：10人以下、10－ 49人、50－ 99人、

100－249人、250－499人、500人以上，依次编码为1－

6 分。分值越高，表明企业规模越大。由于不同行业的

资产结构差异较大，使用企业总资产等财务指标衡量企

业规模可能不利于不同行业的企业进行比较。

企业的经营领域或行业共分为 16 个组别，根据国

家统计局的经济普查提纲设计。样本中 41.2% 的企业

属于制造业，32.0%的企业为批发和零售贸易、餐饮业，

剩余行业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因此我们考虑将其合并，

从行业大类进行测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国民经济行

业分类》（GB/T 4754—2011），我们将行业门类归并

为三大产业，第一产业包括农、林、牧、渔业；第二产

业包括采掘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

业，以及建筑业；第三产业包括地质勘查业、水利管理

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信业，批发和零售贸易、

餐饮业，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社会服务业，卫生、

马亮·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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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和社会福利业，教育、文化艺术及广播电影电视业，

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国家机关、政党机关

和社会团体。我们以第三产业为参照组，设置第一产业

和第二产业的虚拟变量。

我们询问企业的主要产品或服务市场的所在地，以

了解其市场类型。该变量分为 5 个组别，包括本市内、

本省内、国内其他省份、全国、境外或国外。我们以“本

市内”为参照组，设置了 4 个虚拟变量以反映企业的市

场定位。

我们询问企业在与同行业其他竞争对手相比的情况

下其竞争优势如何，允许受访者从非常弱、很弱、一般、

很强或非常强中选择，以反映企业的相对竞争优势。这

些选项从 1 到 5 分编码，分值越高表明企业的竞争优势

越强。

为了衡量企业对所在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的满意

度，我们设置了一个题项：“总的来说，该城市在以上

公共服务领域可以达到您的期望吗？请您用 0 到 10 分

来打分，0 分表示完全达不到，10 分表示完全达到，请

您打分。”

为了衡量企业对所在城市投资环境的满意度，我们

同样设置了一个 10 分制的题项：“总的说来，您对在

该城市经商的经历满意吗？请您用 0 到 10 分来打分，

其中 0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 分表示非常满意。”

由于我们的企业样本来自不同城市，而城市自身的

异质性特征可能会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需要

在回归模型中对城市的固定效应予以控制。为此，我们

构造了城市的虚拟变量并纳入回归模型。同时，我们询

问了管理者所在的层级（中层或高层），他们可能也会

对电子政务满意度产生影响，因此予以控制。此外，我

们还考虑了不同访问人员所在的组别可能产生的影响，

也在回归模型中予以控制。

（三）城市层面的变量测量

我们将各城市的受访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题项的

得分取平均值，从而获得各城市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

度，作为城市层面研究的因变量。

城市电子政务绩效的数据来自中国软件评测中心，

它通过各城市政府门户网站的综合表现予以衡量，并对

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等三个维度进行测评。

我们分别使用三个维度的各自得分来考察电子政务的不

同维度对企业电子政务使用率的影响，并综合考察电子

政务综合绩效的作用。

在线服务包括对公民和对企业的服务类别，我们仅

关注对企业提供的各类服务，包括企业开办、经营纳税、

资质认定、招商引资等 4 类在线服务。我们将各类别的

在线服务得分取均值，以此衡量政府网站的整体在线服

务能力。

许多因素都会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需要

在实证分析中予以控制。具体来说，我们考虑了如下因

素对企业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影响：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表明企业活力较强，企业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益于较为

发展的电子政务。因此，我们估计经济发展水平会与企

业的电子政务满意度正相关。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

GDP的对数衡量，我们在此也使用该指标。②经济开放

度指城市的经济体系同外部市场的联系强度，一般可以

通过对外贸易量和外商直接投资等指标反映。通常来说，

经济开放度越高，表明政府亲商的倾向较强，在电子政

务发展方面也可能较佳，因此企业对电子政务可能会较

为满意。在这里，经济开放度以外商直接投资（FDI）占

GDP 的比重衡量。③互联网渗透率是城市人口中可以登

录互联网的比例，其值越高表明居民利用互联网的渠道

就越广，越有助于推动政府网站的发展。由此可见，互

联网渗透率可能正向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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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非常完美的工具变量，因为它与因变量的相关度也

