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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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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键词：

新加坡在采用信息技术、发展电子政务和推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表现突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走在世界前列。以

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为例，分析了大数据技术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和政府管理

等方面的应用实例；总结了新加坡政府大数据技术利用的主要特征与关键问题；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新

加坡经验对中国政府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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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为什么要关注大数据？

与过去的数据仓库和数据技术相比，无论是就数

量、结构或复杂性等方面而言，大数据都远甚于以往任

何时期。大数据技术为政府创新和改善公共服务带来的

无限机遇，使政府能以创新性的方式和形式提供公共服

务，乃至创造许多前所未有的公共服务，比如完全定制

化的服务及其他闻所未闻的新服务。大数据技术使许多

奇思妙想可以在公共治理中得以实现，包括不断提升的

服务效率、管理效能与公众满意度，并使许多棘手的公

共问题得以解决。

与此同时，大数据技术也对政府提出了许多严峻而

紧迫的挑战。政府为什么需要关注大数据技术？政府在

收集海量资料，但这些资料是否得到有效使用？公众参

与至关重要，但如何推动社会参与和公众关注？更为重

要的是，如何保障政府的资料安全与个人的隐私？在这

些方面，政府做好准备了吗？政府该如何实现大数据技

术应用的顶层设计，搭建必要的基础设施，并实现大数

据跨部门和跨领域的共享共用？上述问题考验着每个国

家的政府管理者，也是大数据技术进一步发展所亟需解

决的关键议题。

我们生活在一个陌生人社会，但是大量多源数据的

汇聚，却让我们感觉到似乎身处一个熟人社会。数据或

资料都不是信息，因为它们没有意义且无法发出有效信

号；然而，如果经由适当的组织和分析，就可以获得更

多的信息。[1]试想，当一个人的地址、联络方式、医疗

记录、公共设施消费记录、家庭成员、金融和信用记

录、地理位置等方面的信息一应俱全并整合在一起时，

就会使我们对这个人的认识发生质的改变。

我们面对的是冷冰冰的机器，但它却知道我们的

“生辰八字”，知道我们的喜怒哀乐，知道我们的过去

与当下，并知道我们的未来将去往何方。这就好比是每

十年才能进行一次的地毯式的全面人口普查，现在则是

每秒钟就刷新一次“存在感”，这种实时更新、海量资

料的堆垒，使我们对许多事物的认识发生了改观，以至

于到了我们需要反思如何创新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

共治理的时候了。[2]

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感到深深的孤独，有些人感

到严重的畏惧，有些人则意识到无限的机遇和可能。每

——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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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新数据（主要为2014年）均来自新加坡统计局的官方网站，参见：http://www.singstat.gov.sg/statistics/latest-data#14。

2 参见新加坡在各个信息技术领域的世界排名：Singapore's Ranking in Infocomm. http://www.ida.gov.sg/Infocomm-Landscape/

Facts-and-Figures/Singapores-Ranking-in-Infocomm。

3 参见资信局网站：http://www.ida.gov.sg/Infocomm-Landscape/Facts-and-Fig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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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解读不同，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已然步入或即将

