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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 采用中国 36 个主要城市的大样本居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影响因素，以及政府网站绩效对公
民使用率的作用。研究发现，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比例仍然偏低，接近一半的居民从未登录过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
公民的民族、户籍、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都对政府网站的登录频次产生显著影响，
而性别和年龄的影响并不显著；公民对所在城市的政府越信任，则越经常地登录政府网站。研究还发现，政府网站
及其三个子维度（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的绩效都未对公民使用率产生显著作用，城市的行政级别、人
均受教育程度同使用率正相关，人均 GDP 和人口老龄化率同其负相关，而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失业率和互联网渗
透率等因素的作用不显著。本研究的发现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政府网站使用的理解，并为制定政策推动公民更广泛地
使用电子政务提供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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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形态。门户网站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公众，因此，公众

一、引言
信息技术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政府，信息技术支出

的广泛和深入使用就成为政府网站建设的主要目标 [4]。

也成为政府财政的主要去向。据估计，2013 年全球政

电子政务的主要目的是便利公民的使用，以通过无

[1]

府信息技术支出达到 4495 亿美元 。一般来说，信息
[2]

纸化的便捷方式为公民提供信息、服务与沟通渠道。政

技术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5% 。虽然目

府投入了大量财力、物力、人力去建设电子政务，那么

前还无法获得中国电子政务的财政投入数据，但相信将

它们是否得到了公众的有效使用？显然，政府网站要想

会是一个可观的数额。

发挥其应有的影响力，就需要获得公众的使用，否则就

电子政务是政府部门使用各类信息技术为公众提供

是摆设。[5-6] 如果公众很少登录政府网站或仅使用其中

信息发布、在线服务、在线反馈和互动交流等功能的一

很少的功能，那么政府网站的作用和影响将大受制约 [7]。

种表现形式 [3]。政府部门通过门户网站公开信息、提供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只是一小部分公众登录政府网站并

服务、与公众互动，并日益成为政府业务流程的重要环

享受在线服务，而其他公众被排除在外，那么政府为最

节。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技术的广泛应用使电子政务

广大人口提供公平服务的宗旨就可能很难兑现。因此，

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但门户网站仍然是电子政务的主

考察公众登录政府网站的影响因素，并对症下药地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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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公众使用体验的政策建议，将是完善电子政务的关

年，深圳网民使用政府网站的比例达到 35.8%，其中

键途径 [8]。

查询政务信息的比例最高（72.7%），其次是查询办事

虽然电子政务发展迅猛，但当前电子服务的使用水

指南或下载业务表格（57.2%）、向政府提交办事申请

平仍然偏低，使用的类别也仍然偏少，电子政务的供给

（31.0%）。另外，深圳微博用户中 32.3% 的人关注

与需求还存在巨大差距。经合组织（OECD）的调查显示， 过政务微博，而全国这一比例仅为 14.6%。[14]
2005-2010 年，其 26 个成员国通过互联网与政府打交

上述调查为我们理解公民使用政府网站的情况提供

道的公民比例从 28% 增加到 42%，显示公民采用电子

了初步依据，由于全国性调查较为滞后，地区性调查无

政务的比例仍然偏低 [9]。从全球来看，电子政务的使用

法代表全国，因此，这些调查还无法提供一个更接近和

率也是一个亟待提升的指标，这也是联合国在其电子政

更完整的图谱。为此，我们在 2013 年上半年对中国大

务调查报告中强调以人为本的主要原因 [7]。

陆 36 座主要城市的居民进行了电话调查，旨在了解其

来自中国的调查显示，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比例也

访问政府网站的情况。调查发现，不同城市的居民登录

较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2007 年 12 月的调查显示， 政府网站的比例差异较大，其背后的原因却未得到深入
政府网站的用户规模为 5334 万人，使用率为 25.4%。

研究。为什么有些城市的居民热衷于通过门户网站与

网民访问政府网站的主要目的是查询各类政务信息，

政府打交道，而另一些城市的居民则鲜有人使用电子政

占 80% 以上；而网上办事的仅为 2.5%，在线咨询或

务？哪些因素影响城市居民的政府网站使用率？

互动交流的仅为 3%。他们还对不同年龄段、职业和地

公民是否及如何登录政府网站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区的分布进行了初步分析，发现青年人以及与政府打交

响，既包括公民自身的个人特征因素（需求方），也包

道多的职业人士访问政府网站更多，北京的访问率最高

括政府网站的技术特征因素（供给方）[15]。已有文献主

（34.3%）。[10]2007 年，IT168 网站发起“我要政府这

要关注公民自身特征是否对其登录政府网站产生影响，

样为我服务！”大型政府网站体验活动，该调查显示，

因为即便面对同样的政府网站（如中央政府部门网站），

41.6% 的网民每周访问一次政府网站，32.5% 的每月

不同的公民都会呈现不同的使用情况 [16]。有鉴于此，本

访问一次，每天都访问的占 17.2%，而每年访问一次

文将研究公民自身特征对其政府网站登录情况的影响，

的占 7.8%；调查还发现，62.3% 的网民通过搜索引擎

以期解释公民之间存在的“数字鸿沟”。

登录政府网站，52.9% 的直接输入网址，19.0% 的通
过其他网站链接。[11]