较高（如下所述），但能够满足我们的估计需要。

四、结果

（一）企业层面的分析结果

⒈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图 1 展示了企业对所在城市政府网站的满意度。总

体来看，67.08% 的受访企业管理者对所在城市的电子

政务打分超过 5 分，表明企业对城市政府网站办理业务

的便利程度较为满意，并呈现右偏的分布状态。

图 1　企业对城市政府在线服务的满意度

企业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显示，因变量的均

值为 6.31，标准差为 2.46，表明不同企业对所在城市

政府网站的满意度差异较大，因此存在较大的解释空

间。相关分析发现，各个自变量与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表

明，它们与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关

联性。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可容忍的范围，表明不

会发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表格从略）。

⒉回归分析

表 1 报告了各个回归模型的主要分析结果。我们首

先将企业的基本特征变量代入回归模型，然后逐步将企

业对公共服务与投资环境的满意度分别代入，最后在模

马亮·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及其影响因素：中国大城市的实证分析

本文中，互联网渗透率以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除以常住人

口总数来衡量。④尽管单一制国家的政府分权程度较弱，

但中国采取了区别发展的策略。城市的行政级别不同，

行政分权的程度也不同，并可能影响电子政务发展和企

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样本中的城市包括直辖市、副

省级城市和地级市（一般省会城市），我们以地级市为

参照组，设置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两个虚拟变量。

（四）假设验证方法

企业层面研究的数据库为截面数据，因变量为连续

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模

型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我们使用稳健性标准误，

以降低异方差等原因导致的估计偏误。

城市层面研究的数据库为截面数据，所关注的因变

量为连续变量，因此可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的回归模型。我们在回归模型中报告稳健性标准误，从

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异方差等原因导致的估计偏误问

题。由于因变量的原始题项取值为 0 － 10 分，各城市

的因变量得分也在此范围，可能存在一定的删截现象。

我们使用 Tobit 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与此基本一致，在

此不予报告。

在估计城市层面的回归模型时面临一个计量问题，即

电子政务存在突出的内生性问题。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受到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普及率等因素的影响，

并非完全独立于企业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外生变量 [17-18]。

因此，我们需要构造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2SLS）的回归模型。例如，已有研究在估计电子政务的

反腐败效应时使用的工具变量包括人口总数的对数、城市

化率和电话普及率 [19]。另一项研究仅使用了人口总数的

对数作为电子政务的工具变量 [20]。城市规模越大，规

模经济产生的倍增效应越可能推动电子政务发展。本文

使用的工具变量即是常住人口总数的对数，虽然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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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企业层面变量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所有制：国有企业 0.0851（0.168） 0.000716（0.166) 0.0677（0.167) -0.00125（0.165)

所有制：集体企业 0.0619（0.159) 0.0541（0.161) 0.0725（0.161) 0.0675（0.163)

所有制：中外合资 0.163（0.149) 0.108（0.152) 0.205（0.150) 0.159（0.152)

所有制：外商独资 -0.0934（0.239) -0.151（0.239) 0.00394（0.239) -0.0690（0.237)

所有制：其他 -0.326（0.565) -0.284（0.507) -0.256（0.491) -0.229（0.463)

成立时间 0.00594（0.00636) 0.00509（0.00618) 0.00573（0.00616) 0.00528（0.00605)

员工总数 -0.0420（0.0354) -0.0251（0.0344) -0.0527（0.0348) -0.0369（0.0341)

产业：第一产业 -0.124（0.260) -0.109（0.266) -0.231（0.248) -0.202（0.257)

产业：第二产业 0.0589（0.0796) 0.0350（0.0788) 0.105（0.0786) 0.0725（0.0781)

市场：本省 -0.129（0.111) -0.117（0.111) -0.174（0.110) -0.149（0.111)

市场：国内其他省份 0.219*（0.124) 0.207*（0.124) 0.0435（0.124) 0.0668（0.124)

市场：全国 -0.0132（0.117) -0.0108（0.116) -0.129（0.115) -0.103（0.115)

市场：境外或国外 -0.263（0.165) -0.282*（0.160) -0.283*（0.162) -0.292*（0.159)

竞争优势 0.0818*（0.0432) 0.0642（0.0432) 0.0836*（0.0431) 0.0678（0.0432)

公共服务满意度 0.241***（0.0205) 0.195***（0.0204)

投资环境满意度 0.253***（0.0194) 0.214***（0.0194)

常数项 6.234***（0.307) 4.700***（0.338) 5.029***（0.315) 3.980***（0.337)