被卷入大数据时代，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贡献海量的、

各种各样的数据，使我们成为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铆钉，

为其高速运转的数据吞噬机器添油加醋。大数据是一把

双刃剑，这话一点儿也不假。它既给我们带来了机遇，

也给我们带来了挑战。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大数据时代，

是一个让人值得去胡思乱想，甚至是恣意妄想，乃至异

想天开的时代。

新加坡在采用信息技术、发展电子政务方面表现突

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也走在世界前列。本文以新加坡

为例，分析大数据技术在公共交通、医疗卫生、信息安

全、社区治理和政府管理等方面的应用实例，并总结新

加坡政府利用大数据技术的主要特征与关键问题。结合

中国的实际情况，本文亦将探讨新加坡经验对中国政府

使用大数据技术的启示。

二、新加坡利用大数据技术的环境与基础

（一）新加坡概览

新加坡是一个地处东南亚热带的岛国，1965年从马

来西亚独立，并在短短50年的时间里快速发展，一跃从

第三世界国家迈入第一世界。新加坡的国土面积仅有

718.3平方公里；总人口546.97万人，其中居民总数达

到387.07万人（包括公民334.30万人，永久居民52.77

万人），人口密度高达7615人每平方公里。1

新加坡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社会，华人占比

74.2%，马来族占比13.3%，印度和其他种族分别占比

为9.1%和3.4%。

新加坡是一个高收入的富裕国家，人均GDP达到

71318新元（约合人民币32万元），居于世界前列。无

论是互联网的接入率还是智能手机的普及率，新加坡都

在全球处于领先位置。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87%的家

庭接入互联网，72%的国民是互联网用户。企业也广泛

使用互联网，86%的企业接入宽带网络，而50人以上的

大中型企业更是达到100%。互联网对新加坡社会的广泛

和深度渗透，为新加坡利用大数据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二）新加坡政府的信息化之路：从智能国到智慧国

一直以来，新加坡在信息技术发展和应用方面都处

于世界领先位置。[3]新加坡政府更是积极主动地发展电子

政务，在联合国的全球电子政务评估中稳居世界前列2。[4]

2006年，负责全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加坡资讯

通信发展管理局（IDA）宣布启动为期10年的“智能国

2015”（Intelligent Nation 2015，简称iN2015）发展蓝

图，要将新加坡建设成为一个以信息驱动的智能化国度

和全球化都市。

2010年，新加坡正式启动新一代全国宽带网络，提

供覆盖面广、价格适中的超高速宽带3。

2014年，新加坡提出“智慧国计划”(Smart Nation 

Platform)，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因为这是全球首个举

国智慧蓝图，新加坡也有望建成全球第一个智慧国。

实际上，“智慧国”与“智慧城市”无异，只不过

新加坡作为一个城市国家，可以借由其岛国优势而最大

化智慧城市的收益。不过，新加坡的智慧国涵盖了单纯

的智慧城市所无法包罗的内容，如国防和外交关系等。

此外，以一国之力推动智慧技术的应用和普及，显然会

极大地促动整个产业的发展，是单个城市所无法比拟

的。而将智慧技术上升到一个国家的战略高度，也是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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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家所无法企及的。