在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研究中，一个尚未得到充分
考察的问题是，电子政务的绩效是否会提升公民的使用

广东省在 2009 和 2010 年开展的调查显示，使用政

率。目前的多数研究者和实践者都假定政府网站建设得

府网站的网民比例分别为 28.10% 和 28.90%。其中，

越好，公民就越会登录和使用。这样一个逻辑命题是否

2010 年查询政务信息的占 81.8%，网上办事的为 8.5%， 成立显然有待实证检验。
互动交流的占 14.1%。[12]2012 年，江苏省有 36.8% 的

利用中国 36 座大城市的大样本居民调查数据，本

网民访问过政府网站，其中 75.3% 的查询政务信息，

文分别从个体层面和城市层面实证研究了影响公民使用

42.6% 的参与互动交流，16.4% 的网上办事。[13]2012

政府网站的主要因素。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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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使用的理解，并为制定政策推动公民使用政府网站

释电子政务的采用意愿 [22]。已有研究发现，公民对政

提供启示。下文首先提出有待检验的研究假设；其次，

府越信任，就越经常登录政府网站并对电子政务感到满

介绍本文的数据和方法，并报告实证分析结果；最后，

意。[23] 与此同时，公民如果对政府网站的易用性、兼容性、

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讨论，并指出研究启示与未来研

可信度等较为满意，就有可能更经常登录并使用。[16,24]

究方向。

从有关中国电子政务的文献来看，虽然公民登录政
府网站的影响因素得到了一些关注，但既有研究仍然存

二、研究假设

在如下不足：首先，许多研究使用单个城市或地区的调

（一）个体层面的变量

查数据，无法推论全国其他地区；其次，多数研究使用

公民的个人特征会影响公民对电子政务的主观感

便利抽样获得研究数据，很难推断估计研究结果；最后，

知，进而影响其使用电子政务的意愿和行为。一般来说， 很多研究并未在调查中明确提示公民登录哪个层级政府
个人特征可以分为人口统计特征（或经济社会状况）和

的网站（中央部委或地方政府部门），有可能得出误导

态度特征（或主观感知特征）两个维度 [17]。人口统计

性的结论。有鉴于此，本文将利用最近的一项全国性调

特征是可以客观监测的反映公民经济社会状况的主要因

查数据，对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素，而态度特征则属于主观感知的因素。[18]

以期填补已有文献的不足。

在人口统计变量中，公民的性别、年龄、民族、户籍、

⒈性别

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职业、婚姻状况、政治面貌等

通常来说，女性比男性对政府的态度更为友好，更信

都可能会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频次产生影响。种族、

任政府，并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电子政务。不过，男性相对

收入、年龄和教育等是导致数字鸿沟的主要因素，这些

来说对信息技术的掌握程度更高，其政府网站登录情况也

因素使许多人无法接触互联网或者不具备登录的相关技

更佳。性别差异可能会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产生影响，而

能，进而不能使用电子政务。[19] 例如，Venkatesh 等 [20]

已有研究并未得出一致结论，且倾向于认为互联网登录和

对印度农村的调查表明，男性、高学历和高收入的户主

电子政务使用的性别差异已经逐步被抹平 [19]。

更倾向于登录政府网站，年龄的影响不显著；West[3] 对

⒉年龄

美国的研究显示，年龄和学历对公民使用联邦和州政府

电子政务是信息技术在政府部门的应用，它对年

网站产生显著影响，而学历和种族对公民使用地方政府

轻人的吸引力更强，因为他们接受新生事物的动力更

网站发挥显著作用；朱旭峰和黄珊 [21] 对天津的调查显

足。多数研究发现，公民年龄越大使用电子政务的意

示，教育年限和职业对市民登录政府网站产生显著影响， 愿越弱。[3] 因此，本文假设年龄与公民登录政府网站负
并且市民对电子学习、电子行政和电子参与等网站功能
的使用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
在态度变量中，公民对政府网站的感知、风险认知、

相关。
⒊受教育程度
由于电子政务对计算机技术和互联网知识有一定要

对政府的信任等都会影响其政府网站使用状况。在该方

求，学历较高的居民有更大的优势访问并使用，他们的

向的研究中，技术接受模型及其扩展模型被广泛用于解

使用频次也会相对较高。已有的一些研究显示，公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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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程度同电子政务使用正相关。[3] 因此 , 本文假设，