N 4588 4510 4485 4420

F 3.75*** 6.78*** 7.50*** 9.40***

R2 0.039 0.074 0.081 0.103

注：各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管理者的层级、访问员的组别和城市虚拟变量，但结果从略。回归系数在括号外，稳健性标准误在

括号内。***p<0.01, **p<0.05, *p<0.1。

型 4 中将所有自变量代入。如表 1 所示，各回归模型的

R2 依次提高，至模型 4 达到 10% 的解释率。所有回归

模型的 F值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p=0.0000），说明

都得到一定的解释。

结果显示，企业的所有制与其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

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表明所有制不是影响企业对电子

政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相对来说，虽然国有企业、集

体企业和中外合资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较高，而外

商独资和其他企业的满意度较低，但都未通过统计显著

性检验。

企业的成立时间同其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虽负相

关，但相关关系不显著，表明企业年龄也不是影响电子

政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以员工总数衡量的企业规模变

量与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虽负相关，但未通过统计

显著性检验，说明企业规模与电子政务满意度不相关。

以第三产业为参照组，我们发现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

企业都未表现出与电子政务满意度的显著相关关系，说

明企业所属产业对其电子政务满意度未产生明显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市场定位对其电子政务满

意度产生显著影响。相对来说，市场定位为本市或国

内其他省份的企业对所在城市的电子政务较为满意，

而市场定位为本省、全国、境外或国外的企业则对所

在城市的电子政务不满意。这一点是易于理解的，因

为企业登录政府网站是为了获取有关的政策、计划或

项目信息，市场定位决定了企业选择哪个层级的政府

网站予以关注。例如，关注境外或国外市场的企业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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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于访问国家或国际组织的网站获取有关进出口方

面的政策信息，而关注所在城市市场的企业则对本市

政府网站更感兴趣。

企业的竞争优势与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呈正相

关，且在两个回归模型中通过 9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

性检验。由此可见，企业竞争优势越强，对电子政务的

满意度越高。最后，企业的公共服务满意度和投资环境

满意度都与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显著正相关，表明

企业对所在城市的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越满意，则对电

子政务的满意度就越高。

（二）城市层面的分析结果

⒈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城市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企业对

政府网站满意度的均值为 6.31，表明整体来说企业的

满意度差强人意。如果以 0 到 10 分为参照系，以 6 分

为及格线，那么只能说目前企业对城市政府网站基本满

意。值得关注的是，有些城市的企业满意度较高，最高

达到7.08分；另一些城市的则表现较差，最低分为5.61

分。表现最好和最差城市的绝对差值接近 1.5 分，而标

准差为 0.37，说明存在一定的变异，值得解释。

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显示，本文关注的四个政府网

站绩效指标都与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正相关，且除

了在线服务以外，其他三个都通过了 90% 水平上的统

计显著性检验。因此，本文的研究假设得到初步证实。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其他自变量都同企业满意度显著

正相关，只有两个反映城市行政级别的变量不显著，而

副省级城市的虚拟变量的符号则为负向的。

图 2 展示了企业对所在城市政府网站的满意度与政

府网站绩效的二维散点图及其线性拟合情况。如图所示，

政府网站绩效越高，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就越高，

二者的拟合曲线的斜率为正且倾斜度较大，说明二者的

相关关系较强。

⒉回归分析

表 2 报告了各个阶段回归模型的主要分析结果。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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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城市层面变量对企业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政府网站绩效 0.291（1.060）

信息公开 0.281（1.039）

在线服务 0.323（1.205)

互动交流 0.163（0.581)

人均 GDP 0.0289（0.0376) 0.0305（0.0344) 0.0255（0.0483) 0.0332（0.0287)

经济开放度 0.0500**（0.0241) 0.0461（0.0305) 0.0545**（0.0272) 0.0508**（0.0236)

互联网普及率 0.357*（0.193) 0.357*（0.195) 0.358*（0.196) 0.367**（0.169)

直辖市 0.00730（0.164) 0.0209（0.156) -0.00139（0.193) 0.0314（0.146)

副省级城市 -0.0681（0.147) -0.0683（0.148) -0.0701（0.154) -0.0672（0.146)

常数项 5.696***（0.422) 5.670***（0.516) 5.685***（0.473) 5.723***（0.320)

Waldχ 2 33.09*** 32.02*** 32.05*** 33.31***

R2 0.347 0.338 0.309 0.357

注：N=36。回归模型均为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估计，政府网站绩效及其三个维度的工具变量均为人口总数