智慧城市指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智能终

端等新兴信息技术，实时收集和汇聚反映城市发展各个

方面的数据，以辅助城市管理者作出管理决策。智慧国

的关键在于数据的收集、汇聚与辅助决策，因此其核心

在于大数据技术。所谓“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将来

自方方面面的各类信息汇聚后，通过一定的模型设定和

算法演绎，就能模拟和预测城市管理的许多维度，进而

为决策者提供分析和研判的依据。通过多种感应器收集

的各方面实时数据汇聚后，以实现基于数据的智能决策

和创新性利用。例如，通过摄像头拍摄视频和画面（人

员汇聚程度、分布状况和流动方式），通过录音机录制

声音，通过检测仪扫描空气成分（如二氧化碳和悬浮颗

粒物）和气味，通过温度计测量气温和能源消耗量，通

过风速仪测量风向和速度等。

与过去“拍脑袋”的简单粗放式决策风格截然不

同，智慧国强调循证（evidence-based）政策与管理，

即用数据说话。目前，新加坡正在建设覆盖全岛的无缝

对接与无中断转换移动网络，实现宽带与无线网络之间

的无缝连接与自由转换。为把新加坡打造成为“智慧

国”，政府构建“智慧国平台”，建设覆盖全岛的数据

收集、连接、储存和分析的基础设施与操作系统，让各

个相关政府部门获得系统收集的数据，以制定更及时和

合理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

三、新加坡利用大数据的主要领域

新加坡政府在许多领域广泛利用大数据技术，在公

共交通、医疗卫生、信息安全、社区治理、环境保护和

政府管理等方面都试点和探索了许多实践，并积累了值

得借鉴的经验。以下就新加坡在多个公共服务领域利用

大数据技术的典型案例进行简要介绍，并总结其经验和

所面临的挑战。

（一）大数据与公共交通创新

新加坡的公共交通系统非常善于利用大数据技术，

举凡电子道路收费系统、易捷通卡、早鸟免费乘车计

划、巴士等候服务标准、的士预召系统、体温红外线监

测与的士排队等候、道路步行适宜度等，都可以看到大

数据利用的身影。

为了缓解中央商务区的拥堵，新加坡推行电子道路

收费（ERP）系统，在核心区域设置不同价格的收费路

段和时段。在其推行的早期主要靠人工来收费，经常出

现几个人拼车以规避收费的案例，但该政策仍然执行得

非常好。现在则是通过“电子眼”和汽车上的行车记

录仪，由此产生有关汽车移动的海量数据。未来，政府

计划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来对汽车进行定位和收

费，将更加准确地记录汽车的行走路线和距离，从而为

更有效地管理机动车提供基础。

新加坡采用的易捷通卡（EZ-Link）使大数据利用

成为可能，并推动了公共交通的智能化发展。乘客广泛

使用易捷通卡，每天只有不足3％的乘次通过现金或单

程卡付费。换句话说，97%的乘客都使用该卡，且在上

下车时都要刷卡，由此产生的海量数据也为公共交通决

策优化提供了可能。比如，陆路交通管理局实验早鸟计

划，监测早高峰期前的免费乘车提议是否能够缓解交通拥

堵状况。再如，路交局推动巴士等候服务标准，利用基准

数据设定巴士等候时间，据此对巴士运营商予以奖惩。

路交局还推出MyTransport手机应用程序，将所有交

通信息“一网打尽”，为乘客和驾车者提供实时路线规

划服务，方便他们提前规划线路并规避拥堵。目前，该

服务已经可以结合使用者的地理位置和实时交通状况，

为其规划最合理的交通路线。此外，在出租车管理方

面，政府鼓励业者开发电子预召系统，路交局也开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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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预召系统。政府还在出租车站试验站点热感应技