⒎收入水平

居民的受教育程度与登录政府网站情况正相关。

收入水平作为衡量一个人经济社会状况的重要指

⒋民族

标，会对其登录政府网站的情况产生明显影响。通常而

美国的研究显示，少数族裔比白人更倾向于访问地

言，居民收入水平越高，就越有可能使用电子政务。本

方政府网站，但在访问联邦和州政府网站方面则没有显

文假设，居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登录政府网站的情况正相

著差异。[3] 另一项调查则没有发现种族对使用电子政务

关。

的影响 [19]。尽管如此，种族作为一项重要人口统计指标，

⒏政治面貌

可能会对电子政务使用产生作用。

居民登录政府网站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参政议政，因

中国是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通常

此，政治态度是影响电子政务使用情况的关键因素。在

享受更多的权益，而其相对的社会优势并不明显；如果

中国的政治生态下，身为共产党员的居民通常有更高的

考虑少数民族的语言障碍，那么汉族居民登录政府网站

政治觉悟，更有可能登录政府网站参政议政。因此，我

的情况可能更优。在中国，还没有探讨民族对电子政务

们假设中共党员比非党员更可能登录政府网站。

使用的影响的研究，结合上述讨论，我们假设汉族居民

⒐婚姻状况

更倾向于登录政府网站。

婚姻状况会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及与政府打交道的

⒌户籍

方式，并会对其使用电子政务产生一定影响。例如，美

户籍制度是理解中国地方公共服务的关键因素，因

国的一项调查发现，居民登录政府网站的主要目的之一

为本地城镇户口常常是享受当地公共服务（如教育、医

是为了获得出生预约和结婚登记 [15]，因此，未婚和刚结

疗、社会保障等）的主要门槛。鉴于这种户籍门槛效应

婚不久的人士可能更倾向于使用电子政务。不过，已有

的存在，本文假设与外地户口相比，本地户口的居民更

研究并未发现婚姻状况对电子政务接受度的显著影响 [17]。

倾向于访问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进而言之，城镇户口

本文将在实证分析中对婚姻状况的影响予以考察，在此

的居民比农村户口的更可能登录政府网站 [25]。

不提出明确的研究假设。

⒍职业

10. 政府信任

不同类型的职业会影响居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

公民是否登录政府网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对

并影响其是否访问政府网站。例如，政府部门工作人士

政府的态度和认知，而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是其中一个至

在日常工作中就大量接触政府网站，其使用频率显然会

关重要的因素 [18]。公民通过政府网站获取政府信息并

更高。在一些私营企业工作的人士需要通过政府网站纳

接受在线公共服务，如果公民对政府缺乏足够的信任和

税、招投标或申请项目等，可能也会更倾向于使用政府

信心，那么公民会怀疑政府信息的真实性和在线服务的

网站。已有研究显示，失业人员往往被排除在电子政务

可靠性，进而降低其使用意愿。已有的许多研究均发现，

用户之外，因为他们存在登录障碍并认为政府网站难以

公民对政府越信任，就会越经常地登录政府网站并对电

使用。[26] 由于职业类别较多，我们在此不明确提出研

子政务感到满意。[16,23] 结合上述分析，本文假设政府信

究假设。

任同公民登录政府网站正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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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子政务绩效与公民使用率

负相关关系。[27] 对韩国中央政府部门的研究发现，只

电子政务绩效指电子政务在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和

有电子信息指数显著影响部门网站的使用情况，而电子

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可及性、功能完备性和技术稳定性等

可达性、电子投诉和电子参与等都未产生显著影响。究

性能特征，它是反映电子政务建设程度的重要概念。[27]

其原因，传统的电子政务绩效评估都着眼于供给方的内

电子政务的阶段划分理论模型被广泛用于绩效评估，即

容提供，很少从需求方的实际使用考量，而这种评估和

考察电子政务可能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藉此作为衡量

排名可能是误导性的。[30]

其成熟度（maturity）或就绪度（readiness）的依据。例如，

对中国政府网站的评估显示，其在满足当代公共管

电子政务通常会经历信息披露、在线交易、纵向一体化

理准则方面表现较佳 [31]。然而，这种评估是否能够获

和横向一体化等四个阶段 [28]。根据政府门户网站提供

得公众的认知和使用尚有待进一步考察。对三座城市的

功能的数量和深度可以对电子政务绩效进行考察。

调查发现，政府在线提供的信息与服务同公民需要的明

目前，电子政务绩效的衡量普遍使用客观监测指标， 显不匹配，并影响公众的使用。[32] 由此可见，电子政
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应该更多关注用户的感知、体

