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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及影响因素探究

---基于我国一线城市的调查
郑跃平!赵金旭"

$摘要% 在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通过移动平
台来提供信息和服务# 带来了移动政务的崛起$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 例如
平台建设水平低+ 下载量和渗透度不高+ 运营状况不好等$ 政务客户端是移动
政务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 移动政务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更好地了解公众对政
务客户端的使用和影响因素$ 论文基于对北上广深四市)*## 份电话问卷调查#

了解公众对于移动客户端的使用状况# 并探索其使用现状及未来使用意愿的影
响因素$ 研究发现#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率较低# 仅有不足一成的被调查
者经常使用$ 同时#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需求以及对新技术的接受度显著影响
他们对于政务客户端的使用# 而使用后的评价和反馈!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

会影响他们对政务客户端的未来使用意愿$

$关键词% 移动政务!政务客户端!公众使用!一线城市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识码% Y

$文章编号% )&(+ '*+%& $*#)&% #& '##*" '*)

一& 研究背景

过去几年间' 移动互联网快速发展* *#)& 年) 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 显示' 我国手机网民规模已经达到&4* 亿' 网民中手机上网人群占
比为[#4)p* 在过去的五年间' 手机网民占比增长了近四分之一* 大规模的手

#"

公众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及影响因素探究
#

"

郑跃平#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8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讲师% 赵金旭#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 感谢匿名评审人的意见$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重大项目(科
技革命与国家治理& 基于中国智慧城市的研究) !)$OO\&"##)+" +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
基地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自设项目(智慧交通对公众出行的影响---基于广州
.沃/行讯通0 的实证分析) $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机网民带来了巨大的需求' 为移动互联网及相关服务的改善创造了良好的用户
基础* 多种多样的移动互联网应用快速发展' (从基础的娱乐沟通, 信息查询'

到商务交易, 网络金融' 再到教育, 医疗, 交通等公共服务' 移动互联网塑造
了全新的社会生活形态)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 * 以微信, 支付宝等
为代表的客户端在移动终端上创建了完善的生态系统' 集社交, 娱乐, 出行,

城市服务等多种功能于一身*

政务服务向移动客户端渗透' 移动政务迅速崛起* 商业领域移动客户端的
发展及相关服务的完善带来了公众需求的结构性变化' 进一步走向个性化和多
样化* 公众期待更多的服务从EN端向移动端转移提高服务供给的便捷性' 期待
政务服务理念从(以供给为中心) 走向(以需求为中心) * 同时' 基于移动端
所形成的大数据帮助政府进一步识别公众需求' 为提升政务服务的精准性和便
捷性提供了条件* 于是' 一些政府敏锐地看到了这种变化和趋势' 及时做出调
整提高移动端政务服务的水平* 纽约, 首尔, 香港等多个城市的政府在移动平
台上提供交通, 环保, 教育等不同领域的政务服务* 新加坡有超过*## 项政务
服务可以在智能手机上获取+ 香港政府提供了超过)## 个政务客户端供公众下
载和使用*

政务客户端快速发展' 成为公民接触政府来获取相关信息服务以及与政府
互动的重要平台* 移动政务服务的平台当前有两个维度三种类型* 第一个维度
是提供手机版本的政府网站' 这种方式是将EN端的政府网站根据移动端的特点
$如屏幕尺寸, 信息输入等% 来设计手机版本' 但信息和服务提供的内容及方式
并没有发生质的改变* 另外一个维度' 是直接通过移动客户端的方式来提供政
务服务' 这种方式当前又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政府直接提供政务客户端+ 另
外一类是政府与第三方平台$例如微信和支付宝等% 合作' 将一些政务服务搭
载在这些平台上*

中山大学*#)$年政务客户端$YEE% 调查从供给视角反映了当前地方政府
对于政务客户端的提供和建设状况* 调查结果显示' 全国(#个大中城市中有&[

个城市在不同程度地通过政务客户端来提供政务服务* 政务客户端总量供给达
")&个' 涉及交通, 社保, 教育, 旅游等多种领域* 但政务客户端在城市和类型
的分布上存在不均衡性* 成都, 深圳, 广州和杭州等城市超过)$ 个政务客户
端' 然而有+(个城市不足$ 个* 交通, 综合, 社保民政和旅游类占比超过了&