术，以估计排队等候的乘客拥挤状况，并为出租车调度

提供依据。

（二）大数据与公共健康

新加坡的医疗卫生部门在利用大数据方面不遗余

力，在骨痛热响应与乐龄居家护理方面表现突出。目

前，新加坡基本实现了医疗病例的数字化和共享平台的

建立，医生通过身份证号码就可以跨部门获得医疗记

录和最近的体检结果，从而为快速诊断提供了可能。

其次，政府和企业试点居家保健服务或远程护理服务

（telecare），特别是对乐龄人士和行动不便人士的社区辅

助，通过远程诊疗和给药，达到减少通勤和医疗成本。

此外，新加坡作为热带国家，饱受骨痛热或登革热

的困扰，每年爆发上万起病例，政府对此非常重视。为

了强化骨痛热的监测与预测，政府利用地理定位服务

（GPS）技术来监测各个区域的发病情况，并构建数学

模型，预测骨痛热在不同区域的爆发概率。南洋理工大

学的科研人员开发了Mo-Buzz应用程序，基于社交媒体

信息和其他数据，预测骨痛热发生率。与此同时，居民

也被鼓励报告骨痛热的发生状况，提供拍照及其内嵌的

地理信息，为识别骨痛热的爆发提供线索。

（三）大数据与社区服务整合

新加坡的“强政府”理念使部门之间合作困难。政

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同有待加强，各自为政的局面时

有发生。比如一条蛇的故事就被多次引用，指每个部门

分管一段，导致居民投诉无门。再比如公共空间草皮修

剪，也是因不同部门分管而难以协调。新加坡人爱抱

怨，但爱抱怨的国民不是坏事，因为没有政治恐惧，可

以肆无忌惮地投诉和举报，从而砥砺政府完善服务。但

是，居民在遇到邻里问题时，往往不知道该向哪个机构

反馈，常常遇到“踢皮球”和推诿扯皮的现象。

为了加强社区服务整合，2014年成立了由多个机构

组成的社区事务署（Municipal Services Office），下设

国家发展部，由总理公署部长与国家发展部长共同监

管。社区事务署协调包括陆交管局、公用事业局、国家

环境局、国家公园局、建屋发展局、农粮兽医局和警方

在内的多个机构，通过加强跨机构合作，简化公众求助

程序，使公众反馈的问题得到更快捷和更有效的解决。

社区事务署还开发了OneService的一站式求助平台，为

公众提供实时和全面的求助服务。尽管社区事务署距离

更集中的公民关系管理枢纽还有很大差距，但它通过信息

汇聚，为更好地反馈民意和调度资源提供了平台。

（四）大数据与贫困救济

新加坡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组屋建设计划、强有力的

公积金制度，构建了完善的社会网。然而，富国也有穷

人，新加坡的贫富差距非常值得关注，反映社会财富不

平等的基尼系数一直处于高位。这种状况同新加坡政府

推崇自力更生的理念不无关系，期望居民尽可能地通过

自身和家庭的力量脱贫致富。

国际组织和许多国家都设定贫困线，规定一个统一

的收入标准，来划定贫困人口并予以施援，但新加坡在

救助弱势群体方面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贫困线。不

设贫困线，可能引起反对党的批评，但是却可能是非常

周到的制度安排。[5]新加坡政府不断努力建立一套信息

系统，通过多部门打包援助，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国

民都能够得到不同配套方案的援助。可以说，新加坡建

立了贫困救助的“千层糕”，通过多条援助线使不同需

要的居民受到全方面的立体辅助。

（五）大数据与反腐败

新加坡一直都被国际组织“透明国际”评为最清廉

的国家之一，在维护政府廉洁和打击腐败方面表现突

出。在其早期的反腐策略中，科技并没有被突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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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科技手段被腐败分子所利用，反腐败也需要利用科

技工具予以还击。最近，科技反腐被新加坡政府一再强

调，在反腐方面，新加坡也积极利用大数据技术。

新加坡建立了任人唯贤的文官制度，在政治家和公

务员的遴选方面，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框架。许

多公职人员为政府奖学金得主，他们从小就接受政府和

学校逐级进行的心理测验和各类考试，积累了一套贯穿

生命周期的数据。基于这些数据，政府可以追踪每个人

的求学和从政经历，并预测其贪腐概率。

政府使用大数据和电子采购系统，发现腐败的蛛

丝马迹。[6]目前，所有公共部门的服务和产品采购都需

要通过集中在线系统（Government Electronic Business，

GeBIZ）招投标。有关每一宗产品或服务的招投标信息

都在政府部门的监督之下，如果发现招投标和资金流动

方面的异常情况，就可以发出预警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比如，某个机构总是通过一家公司采购产品或服务，那

么就需要对此予以关注。再如，若某个机构的投标总是来

自一家合规公司，那么这家公司的交易也需要进行检查。

新加坡设有合法赌场，赌债会诱发公务员滑向腐败

的边缘。为了规避此类风险，政府对公务人员进出赌场

有明文规定。公务员每月进出赌场超过一定次数，就需

要向上级申报，以提前作出预警。实际上，由于进出赌

场需要身份证明，所以政府掌握了公务员有关赌博的信

息，并为其提前干预提供了可能。

（六）大数据与区域协同

大数据技术不仅用于新加坡的国内事务，而且还为

其跨国协调提供了条件。受季风影响，印度尼西亚的橡

胶园焚烧林木产生的烟霾常常飘到新加坡，造成严重的

空气污染。由于无法定位哪个农场或工厂焚烧芭蕉林，所

以政府往往无法予以惩戒，导致问题年复一年地发生。

为了应对跨界烟霾，新加坡联合本区域内的其他国

马亮·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

家，开发了东南亚国家联盟区域烟霾预警系统（ASEAN 

Sub-Regional Haze Monitoring System，AHMS）。基于

卫星成像技术，这个跨境烟霾监测系统可以及时发现林

火并准确定位。而烟霾因为跨越国界而使跨国协作存在

难题，往往令该系统爱莫能助。新加坡虽然可以发现火

点，但却无法予以惩戒，使“电子眼”徒劳。不过，新

加坡的烟霾监测系统仍然积累了大量数据，结合气象等

数据，为预测烟霾发生提供了依据。

四、新加坡利用大数据的特征与问题

（一）基本特征

⒈前瞻思维与规划先行

新加坡在大数据利用和智慧国建设方面有很多优

势，首先是地理位置与国家规模。新加坡在利用信息技

术方面走在前列，因为岛国资源有限，善用科技是竞争

中取胜的法宝之一。优越的地理位置、小规模的国土面

积和高密度的人口居住格局，使其能够超越许多大国无

法逾越的障碍。

新加坡可谓“危机四伏”，蕞尔小国往往有深远的

忧患意识。因为新加坡没有腹地，全球化对新加坡的影

响非常紧迫。一旦这座城市失败了，这个国家也就失败

了。所以，新加坡人有一种“怕输”的心理。新加坡建

国以来就有的忧患意识，使其能够紧紧抓住信息化的机

遇。与此同时，国家领导人有前瞻性的意识。李显龙等

国家领导人都是科技发烧友，在社交媒体上表现活跃，

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岛国的忧患意识、领导人的前瞻

理念都使新加坡将科技视为其安身立命的根本。[7]