务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可能说明了电子政务的客观

验与满意度 [4]。大量电子政务绩效评价指标都是从供给

绩效同公民的使用率之间还没有建立坚实的联系。

面设计的，即考察政府门户网站提供了哪些信息、服务

综上所述，有关电子政务的绩效与使用率之间相关

或功能，而公众是否使用、便利性如何、公众的满意度

关系的研究并未得出一致性结论，理论预期与实证结果

高低等需求面的情况则没有得到关注。[29] 显然，通过

也存在不一致之处。我们认为，电子政务的绩效越高，

客观指标对政府网站的成熟度或电子政务的就绪度进行

为公民提供的信息越多、服务越完善、功能越多，公民

监测，有利于纵向和横向比较，而这种测量方法的一个

就越有可能使用电子政务。为此，我们提出如下研究假

缺陷就是忽略了电子政务的根本目的，即得到服务对象

设：电子政务的绩效越高，其使用率就越高。

的认可、使用和满意。
是不是电子政务的绩效越高，公民就越倾向于使

三、研究设计

用？电子政务的绩效与使用率之间是否存在某种相关关

（一）样本与数据来源

系？有关该方面的研究目前还较为匮乏，尽管人们普遍

本研究的对象为中国大陆 36 个主要城市，包括 4

认为两者之间应该存在某种联系。电子政务的鼓吹者们

个直辖市、27 个省会城市或自治区首府、5 个非省会副

认为，只要电子政务建设得非常完善，那么公民就会自

省级城市。选择这些城市作为研究对象首先是因为它们

动使用这些功能。事实上，公民是否使用可能受制于许

是中国的主要经济和行政中心，电子政务的发展水平也

多因素的影响，而不只是电子政务绩效的高低。

较高，符合本研究的目的；其次，这些城市的可比性较

对美国州医疗卫生部门的研究显示，不同门户网站

强，能够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绩效指标之间的相关关系较弱，表明不同评价者可能使

本研究有关电子政务使用的数据来自 2013 年“连

用了不同的参照系和标准。更为重要的是，网站绩效同

氏中国城市服务型政府指数”项目 [33]。该项目使用计

部门服务质量的相关关系微弱，其中一个指标甚至呈现

算机辅助电话访问（CATI）系统，对年满 18 周岁且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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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城市居住满一年的居民进行随机抽样电话调查，每

民族为二分变量，汉族为 1，其他民族则为 0。

个城市的公民调查样本配额分别为 700 位居民，总计完

户籍分为本地城镇户口、本地农村户口和外地户口，

成 25959 位居民的调查。我们将样本数据与 2010 年第
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进行比对，显示样本在性别、年龄、
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代表性。调查中询问受访者登录
所在城市政府网站的情况，并了解受访者的人口统计特
征、对政府管理绩效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满意度等信息，
为考察公民为什么使用电子政务提供了数据。
本研究有关电子政务绩效的数据来自中国软件评测
中心对中国政府网站绩效的评估报告 [3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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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外地户口为参照组设置虚拟变量。
职业包括 13 个类别，以“失业、无业、下岗”为
参照组，设置 12 个虚拟变量。
受访者的家庭总收入从“无固定收入”到“50 万
元及以上”分为 10 档，并依此编码为 1 到 10。
政治面貌以是否为党员为标准来衡量，1 代表党员，
0 表示非党员。
婚姻状况包括单身、已婚、离异、丧偶等 4 个类别，
以“单身”为参照组，设置 3 个虚拟变量。
政府信任是一个复杂概念，为便于操作，本文使用

本研究的其他变量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编纂的最新《中

单一题项进行衡量。调查中询问受访者：“您觉得所在

国城市统计年鉴》。有关城市人口特征的数据主要来自

城市的政府值得信任吗？”该题为 11 分制，从 0 到 10 分，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

分值越高，表示越信任。

（二）个体层面的变量测量

⒊控制变量

⒈因变量

本文的数据涉及多个城市，因此是典型的嵌套数据，

个体层面的因变量电子政务使用的测量来自调查中
设置的一项有关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题项，问题为：“您

需要对城市固定效应进行控制。为此，我们设置了城市
虚拟变量并予以控制。

经常访问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吗？”该题为频次题，受

（三）城市层面的变量测量

访者从 0 到 10 分为该题打分，其中 0 分表示“从未访

⒈因变量

问过”，10 分表示“非常频繁地访问”。该题允许受

我们将各城市的受访者在“电子政务使用”题项的

访者回答“不清楚”或拒答。

得分取平均值，从而获得各城市公民的政府网站访问

⒉自变量

率，作为城市层面的因变量。考虑到居民对登录频次的

性别为二分变量，男性为 1，女性为 0。

理解不同，我们设置了一个二分变量，即从未访问的赋

年龄为分组变量，分为 18 － 24 岁、25 － 29 岁、

值为 0，访问一次以上的赋值为 1，并将各城市的得分

30 － 39 岁、40 － 49 岁、50 － 59 岁、60 岁及以上等 6 组， 重新取平均值。结果显示，两个变量的相关关系较强
依此赋分 1 到 6 分。
受教育程度分为 6 档，包括小学及以下、初中、高

（r=0.989，p<0.01），后文各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也
基本一致，因此在此不予报告。

中 / 中专 / 技校、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学历，

⒉自变量

从 1 到 6 赋分。

电子政务绩效主要通过各城市政府门户网站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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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予以衡量，中国软件评测中心通过信息公开、在线