成' 然而工商服务, 文化体育类占比较低* 同时' 这些政务客户端的总下载量
仅为*+(&4[万次' 不及一些商业客户端$例如微信和支付宝% 的十分之一* 此
外' 政务客户端的更新维护状况也不好' 不足一半的政务客户端在半年内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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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系统更新' )(4$+p的客户端在*#)$年全年都没有进行过系统更新*

二& 研究问题

这些调查统计数据体现出了政务客户端的供给状况' 例如在城市和类型分
布, 下载量, 更新状况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然而' 缺乏相应的研究来反映公
众对于政务客户端的使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 以往的电子政务研究对于公众电
子政务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有不少讨论' 但鲜有针对作为移动政务重要平台的
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及影响因素讨论* 只有对公众的使用现状及相关影响因素有
全面的认知' 才能有效改善政务客户端的建设并提升公众对其的使用水平* 为
此' 本文的研究问题主要有两个! $)% 当前城市层面公众对于政务客户端的使
用情况如何- $*% 影响公众政务客户端当前使用以及未来使用意愿的因素有
哪些-

三& 文献综述

从*# 世纪(# 年代开始' 学者们逐步重视研究(公民主动接触政府)

$N171]<2 'G2171.7<= N527./79a170 K5?<@26<27% 行为$ O./5I' )[(*+ Z1912U<@'

)[(*+ b<@I.̂ T1<' )[(*% * 这不仅因其影响公民获取政务服务的方式和质量'

也因其是重要的公民参与形式$b<=B17]^b<IB<2' )[%#+ O52<9<7.B_' )[((+

AB.=<2J.' )[((+ L.7]<7.B_' )[($ % * 夏普$ZB.12<>_H0.@-% $ H0.@-' )[%& %

经过研究发现' 美国城市中公民参与总量的) 8$ 到" 8$ 属于公民主动接触政府
行为* 接着' 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一时成为美国政治科学研究的热点' 大量
的理论模型也随之被提出' 如维伯$ H1=2<:b<@I.% 和聂$T5@6.2 Q_T1<%

$b<@I.̂ T1<' )[(*% 的社会经济模型, 琼斯$>@:.2 \_O52<9% 等的社会福利
模型$O52<9<7.B_' )[((% 等* 研究方法主要以定量研究为主' 通过电话访谈
或调查问卷的方式来收集相关数据*

从*#世纪末开始' 互联网逐步发展并被广泛应用' 基于互联网的公民主动
接触政府行为成为一种新的形式$>.@I<@' )[%++ S056.9' )[%*' )[[[+ M52U'

*##*+ >52952 <7.B_' *#)$% * 学者们开始关注并解释基于互联网的公民主动接
触政府行为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 巴伯$><2,.612 V_>.@I<@% 认为公民通过政
府网站等的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原因可能和传统公民主动接触政府的行为非常
类似$>.@I<@' )[%+% ' 而托马斯$O502 NB.:752 S056.9% 和斯特雷布$K@<U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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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7@<1I% $S056.9̂ H7@<1I' *##"% 则认为基于互联网的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与
传统的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至少有两点不同! $)% 方便快速+ $*% 缺少人际
互动* 尤其是因为缺乏人际互动' 公民通过互联网来主动接触政府的行为可能
与传统的方式截然不同$S056.9' )[%&+ K55=9<BB' )[[+%* 万卡特希$b19a.2.70

b<2J.7<90% 和戴维斯$ @̀<= \_\.?19% $b<2J.7<90 ^\.?19' *###% 认为' 技术接
受度是影响公民通过互联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重要原因' 这与传统的方式有
根本不同$ \.?19' )[%[+ N0;.' )[[&+ \5BB<7.B_' )[[%+ O./J952 <7.B_' )[[(+

L.@.0.22.̂ H7@.;I')[[[+V5I<@79̂ Q<2=<@952'*###+b<2J.7<90 ^A5@@19'*###% *

与戴维斯等学者关注公民技术接受度不同' 埃德米斯顿$ L<BB:\_

Z=619752% $Z=619752' *##*% 则强调数字鸿沟$\1U17.B\1?1=<% 对公民通过互联
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影响* 数字鸿沟在一定意义上讲是早期维伯和聂提出的
社会经济模型在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发展* 社会经济差异使不同公民个体接触计
算机和互联网的机会和能力各不相同' 导致不同教育, 收入, 年龄, 性别, 种
族等背景下的人群间产生了数字鸿沟$Z=619752' *##*+ S056.9^ A<BJ<@'