⒉强力推动与学习创新

新加坡的政府是一级政府建制，政府部门的执行力

较强，能够使用政府主导型的牵引发展模式，这有别于

其他国家基于企业创新的市场驱动模式。新加坡在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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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建设方面的领先经验，也为政府部门开发大数据、

推动数据共享等提供了条件。[8]

新加坡的智慧国计划不同于智慧城市或智慧岛

计划。它是举全国之力，强调整体政府（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并有强有力的领导支持和推

动，从而使它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9]例如，新加坡在

统一地图（OneMap）方面做得很好，所有地图数据都

聚合并开放，方便各部门和各行业利用。新加坡在裕廊

湖区设置试验田，推动大数据的采集、存储与开发利

用，而这些都离不开政府的强力推动。此外，PS21办公

室推出的许多计划，大大提升了政府部门学习与创新的

能力，使公务员愿意接受大数据理念。[10]

⒊数字安全与产业支撑

新加坡在信息技术使用方面拥有非常好的产业基

础。它在互联网接入方面领先，国民的网络接入和使用

也较为普遍，使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使用非常顺畅，大数

据技术有广阔的使用空间。新加坡的科技企业和人才也

为其发展智慧国提供了强有力的创新和人力资源支持。

新加坡较为优越的营商环境和舒适的就业、创业和生活

环境，使其成为吸引信息技术产业和人才的磁场。2013

年，新加坡的信息技术产业产值达到148.1亿新币，年

增长率高达44.6%，其中出口就占72.7%。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数字安全，专门设立政府部门

负责此事。政府也在考虑升级公民使用的政府网站口令

OnePass，未来需要双重密码才能登录。新加坡实施的

《个人信息保护法及个人隐私权法令》（2012年第26号）

提供了强有力的法治保障，也有利于推动大数据使用，避

免将来引致不必要的数据泄露和隐私问题。

（二）主要问题

⒈信息流动与透明

新加坡推崇精英治国的理念，在信息公开和公众参

与方面都表现得不甚理想。政府对信息的控制较强，也

没有类似于其他国家的信息公开法，政府的信息公开工

作并不突出。新加坡在推动经济透明方面表现很好，但是

政府在政治透明方面却没有得到同样的发展。[11]新加坡

的电子服务发展较佳，但是电子民主或电子参与却没有

达到同样高的水平。信息公开与透明的不足，反映了精

英治国的“傲慢与偏见”。与此同时，政府强调建设监

控型社会，尽管收集了有关社会各个方面的大量数据，

但能否确保公民隐私与数据安全，仍然令人担忧。

⒉跨部门合作

跨部门合作的难题，是困扰新加坡大数据利用的主

要挑战。政府成立专门的智慧国项目办公室，下设于总

理公署，取代此前资信局下属的智慧城市项目办公室。

但是，各个部门都很强大，都推行了各自的大数据利用

方案，使部门之间的协调面临很大困难。与此同时，政

府主导型的大数据计划，使社会参与的力量孱弱，难以

形成很好的匹配和支持。如何平衡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之

间的微妙关系，特别是在国家安全、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等方面有通盘考虑，是考验政府执政智慧的关键挑战。

⒊人才供给

大数据利用需要大量人才的投入，而新加坡在这个

方面面临一些局限。目前，新加坡全国有14.67万信息

技术人才，且过去数年基本保持稳定。但是人口基数

小，使信息技术的人才供给仍然捉襟见肘。与此同时，

随着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增长，国民往往倾向于以商业和

金融等为主业，而对信息技术在内的工程学兴趣不大。

政府正在有步骤地开展一系列教育和培训计划，吸引人

们投身信息技术产业。比如，政府鼓励中小学开设信息

技术相关课程，“从小抓起”，期望培养人们对信息技

术产业的兴趣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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⒋气候因素