般认为失业率越高，电子政务的使用率越低。

服务和互动交流等三个维度加以测评。我们分别使用三

人均受教育程度以常住人口中获得大专以上文凭的

个维度的各自得分来考察电子政务的不同维度对公民电

人口比例来衡量。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居民通常掌握计算

子政务使用率的影响，并综合考察电子政务综合绩效的

机和上网技能，登录政府网站的可能性较大。

作用。在线服务包括对公民和对企业的服务类别，我们

人口老龄化程度以 65 岁及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来

仅关注对公民的各类服务（包括教育服务、社保服务、

衡量。老年人可能缺乏接触和使用互联网方面的机会和

就业服务、医疗服务、住房服务、交通服务、婚育收养、 技能，他们登录政府网站的可能性较低，并影响所在城
公用事业、证件办理等 9 类），并将其得分取均值来衡
量在线服务能力。

市的使用率。
互联网渗透率以国际互联网用户数除以常住人口

⒊控制变量

总数来衡量。欧洲调查发现，各国电子服务使用率的

城市层面的许多因素都会影响公民的电子政务使用

差异主要受到基础设施与联网程度的影响，因为公民

率，需要在研究中予以考虑。我们主要关注城市经济社

能否使用电子政务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有宽带互联

会变量对政府网站公民使用率的作用，包括城市规模、

网接入。尽管移动技术日益普及，但宽带接入仍然是

人口密度、行政级别、人均收入水平、失业率、人均受

电子政务使用的主要途径 [7]。因此，互联网渗透率越高，

教育程度、人口老龄化程度、互联网渗透率等。

居民利用互联网的渠道就越广，登录政府网站的可能

城市规模以常住人口总数衡量，我们在回归分析时

性就越大。

对其取对数。一般来说，城市规模越大，规模经济和网

（四）假设验证方法

络效应可能导致电子政务使用率越高。

个体层面研究的数据库为截面数据，因变量可以近

人口密度等于常住人口总数除以辖区面积（万人 /

似视为连续变量，因此，本文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

平方公里），它是反映城市化水平的重要指标。我们预

的回归模型。回归模型报告了稳健性标准误以降低异方

计人口密度应该与电子政务使用率正相关。

差导致的估计偏误。由于因变量的 0 值表示“从未”访

样本城市的行政级别包括直辖市、副省级城市和地

问政府网站，我们还构造了一个二分变量，将 1 到 10

级市（一般省会城市），我们设置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

分转换为 1 分，并估计上述自变量对政府网站登录与否

两个虚拟变量，以地级市为参照组，以反映其级别产生

的影响。对于二分因变量，OLS 不适用，我们使用 Logit

的行政分权差异。行政级别越高，公民的电子政务使用

回归模型。

率可能会越高。

城市层面研究的数据库为截面数据，因变量为连续

人均收入水平以人均 GDP（万元）衡量，它与城镇

变量，可以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的回归模型。

人均可支配收入高度正相关，因此可以作为人均收入水

我们报告稳健性标准误，以降低异方差等产生的估计偏

平的代理变量。通常来说，收入越高，居民登录政府网

误。由于电子政务绩效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

站的可能性越大。

互联网普及率等因素的影响 [29,35]，存在一定的内生性。

失业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衡量依据。一

因此，我们需要构造工具变量并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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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LS）的回归模型。已有关于电子政务与腐败之间关

个体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略。主要变

系的研究使用人口总数的对数、城市化率和电话普及率

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显示，两个因变量高度正相关，

等工具变量 [36,37]。本文使用城市常住人口总数的对数作

受教育程度、本地城镇户口、政府机关公务员、事业单

为工具变量，因为城市规模越大，通常来说电子政务发

位人员、家庭总收入、政治面貌、政府信任等与政府网

展越快。后文分析显示，它同电子政务绩效显著正相关， 站登录情况显著正相关，而农民、已婚等变量则与之显
而同因变量的相关关系较弱，说明是一个合理的工具变

著负相关。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在可容忍的范围，表

量，能够满足我们的估计需要。

明不会发生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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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结果
（一）个体层面统计分析

先对人口统计特征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然后加入政府信

⒈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任变量。OLS 回归模型的 R2 分别为 0.0565 和 0.0702，

图 1 展示了公民登录所在城市政府网站的情况，正

F 值都通过了统计显著性检验（p=0.0000），说明模型

态分布曲线提示该变量的分布是左偏的。如图 1 所示，

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Logit 回归模型的伪 R2 分别

接近一半的受访者从未登录政府网站（47.53%），表

为 0.0337 和 0.0361，Wald 卡方检验值也都通过统计显

明中国大城市政府网站的公民使用率仍然偏低。如果将

著性检验（p=0.0000），表明模型中自变量对因变量

回答“不清楚”的受访者视为从未登录政府网站的群体， 的解释是非零的。OLS 和 Logit 的回归模型对主要变量
那么超过一半的居民从未访问过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