)[[[+ H0.@-' )[%&+ T5@@19̂ \<6<7<@' )[[[% * 数字鸿沟对建立在顾客自由选
择基础上的电子商务$ Z'N566<@/<% 影响不大' 但对电子政务$ Z'

K5?<@26<27% 的影响必须受到关注' 因为电子政务必须对所有人公平开放' 尤其
应照顾低收入和残疾人等弱势群体$O5@U<29<2 ^N.IB<' *##*% * 因此' 数字鸿
沟对公民通过互联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影响受到学者们更多关注*

现有研究有一些不足* 首先' 这些研究更多地强调了基于EN端的传统互联
网' 而没有对移动互联网到来后公民通过移动端来主动接触政府出现的新特征
给予足够的关注* 勒弗尔$A.@J =<V<;?<@% 等认为' 智能手机, 移动电脑等带
来的不仅是各种网络的融合' 而且是个体对地理空间信息, 自身信息等多种信
息处理和存储能力的飞跃$V<;?<@<7.B_' *#)"% * 移动终端已经深刻融入到普
通公众的日常生活' 政府也已大量地通过移动社交媒体等提供公共服务
$>52952 <7.B_' *#)$ % * 雷迪克$N0@1975-0<@V<==1/J% $V<==1/J' *#)+ % 也认
为' 移动互联网与传统互联网条件下公民接触政府行为存在巨大差异$GNNH'

*#)*+M12=<@9'*#)*+T.6'*#)*+A<@U<B̂ >@<79/02<1=<@'*#)" % * 但现有研究很少
对公民通过移动互联网接触政府行为进行深入研究' 这也是本研究关注公众移
动政务客户端使用的价值所在* 同时' 现有研究多关注公众单向选择' 而没有
将这一行为看成是一个长期动态的过程* 本研究强调这一行为的动态重复性'

也就是说' 当前的使用和使用后的体验及态度会影响未来的使用意愿* 公民接
触政府是一个双向多次互动的过程$V<==1/J' *##$+ M.:2<^M<<' *##)%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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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政府网站经历的公众再次访问的概率大大提高$S056.9̂ H7@<1I' *##"+

Q5' *##*% ' 公众接触政府行为本身也会对下次接触产生影响* 因此' 本研究构
建两个模型' 分别探讨影响公众政务客户端当前使用和未来使用意愿的因素*

此外' 现有研究中关注我国互联网背景下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实证研究较
少* 因此' 本研究也希望通过探讨我国基于移动端的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及
其影响因素' 来与国际相关理论进行对话*

四& 理论模型建构

图)!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相关概念关系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如图)所示'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行为本身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公民主
动接触政府行为的一种' 而其又分别依次包含于基于互联网的公民主动接触政
府行为和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两个概念内* 因此' 本研究通过梳理公民主动
接触政府$N171]<2 'G2171.7<= N527./79a170 K5?<@26<27% 的相关理论从社会经济差
异, 需求和新技术接受度, 数字鸿沟和使用反馈四个方面分别提出假设* 从这
四个维度的相关变量来探讨和解释公众对政务客户端当前的使用及未来的使用
意愿*

'一( 社会经济差异

自*# 世纪(# 年代开始' 学者们逐步深入研究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
$O./5I' )[(*+ Z1912U<@' )[(*+ b<@I.̂ T1<' )[(*% ' 并构建出了一系列的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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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模型* 公民主动接触政府的目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参与和服务获取* 维伯和
聂$b<@I.̂ T1<' )[(*% 从参与的视角来探讨公民主动接触政府' 提出了社会
经济模型$ H7.2=.@= H5/15</52561/A5=<B% * 他们认为' 职业, 收入, 教育等社会
经济背景对个体主动接触政府有重要影响! 社会地位高的人才有相关的技能和
能力来成功参与' 而成功参与又会进一步改善参与者的技能和态度$b<@I.^