新加坡利用大数据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其独特的气

候因素上。大数据的利用依赖海量数据的存储与提取，

一般来说是干冷的气候更适合，新加坡热带多雨的气候

环境不利于数据存储。目前，新加坡在考虑向地下和海

底要空间，以满足海量数据的存储，但这势必会增加数

据存储成本。如何规避不利的气候因素而发展大数据技

术，成为政府不得不面对的挑战。

五、讨论与启示

中国在大力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以提供

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更有效率的公共管理。新加坡在大数

据应用方面的经验，或可为中国提供镜鉴。尽管两国在

许多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是大数据应用的经验却具

有一定的适用性，能够为中国各级政府提供启迪。[12]基

于新加坡和其他国家的实践经验，以下方面是值得中国

政府大数据开发者们予以关注的重要内容。总结为一句

话就是，在开发大数据技术时，要“善用科技，激荡民

智，砥砺政府，造福社会”。

（一）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

在大数据的开发和应用中，至为重要的是做好战略

规划，有目的地建设数据基础设施，收集和存储数据。

新加坡政府在大数据的使用方面分阶段设定目标，并制

定针对性的国家战略计划，以使各部门和社会各界达成

共识——“劲往一处使”。政府对大数据计划的高度重

视和强力推动，有利于引导相关部门予以关注，并能吸

引产业界的投资。

政府应制定数据存储和共享的统一标准，以避免信

息孤岛或数据孤岛的现象发生，从而最大化利用海量数

据。与此同时，智慧城市的建设有利于多部门合作，因

此政府部门之间的信息共享至关重要。当然，政府需要

取得保密与数据开放之间的平衡，确保国家机密、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得到保护。特别是要做好对个人隐私和

国家安全的维护，以避免数据泄露和隐私曝光所招致的

危险。

（二）政府激励与学习创新

目前，大数据技术的热络可能诱发各地新一轮的跟

风冒进。但是，大数据的利用需要做对激励，以使人们

愿意投身其中。以美国许多城市广泛使用的城市绩效管

理系统CitiStat为例，尽管很多人效仿，但并不是人人都

能成功。至关重要的是“冰山”在水面以下看不见的要

素，即其背后的绩效领导与团队文化。[13]归根结底，大

数据的应用是技术问题，但实质上仍然要回归到管理和

治理的层面上去推动、去促进、去催化、去培育。

大数据的应用还有赖于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学习，

以推动持续创新。尽管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存在很大

差异，但在数据采集和利用方面，却有许多相似之处。

几乎每个城市都面临交通、医疗、教育、环境卫生等方

面的挑战，而一套大数据开发计划经过微调，就可以因

地制宜。以“美国代码”（Code for America）为例，

通过共享代码而推动大数据技术的广泛使用，大大降低

了各个城市“重新发明车轮”的重复建设成本，使创新

效应扩散和倍增。[14]

（三）公众参与和社会共享

政府可以通过数据收集和开放，鼓励企业和社会通

过创新性地使用这些数据，以创造商业利润和公共价

值。例如，新加坡统计局建立了一站式的开放数据平

台（http://data.gov.sg/），提供大量可机读的政府数

据，以便利各部门使用和社会分享。此外，智慧城市建

设需要大量新型人才。比如，掌握数字游戏技术的人

才，可以更加便利地帮助政府将枯燥乏味的数据以图形

化的形式显示，以利于管理者的理解和决策。政府需要

马亮·大数据技术何以创新公共治理？——新加坡智慧国案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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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数据开放工作，使社会“脑洞大开”，从而激发民

智。政府可以开展各种有关大数据的“黑客挑战赛”，

激励人们参与数据开发活动，贡献智慧和力量。

政府2.0的关键在于激发民众的参与热情，从而向

公民赋权。[15]公众参与可以是主动的，但是这需要成本

和投入；也可以是被动的甚至自动的，这或许会激励更

多的人参与和贡献。比如，波士顿等城市使用的Street 

Bump手机应用程序，就是这方面的鲜活实例。驾车人

只需要在开车时将手机应用程序打开，不需要再做任何

事，就可以通过手机自带的重力仪，将路面坑洼情况实

时反馈到指挥中心，帮助其准确定位路坑，以尽快出动

工作人员填补和维修。诸如此类的开发创新，能够更有

效地采集和利用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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