的估计基本一致，我们下文将分别予以讨论。

如果以 5 分作为分界线，6 到 10 分作为经常登录政府

性别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影响不显著，且 OLS 与

网站的组别，可以发现只有约四分之一（26.19%）的

Logit 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符号相反。这一结果同已有

受访者经常使用电子政务。由此可见，提升城市政府网

研究一致，说明电子政务的性别差异并不明显。

站的用户使用率是当前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课题。

年龄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影响不显著，而符号都
为负向，说明年龄较大的公民较少登录政府网站。由此
可见，年龄可能不是居民使用电子政务的一个主要障碍。
受教育程度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产生显著影响，表
明学历越高，公民越倾向于登录政府网站。这个研究发现
同已有研究的结果一致，表明学历是影响电子政务使用的
关键因素之一。另一方面，它也提示，目前的政府网站设
计得过于复杂，对受教育程度的要求较高，而未来应考虑
如何简化政府网站的内容并降低其访问技术门槛。
民族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影响通过显著性检验，

图1

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情况

提示汉族公民比其他少数民族的公民更倾向于登录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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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OLS 回归模型

变量
性别（男 =1）
年龄
受教育程度

个体层面自变量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情况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Logit 回归模型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0.0484（0.0480)

-0.0308（0.0497)

0.0111（0.0309)

0.0175（0.0322)

-0.00327（0.0194)

-0.0125（0.0202)

-0.0145（0.0123)

-0.0200（0.0129)

***

0.0567

民族（汉族 =1）

（0.0173)
*

0.238 （0.135)

0.0678

***

（0.0179)

0.222（0.137)

***

0.0784***（0.0116)

*

0.142（0.0910)

***

0.0732 （0.0111)
0.152 （0.0885)

户籍：本地城镇户口

0.124 （0.0542)

0.112 （0.0560)

0.103 （0.0348)

0.0890**（0.0362)

户籍：本地农村户口

0.0773（0.0671)

0.0933（0.0694)

0.0185（0.0431)

0.0342（0.0450)

职业：政府机关公务员

0.612***（0.229)

0.669***（0.233)

0.255*（0.139)

0.273*（0.143)

职业：事业单位人员

0.417***（0.122)

0.403***（0.125)

0.249***（0.0766)

0.251***（0.0800)

**

**

职业：国有企业员工

0.0485（0.109)

0.0231（0.114)

0.0436（0.0691)

0.0185（0.0723)

职业：私营企业员工

0.00381（0.0777)

-0.00808（0.0807)

0.0484（0.0497)

0.0442（0.0522)

0.122（0.158)

0.0983（0.163)

0.179*（0.102)

0.145（0.106)

-0.0819（0.0849)

-0.108（0.0882)

-0.0377（0.0543)

-0.0551（0.0570)

职业：外资或港澳台资企业
员工
职业：私营企业主或个体户
职业：自由职业者

0.0213（0.116)

0.0637（0.121)

0.0350（0.0746)

0.0426（0.0777)

-0.404**（0.176)

-0.343*（0.187)

-0.283**（0.118)

-0.250**（0.125)

职业：离、退休人员

-0.208（0.130)

-0.249*（0.136)

-0.187**（0.0835)

-0.197**（0.0877)

职业：散工、临时工、钟点
工
职业：在校学生

-0.130（0.270)

-0.0790（0.286)

0.000663（0.173)

0.0269（0.184)

职业：农民

家庭总收入
政治面貌（党员 =1）
婚姻状况：已婚

**

-0.393 （0.169)

-0.490 （0.171)

-0.241 （0.112)

-0.269**（0.115)

0.0575***（0.0140)

0.0597***（0.0145)

0.0393***（0.00901)

0.0384***（0.00943)

***

***

**

**

***

0.180 （0.0683)

0.177 （0.0701)

0.119 （0.0438)

0.116**（0.0455)

-0.199***（0.0523)

-0.174***（0.0540)

-0.110***（0.0335)

-0.0994***（0.0350)

婚姻状况：离异

0.207（0.331)

0.230（0.340)

0.0541（0.215)

0.0508（0.225)

婚姻状况：丧偶

-0.366（0.621)

-0.396（0.633)

-0.511（0.379)

-0.515（0.399)

政府信任

0.145***（0.0102)

常数项

0.0328***（0.00656)

3.304***（0.230)

2.356***（0.246)

0.129（0.147)

-0.0741（0.157)

17897

16568

17897

16568

***

***

***

742.29***

0.0337

0.0361

N
F（Wald χ ）
2

18.86

R2（伪 R2）

0.0565

21.89

0.0702

749.02

注：各回归模型中均控制了城市虚拟变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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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站。当政府信任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后，民族的影响减

口的影响则不显著。这一结果表明，当前的户籍制度可

弱并变为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少数民族的居民更信任所

能是居民使用电子政务的一个主要障碍。

在城市的政府。

在职业变量中，政府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人员、

在户籍变量中，本地户口的居民比外地户口的居民

外资或港澳台资企业员工比其他职业的居民更倾向于登

更倾向于登录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其中，本地城镇户

录政府网站，而农民、离退休人员和在校学生则相对较

口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影响是显著的，而本地农村户

少使用电子政务。如前所述，在政府机构和事业单位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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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居民常常要与政府网站打交道，因此更倾向于登录