T1<' )[(*% * 然而' 这种社会经济模型有一定的局限性' 维伯和聂发现该模型
更适合交流式的公众参与' 对公民主动接触政府行为的解释是相互矛盾的
$b<@I.̂ T1<' )[(*+ Q1@B12U<@' )[[*% *

琼斯等$O52<9<7.B_' )[(( % 提出了社会福利模型$ H5/1.BX<BB'><12U

A5=<B% ' 而这一模型可以从服务获取的视角来理解* 他们认为' 公民接触政府
的频率和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之间呈现抛物线关系$如图* 所示% * 公共意
识$E;IB1/Ya.@<2<99% 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而公共需求
$E;IB1/T<<=9% 与一个地区的社会福利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只有公共意识和公
共需求都高的时候' 公众才会主动接触政府' 而当两者只有一项高的时候' 公
众并不会主动与政府接触$O52<9<7.B_' )[((% *

图*!社会福利模型
资料来源& O52<9<7.B_# )[(($

夏普$ H0.@-' )[%*% 对以上两种模型$社会经济模型和社会福利模型% 进
行相关检验后' 发现在控制公共需求和公共意识两个变量后' 一个地区的社会
经济水平与公民主动接触政府之间大体呈现抛物线关系* 他将这两种模型融合
为新的模型' 称之为(需求'意识模型) $T<<= 'Ya.@<2<99A5=<B% $ H0.@-'

)[%*% * 政务客户端作为移动互联网时代公众接触政府来获取信息服务以及参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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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平台' 正如社会经济模型$ H5/15</52561/A5=<B% 中探讨的那样' 具有较
高社会经济地位$良好教育, 高收入等% 的公众更倾向于使用* 同时' 职业会
对个体的知识构成, 社会认知和拥有的资源产生重要的影响* 政府和事业单位
工作人员对于政府运作会有更多的了解' 并具备相关的知识和参与能力' 因此
相较于其他职业群体而言更倾向于使用移动客户端* 为此' 我们对公众使用政
务客户端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公众' 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客户端*

假设*! 收入水平越高的公众' 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客户端*

假设"! 政府和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比其它职业的工作人员更倾向于使用政
务客户端*

'二( 需求与新技术接受度

雷迪克$V<==1/J' *##$% 认为' 使用经验与满意程度, 服务需求, 社会经
济地位等决定了公众是通过传统渠道还是选择互联网渠道来与政府接触* 移动
互联网到来后' 雷迪克又将公民主动接触政府的渠道划分为! $)% 传统渠道+

$*% 电子政府渠道+ $" % 新数字媒体渠道' 如社交媒体和客户端$V<==1/J'

*#)+% *

一些学者认为' 公民选择何种渠道与政府接触是基于个体习惯的$N50<2'

*##&+ V<==1/J ^S;@2<@' *#)*% * 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公民主动接触政府的目的
决定了渠道的选择$L<@2.U0.2' *#)" % ! 传统渠道倾向于获得服务$A<@U<B̂

>@<79/02<1=<@' *#)"+ V<==1/J' *##$ % ' 而电子政府渠道倾向于获得信息
$N.@7<@̂ ><B.2U<@' *##$% * 同时' 渠道和任务的特点, 情境限制, 使用经验和
个体认知也会影响渠道的选择$E1<7<@952 ^\1,J' *##(% * 戴维斯等人的技术接
受模型$S</025B5U:Y//<-7.2/<A5=<B% 认为' 并不是技术带来方便' 公众就会
使用' 关键是公众感觉到该技术有用' 并且感受到该技术容易使用$\.?19' )[%[+

N0;.' )[[&+ \5BB<7.B_' )[[%+ O./J952 <7.B_' )[[(+ L.@.0.22.^ H7@.;I' )[[[+

V5I<@79̂ Q<2=<@952' *###+ b<2J.7<90 ^A5@@19' *###%* 因此' 公众选择何种渠道与
政府接触' 受公众对这种渠道的认知的影响* 另一些学者$d0<2U^ H/0./07<@'

*#)&+ H52Û M<<' *#)$% 认为' 不同渠道基于使用者个体背景和认知的不同会
形成差异化的感知优势' 而这种感知优势会影响个体对不同渠道的选择* 因此'