的对数。仅报告第二阶段的估计结果，第一阶段的从略。回归系数在括号外，稳健标准误差在括号内。***p<0.01, 

**p<0.05, *p<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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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各个模型中依次代入 4 个政府网站绩效变量，以

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各回归模型的 R2 都超过 0.30，

Waldχ2 值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p=0.0000），说明

本文的模型都得到很好的解释。

上述回归结果显示，政府网站绩效及其三个子维度

虽都与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正相关，但都未通过统

计显著性检验。由此可见，尽管政府网站绩效与企业的

满意度正相关，但并非是其最关键的影响因素。

在控制变量中，人均 GDP、FDI 占 GDP 的比重和互

联网普及率等都与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正相关，其

中，后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

反映城市行政级别的两个虚拟变量都未对企业的电子政

务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表明行政级别的作用有限。

五、讨论与结论

（一）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

不同城市的企业对政府网站的满意度不尽相同，而

理解其背后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企业满意度至关重要。

本文利用一项全国主要城市的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实

证分析了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企业层面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对所在城市政府网

站提供的网上办事服务总体表示满意。企业的目标市场、

竞争优势与电子政务满意度呈显著相关，而企业的所有

制、年龄、规模和产业等则与电子政务满意度不存在显

著相关关系。研究还发现，企业对所在城市的公共服务

与投资环境的满意度同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呈显著

正相关。作为首次针对中国企业的电子政务满意度调查

研究之一，本文的研究填补了已有文献研究的不足。

研究显示，企业的目标市场如果是面向本地的，那

么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相对较高。由此可见，当前

中国主要城市的政府网站在为服务本地企业、提供在线

信息和服务方面获得了企业的认可；而对于目标市场主

要是全国或境外的企业来说，政府网站的功能还不完善，

表明政府网站在帮助企业“走出去”方面还有许多工作

要做。

研究发现，企业的竞争优势越强，对政府网站的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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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度越高。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竞争优势较强的企业从

政府政策中获益的机会更多；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前政

府网站对弱势企业的扶持力度仍然不够。尽管企业的所

有制、年龄、规模和产业等对电子政务满意度未产生显

著影响，但地方政府仍然需要重视电子政务可能诱发的

企业之间的不平等待遇乃至“数字鸿沟”。

研究还揭示了企业的离线与在线、线上与线下、前

台与后台、现实与虚拟之间的紧密联系，即企业对电子

政务是否满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对政府提供的公

共服务和营造的投资环境是否满意。由此可见，电子政

务建设并非“空中楼阁”，而是植根于现实政府的内部

流程与运作方式。如果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质量得不到

有效提升，政府营造的投资环境无法让企业感受到“亲

商”的氛围，那么电子政务将难以令企业满意。

本文的城市层面分析发现，尽管政府网站绩效与企

业满意度存在正相关关系，但其效应并未达到统计意义

上的显著水平，表明政府网站的客观绩效与主观满意度

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由此可见，政府网站的技术特

征和性能同企业的主观满意度之间仍然存在一定距离。

企业如何感知和使用政府网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过程，

并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单纯认为提升政府网站的技术

有效性就可以提高企业满意度的观点可能需要重新审

视；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将这种观点作为建设政府网站

和发展电子政务的指导思想，可能会产生误导性结果。

本研究还显示，城市的对外经济开放程度和互联网

普及率是影响企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主要因素。由此

可见，城市的开放性和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可能是决定企

业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重要方面。在这两个方面予以完

善，或许有可能提升企业的电子政务满意度。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本文的数据是截面数据，所有数据都来自电

话调查。我们只能依据 36 个城市和企业层面的截面数

据对本文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难以对变量之间的因果

关系予以考察，有待于未来研究采集面更广、来源更多

的数据予以考察。

其次，限于调查长度，有关电子政务使用的题项只

有一个，无法进一步考察企业使用不同电子政务功能的

满意度。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考察企业对政府网站的信

息搜寻、在线服务和在线参与等功能的满意度及其影响

因素，以深化该领域的文献。此外，本文的自变量只对

企业对电子政务的满意度作出了部分解释，还有待于未

来研究探讨其他变量对电子政务满意度的影响。

最后，政府网站绩效是一个多维构念，我们试图利

用一项独立评估结果对其予以衡量，如果能够结合其他

数据来源则可以更进一步地分析其影响。政府网站绩效

对企业满意度的影响可能受制于其他变量的作用，而这

些在本文中尚未分析，有待于未来研究的进一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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