待提升。其他城市层面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从略。

政府网站。外资或港澳台资企业的员工相对来说受教育

城市层面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发现，

程度更高，对公共政策更敏感，并更经常地使用电子政

只有副省级城市的虚拟变量同政府网站使用率显著正相

务。农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机会较少，享受所在城市公共

关，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都未通过 95% 水平上的统计

服务的渠道更少，他们可能很少访问政府网站。离退休

显著性检验。政府网站绩效及其三个维度都同政府网站

人员多数年龄偏大，且更少关注政治事务，因此较少登

使用率正相关，其中互动交流维度的相关系数最大，不

录政府网站。学生同政府的交集较少，他们更偏重于与

过，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学业或娱乐有关的专业网站，而很少访问政府网站。

图 2 展示了公民登录所在城市政府网站的分布情

居民的家庭总收入与其登录政府网站显著正相关，

况。各城市在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比例方面差异较大，

表明经济收入越高的公民越经常地使用电子政务。收入

表现较佳的是南宁、合肥、南京、北京和长春，表现较

较高的居民更有经济能力购买和使用信息技术及相关设

差的则是济南、兰州、呼和浩特、太原、哈尔滨等城市。

备和服务，他们会倾向于访问政府网站。与此同时，随

尽管人们普遍认为政府网站绩效同其公民使用率正

着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的日益普及，以及互联网接入资费

相关，但图 2 中却并未显示二者的强相关关系。虽然二

的降低，电子政务使用的收入门槛或可得以软化。

者呈现正相关关系，但线性拟合曲线的斜率较低，表明

与非党员相比，党员登录政府网站的频次更高。目

二者的相关关系并不强。例如，青岛和兰州的政府网站

前，中国的政府网站仍然以行政机关为主，党委机关通

绩效评估结果差异较大，而其公民使用率却较为接近，

常很少专门建设门户网站。尽管如此，党员较高的政治

并没有一致的相关趋势；再如，尽管南宁的政府网站绩

觉悟和参政议政热情使他们更倾向于访问政府网站。

效居中，但其公民使用率却最高。

在婚姻状况方面，以单身为参照组，已婚居民访问

⒉回归分析

政府网站的可能性更低，而离异和丧偶人士的影响不显

表 2 报告了各个回归模型的主要分析结果。由于政

著。可能的原因是，单身居民有更多的时间访问政府网

府网站绩效及其三个维度的相关关系较强，我们在各回

站，或者他们需要在诸如婚姻登记等方面获取政府信息

归模型中依次将其代入，以避免多重共线性威胁。各回

或接受政府服务。

归模型的 R2 位于 0.30 上下，表明因变量约 30% 的变

最后，在两种回归模型中引入政府信任变量后，模

异得到解释。各模型的 Waldχ2 值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

型的解释力都得到了较为明显的提高。政府信任对公民

验（p<0.05），说明本文的模型都得到了很好的解释。

登录政府网站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政府信任是解释
电子政务使用的一个重要因素。

各个自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的平均值为 2.51，
小于一般的多重共线性判断标准（10.0）。不过，人口

（二）城市层面分析

密度的 VIF 达到 5.35，可能造成一定的多重共线性威

⒈描述性与相关性分析

胁，为此我们还对未将其代入的回归模型进行估计。结

样本城市的政府网站使用率的均值为 2.94，以 10 分

果发现，除人口老龄化率的统计显著水平由不显著转为

制来衡量，说明当前公民使用电子政务的比例非常低，亟

在 90%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以外，其他自变量的效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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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线性拟合值

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情况

本不变，在此不予报告。

计显著水平。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即政府网

反映城市行政级别的两个虚拟变量都同电子政务使

站绩效及其三个子维度（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和互动交

用率正相关，且都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表明行政级别

流）都未对公民的电子政务使用率产生显著影响，均未

越高，城市居民登录政府网站的可能性越高。特别是副

通过 90% 水平上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省级城市的虚拟变量在所有回归模型中都达到 99% 的

在本文考虑的控制变量中，与我们的预期相反，人
口密度和人均 GDP 同电子政务使用率的相关系数为负，

统计显著水平，表明该层级的城市居民相对来说更倾向
于使用电子政务。

且后者的回归系数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与我们的预期
一致，失业率和人口老龄化率同电子政务使用率负相关， 五、讨论与结论
而其相关关系不显著。如前所述，当我们将人口密度剔

（一）理论与实践启示

除时，人口老龄化率的影响变为统计显著，说明它也是

尽管越来越多的信息、服务和功能被搬上互联网，

影响政府网站使用率的关键因素。人均受教育程度同电

但电子政务的使用率并不高。本文采用中国 36 个主要

子政务使用率正相关且通过统计显著性检验，说明居民

城市的大样本居民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公民使用电子

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的电子政务使用率也会较高。虽

政务的影响因素，有助于深化人们对政府网站使用的理

然互联网渗透率同电子政务使用率正相关，但未达到统

解，并为制定政策推动公民更广泛地使用电子政务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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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变量
政府网站绩效