在与政府接触来获取相关服务或参与时' 个体会基于自身的习惯, 目的和不同
渠道的特点来进行相应选择' 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取决于公众对于这种特定渠
道的需求* 同时' 政府客户端代表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的技术应用'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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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新技术接受度高的公众' 会更主动地尝试和接触移动客户端' 使用率也会相
应更高* 为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政务客户端需求越高的公众' 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客户端*

假设$! 新技术接受度越高的公众' 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客户端*

'三( 数字鸿沟

数字鸿沟$\1U17.B\1?1=<% 指不同群体在接入和使用相关信息技术时存在的
巨大差异*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 数字鸿沟不仅指接入信息技术上
的差异' 更强调对信息技术使用能力上的鸿沟* 贝朗格$ @̀.2/<><B.2U<@% 和卡
特$M<6;@1.N.@7<@% $><B.2U<@̂ N.@7<@' *##[% 将数字鸿沟理论分成两类! $)%

接触互联网的机会! 低收入者, 老年人, 受教育低者, 女性, 少数民族, 农村
地区居民等人群' 因社会经济状况差而导致接触互联网的机会较少$S.1-.B<'

*#)"+ EB.77P.;7<7.B_' *#)*% + $*% 数字和信息技术能力! 有必要的信息技术知
识' 才能使接触互联网的人使用相应技术并获得便利$ <̀@@5<B.7_' *#))+

H1-15@̂ X.@=' *##$% * 学者们强调' 数字鸿沟是公众选择政府客户端这种移动
互联网时代新数字媒体渠道的主要挑战$Q<BI1U<7.B_'*##[+S5BI<@7̂ A599I<@U<@'

*##&+V<==1/J' *##$+E1<7<@952 ^ ZII<@9' *##%+V<==1/J ^ S;@2<@' *#)*+E.@J ^

M<<'*#)$+E.@J ^O.2U'*#)+% * 对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多的个体会更充分感受到
信息技术带给他们的便捷' 也会更加愿意使用政务客户端* 与此同时' 对移动
互联网使用能力较强的公众在使用政务客户端时的相对成本也较低' 因此也会
更倾向去使用* 为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对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越高的公众' 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客户端*

假设(! 对移动互联网使用能力越强的公众' 越倾向于使用政务客户端*

'四( 使用反馈

韦斯特$\.@@<BBA_X<97% $X<97' *##+% 认为' 公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
度会影响他们再次接触政府的行为$N50<2' *##&+ 1̀791B19<7.B_' *#)#% * 在政
务客户端使用方面同样如此* 公众在使用政务客户端时会产生一系列的感知和
使用反馈$例如满意度, 感知有用性等% * 积极的使用反馈进一步强化用户行
为' 提升他们对政务客户端未来持续使用的意愿* 相反' 消极的使用反馈会降
低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意愿*

有学者$q; <7.B_' *#)$% 认为' 顾客满意度会影响顾客的忠诚$R.2U^

E<7<@952' *##++ M.6<7.B_' *##+% * 肖俊华$N0;2 'Q;.Q91.5% 等强调' 公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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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智能手机YEE的满意度影响他们的再次使用$Q91.5<7.B_' *#)&+ N0.2U'

*#)$% * 在商业领域' 移动互联网公司常常称这种对于特定服务或客户端的(顾
客忠诚) 为(使用粘性) ' 反映出顾客的依赖程度和较强的持续使用意愿* 在政
务客户端方面同样如此' 只有当公众在使用后有积极的使用反馈' 对政务客户
端所提供的服务是满意的' 认为政务客户端有较高的有用性并能给他们生活带
来便捷时' 公众才会愿意长期使用* 同时' 正如雷迪克所探讨的那样' 公众对
于不同渠道的选择是基于个体习惯的' 而这种习惯会在长期的使用中逐渐形成
$V<==1/J ^S;@2<@' *#)*+ S056.9̂ H7@<1I' *##"+ Q5' *##*% * 因此' 对于政
务客户端当前使用较多的个体会更容易形成用户习惯' 也会有更强烈的意愿在
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客户端* 为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对政务客户端当前使用越多的公众' 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客户端的意
愿越强*

假设[! 对政务客户端当前使用满意程度越高的公众' 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客
户端的意愿越强*

假设)#! 对政务客户端的感知有用性越高的公众' 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客户
端的意愿越强*

图"!公众政务客户端使用的理论模型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基于上述讨论' 本研究提出相关理论模型$图"% * 模型) 旨在解释公众对
政务客户端当前的使用* 本研究认为! $)% 社会经济差异会影响公众对政务客
户端的当前使用' 具体表现在受教育水平, 收入水平, 政府和事业单位工作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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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与公众使用政务客户端呈正相关关系$假设) '"% + $*% 需求和新技术接受
度会影响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当前使用' 具体表现在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需求
和对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与公众政务客户端的当前使用呈正相关关系$假设
+ '$% + $"% 数字鸿沟会影响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 具体表现在公众对移
动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和使用能力与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呈正相关关系$假
设& '(% * 模型*旨在探讨影响公众未来使用政务客户端意愿的因素* 本研究认
为' 在控制社会经济差异, 需求和新技术接受度, 数字鸿沟等多种变量影响的
前提下' 使用反馈会影响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未来使用意愿* 公众对政务客户
端的使用现状, 满意度, 感知有用性等与公众未来使用政务客户端的意愿之间
呈正相关关系$假设% ')#% *

五& 研究方法

'一( 数据采集

在结合相关研究和文献的基础上' *#)$年))月份调查问卷的初稿被设计出
来' 包括对政务客户端的了解和使用情况, 使用后的态度和认知等多个维度共
计*+个问题* ))月底对)# 位智能手机用户进行了预测试' 并基于反馈信息对
问卷进行了相应的修改和调整' 最终确定问卷的定稿*

本研究的数据是*#)$年)*月对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个一线城市进
行的) *##份随机电话调查获取的' 每个城市"##份* 电话号码从+个城市的手
机用户号码库中随机抽取并通过NYSG系统拨打和记录* 和以往研究开展的电话
问卷调查较低的成功访问率一致' 本研究中+ 个城市的成功访问率也比较低'

分别为北京#4(p, 上海#4(p, 广州*4#p, 深圳)4*p*

'二( 变量测量

表)是本研究中对于不同变量的测量方法* 模型) 旨在检验(政务客户端
需求) (新技术接受度) (数字鸿沟) 和(社会经济差异) 等相关变量对政务客
户端当前使用的影响* 因变量是政务客户端(当前使用状况) ' 我们通过问卷中
的问题(您对这些政务手机应用的使用情况如何) $) h从来不用' $ h几乎每天
都用% 来测量* 对于自变量(政务客户端需求) ' 我们通过问卷中相关问题
(您是否赞成您所在城市需要更多的政务类手机应用来方便公众获取信息和服
务) 来测量* 同时' 我们使用问卷中的问题(通常来讲' 您对新技术$尤其是
信息技术% 的接受状况如何) $) h非常被动' $ h非常主动% 来测量自变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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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接受度) * 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及能力' 我们通过被调查者对于
智能手机应用的使用频率及对智能手机功能的使用熟练程度来测量* 教育水平
通过被调查者的最高学历水平来测量' 被调查者的月收入水平被用来测量收入
状况* 同时' 性别, 年龄和职业$政府8事业单位% 也通过问卷中的相关问题进
行了测量*

模型*旨在探讨公众对于政务客户端使用后的态度和评价' 尤其是满意度和
感知有用性' 对他们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客户端的意愿的影响* 因此' 因变量为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未来使用意愿) ' 由问卷中的问题(您未来是否愿意继续
使用这些政务类的手机应用) $) h很不愿意' $ h非常愿意% 来测量* 自变量为
(满意度) 和(感知有用性) * 前者由(您对这些政务手机应用的功能以及设计
的整体满意度如何) $) h很不满意' $ h非常满意% 来测量* 我们使用(您对
这些政务手机应用为您生活带来便利的认同度如何) $) h很不认同' $ h非常认
同% 来测量自变量(感知有用性) * 在模型*中' 其余的变量为控制变量*