城市层面自变量对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1.145（2.310)

信息公开

1.055（2.162)

在线服务

1.075（2.197)

互动交流

0.524（1.052)

人口密度

-0.412（2.652)

-0.261（2.426)

-0.583（3.038)

0.232（1.522)

人均 GDP

-0.136*（0.0751)

-0.138*（0.0803)

-0.134*（0.0722)

-0.127**（0.0631)

失业率

-0.0735（0.122)

-0.0714（0.126)

-0.0667（0.132)

-0.0932（0.109)

4.221 （2.164)

4.423 （2.137)

4.109 （2.238)

4.430**（2.038)

人口老龄化率

-13.24（11.09)

-13.80（12.26)

-13.70（12.05)

-11.61（8.325)

互联网渗透率

0.322（0.254)

0.298（0.253)

0.346（0.291)

0.282（0.257)

人均受教育程度

*

**

**

直辖市

0.626 （0.273)

0.649 （0.328)

0.651 （0.315)

0.666**（0.325)

副省级城市

0.785***（0.278)

0.770***（0.285)

0.830***（0.288)

0.787***（0.268)

常数项

3.222***（0.682)

3.166***（0.744)

3.286***（0.680)

3.335***（0.623)

***

***

***

56.21***

0.255

0.308

2

Waldχ
R2

62.60

**

*

0.260

57.77

**

0.227

6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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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示。

差距会逐步拉大 [19]。从易用性和可及性的角度而言，

研究显示，公民登录政府网站的比例仍然偏低，接

政府应进一步优化政府网站的用户界面和使用体验，降

近一半的居民从未登录过所在城市的政府网站，表明提

低使用电子政务的技术门槛，使更多的群体能够受惠于

升政府网站使用率是当前中国电子政务发展的重要课题

电子政务投资。

之一。如果无法使政府网站获得公民的广泛使用，那么

本研究还表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是影响其访

政府在电子政务方面的大量资金投入将很难获得应有的

问政府网站的关键因素。因此，提升公民的政府信任水

回报。

平是进一步提高电子政务使用率的重要方向。政府与公

公民个体层面的分析发现，民族、户籍、受教育程

民的关系影响公民与政府打交道的方式，良性的政民互

度、收入水平、职业、政治面貌和婚姻状况等人口统计

动关系有利于塑造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与信心，并培养健

特征是影响电子政务使用的关键因素，它们都同“数字

康的参政议政文化，从而为电子政务发展提供契机。

鸿沟”紧密相关，表明下一阶段电子政务发展的关键方

本文还利用城市层面的数据实证分析了政府网站绩

向是如何弥合处于不同经济社会状况的群体在访问政府

效对公民使用率的作用。结果显示，政府网站绩效及其

网站方面存在的差距。如果这些差距得不到有效应对，

三个子维度（信息公开、在线服务和互动交流）都未对

将可能进一步扩大“数字鸿沟”，因为享受政府在线信

政府网站使用率产生具有统计意义的显著作用。本文的

息和服务的人群获得了便利和优势，他们与其他群体的

研究结果同韩国和美国的相关研究一致，即并没有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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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证据表明政府网站绩效同其使用率和服务质量存在稳

务等）及其影响因素。与此同时，公民访问不同层级的

健的相关关系 [27,30]。由此可见，政府一厢情愿地期望从

政府网站会受到不同因素的影响，而目前的数据无法对

供给面提升和完善门户网站，可能无法达到扩大公民使

此进行考察。

用率的目的。

其次，本文的研究只收集了 36 个城市的数据，研

研究结果提示，政府对当前电子政务的建设状况可

究发现可能只适用于省会及以上的城市。未来研究应收

能自我感觉良好，特别是外部评估的结果都较为正面。

集中小城市的数据，并对本文的研究发现进行重估。作

而这种乐观和自信可能并不会转化为公民的实际使用和

为一项截面数据分析，本研究无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

满意度。值得注意的是，互动交流可能是未来政府网站

系进行推断，未来研究可考虑基于纵贯数据对本文提出

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公众登录政府网站，除了浏览信

的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息和获得服务，更为重要的是参政议政。政府网站的在

此外，大量因素都会影响公民是否使用政府网站 [18]，

线反馈、申诉、咨询、讨论等功能可能需要进一步加强， 而本文只是对其中的一些主要因素进行考察，其他因素
以满足公民日益增长的参与需求。一个值得关注和发展

以及不同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如调节效应或中介效应）

的方向是社交媒体，微博、微信和即时聊天工具等可能

在此难以考察，需要未来研究的深入分析。尽管存在上

会为电子政务的加速发展和吸引更多的公众使用提供利

述不足，作为首次利用全国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公民使用

器 [38,39]。

电子政务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之一，本文的诸多发现仍然

本研究还发现，城市的行政级别、人均受教育程度

对已有研究文献作了补充。

同政府网站使用率正相关，而人均 GDP 和人口老龄化
率同其负相关。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失业率和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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