表)!变量测量
变量 测量 最小值 最大值
当前使用状况 您对这些政务手机应用的使

用情况如何,

) h从来不用 $ h几乎每天都用

未来使用意愿 您未来是否愿意继续使用这
些政务类的手机应用,

) h很不愿意 $ h非常愿意

政务客户端
需求

您是否赞成您所在城市需要
更多的政务类手机应用来方
便公众获取信息和服务,

) h很不赞成 $ h非常赞成

新技术接受度 通常来讲# 您对新技术!尤
其是信息技术" 的接受状况
如何,

) h非常被动 $ h非常主动

移动互联网使
用频率

您对智能手机应用!YEE"

的使用频率如何,

) h基本不用 $ h每天都用

移动互联网使
用能力

您对智能手机的功能使用熟
练程度如何,

) h很不熟练 $ h非常熟练

满意度 您对这些政务手机应用的功
能以及设计的整体满意度
如何,

) h很不满意 $ h非常满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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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测量 最小值 最大值
感知有用性 您对这些政务手机应用为您

生活带来便利的认同度如何,

) h很不认同 $ h非常认同

教育 您的最高学历是, ) h初中及以下 + h研究生及以上
收入 您的月收入是多少, ) h" ###元以下 $ h*# ###元以上
职业!政府8

事业单位"

您的职业为, ) h政府及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

# h其他

性别!男" 您的性别是, ) h男 # h女
年龄 您的年龄是, ) h*$岁及以下 & h&$岁及以上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六, 研究发现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是相关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对于政务客户端当
前的使用状况较差' 均值仅为)4(" $满分为$% * 这体现出政务客户端在一线城
市的渗透度较低' 公众对于政务客户端的使用率很低* 被调查者对于政务客户
端的未来使用意愿尽管也不是很高' 却要明显高于当前的使用' 均值为"4$&

$满分为$% * 在政务客户端的需求及新技术的接受度方面' 被调查者的需求平
均值为"4(+' 新技术的平均接受度为"4*)* 同时' 公众对于移动互联网的使用
频率为"4&*' 平均使用能力为"4$(* 在使用反馈方面' 公众对于政务客户端的
整体满意度为"4")' 低于对于政务客户端的感知有用性均值"4&**

表*!描述性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当前使用状况 )4(" )4#[ ) $

未来使用意愿 "4$& #4%& ) $

自变量 政务客户端需求 "4(+ )4#" ) $

新技术接受度 "4*) )4#" ) $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 "4&* )4+[ ) $

移动互联网使用能力 "4$( )4)+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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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满意度 "4") #4(% ) $

感知有用性 "4&* #4(" ) $

教育 *4$& #4[$ ) $

收入 *4$# )4)% ) $

职业$政府8事业单位% #4#% #4*( # )

控制变量 年龄 *4"+ )4#& ) &

性别$男% #4&[ #4+&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回归分析结果

表"是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结果显示' 不同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
不高' 不存在多重共线问题* 研究采用cMH回归分析来验证这两个模型' 验证
相关变量对公众政务客户端当前使用及未来使用意愿的影响* 模型) 的分析结
果$表+% 显示' 公众对于政务客户端的需求和新技术的接受度对他们政务客
户端的当前使用有显著影响* 需求越高的人对于政务客户端的使用越多+ 对新
技术接受度越高的人使用也越多* 然而' 公众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频率及能力对
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并没有显著影响*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多以及使用能力强的
人' 在政务客户端使用方面并没有体现出明显优势* 同时' 公众在社会经济方
面的差异' 也不能有效解释他们在政务客户端使用方面的不同* 教育和收入较
高的公众以及政府8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对于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并没有明显高
于其他群体* 此外' 性别, 年龄方面的差异也不能有效解释公众在政务客户端
使用方面的区别*

模型*旨在检验公众对于政务客户端当前的使用, 使用后的满意度以及感知
有用性对于公众未来使用政务客户端意愿的影响* 分析结果如表$ 所示' 公众
对政务客户端当前的使用对未来的使用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 对政务客户端使
用越多的公众在未来使用意愿方面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人* 同时' 研究结果表
明'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显著影响他们未来使用移动
客户端的意愿* 这体现出' 良好的使用体验和反馈会对未来使用有促进作用*

此外'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需求, 新技术的接受度和对移动互联网的使用频率
也显著影响着他们对政务客户端未来的使用意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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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模型)分析结果
因变量 当前使用状况 影响系数 标准误差 S值
自变量 政务客户端需求

#4#%

""

#4#" *4"(

新技术接受度
#4)+

"""

#4#+ "4+*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 #4#+ #4#" )4#+

移动互联网使用能力 #4#& #4#$ )4*&

教育 #4#* #4#$ #4$&

收入 '#4#+ #4#" '#4[%

职业$政府8事业单位% #4#* #4)" #4&[

控制变量 年龄 '#4#$ #4#+ ')4$)

性别$男% '#4#) #4#% '#4*[

!!注! V'Hr;.@<= h#4**")+

"

- s#4)'

""

- s#4#$'

"""

- 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模型*分析结果
因变量 未来使用意愿 影响系数 标准误差 S值
自变量 当前使用状况 #4#$ #4#+ )4)*

满意度
#4)$

"""

#4#& "4#[

感知有用性
#4*&

"""

#4#& $4)$

控制变量 政务客户端需求
#4"$

"""

#4#+ (4$[

新技术接受度
#4)*

"""

#4#+ *4&#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
#4)*

""

#4#+ *4+"

移动互联网使用能力 '#4#( #4#$ ')4"[

教育 '#4#" #4#$ '#4$%

收入 #4#$ #4#" )4)*

职业$政府8事业单位% #4#( #4)" )4&*

年龄 '#4#" #4#+ '#4(+

性别$男% '#4#" #4#% '#4("

!!注! V'Hr;.@<= h#4+*%(+

"

- s#4)'

""

- s#4#$'

"""

- s#4#)*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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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研究结论

过去几年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进政务服务逐步向移动端渗透' 带来
了移动政务的迅速崛起* 然而' 中山大学政务YEE调查结果显示' (# 个大中城
市所提供的全部政务客户端的总下载量仅为* +(&4[万次* 相比于商业领域的客
户端而言'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明显偏低* 同时' 仅下载量信息无法全面
呈现公众的使用状况' 而当前并没有充分的研究来反映公众的使用并探讨背后
的影响机制* 政务客户端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对此有全面的了解* 为此' 本研究
旨在了解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现状' 并探讨影响他们当前使用及未来使用
意愿的因素*

研究对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等+个一线城市进行的) *## 份随机电话调
查来获取相关数据' 并采用cMH方法来在模型) 中验证公众需求, 新技术接受
度,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和及能力以及一些社会经济差异对政务客户端使用的影
响+ 在模型*中探讨了公众对政务客户端当前的使用及使用后的态度和评价'

尤其是满意度及感知有用性' 对他们未来继续使用政务客户端的意愿的影响*

结果显示' 被调查者对于政务客户端当前的使用状况较差' 政务客户端在一线
城市的渗透度较低* 在公众当前使用的影响因素方面' 政务客户端的需求和新
技术接受度对他们的使用有显著影响* 然而' 移动互联网使用频率和能力对当
前使用并没有显著影响* 同时' 公众在社会经济方面的差异' 也不能有效解释
公众在政务客户端使用方面的差异* 模型二结果显示'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当前
的使用对未来的使用意愿并没有显著影响' 对政务客户端使用越多的公众在未
来使用意愿方面并没有明显高于其他使用者* 然而'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使用的
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显著地影响他们未来使用移动客户端的意愿* 这体现出'

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体验和反馈在决定公众未来使用意愿方面的重要性*

整体来看' 本研究反映了当前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率偏低的现状* 同
时' 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需求和对新技术的接受度会显著影响到他们当前对政
务客户端的使用* 使用后的评价$满意度和感知有用性% 会影响他们对客户端
的未来使用意愿* 为此' 要提高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使用' 政府部门需要采取
有效措施来扩大公众对政务客户端的了解并提升服务的便捷性及相对优势* 此
外' 移动客户端上完善的高质量服务是保证公众持续使用的关键* 只有当公众
对移动客户端的设计, 运行和服务等满意并切实感受到移动客户端为个人生活
所带来的便利时' 他们才更愿意持续使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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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存在一些不足* 首先' 样本量不够大' 代表性也不足* 样本中$$ 岁
以上群体的比重偏低$仅为+4"%p% ' 大学及以上学历人群的比重偏高
$$(4&(p% ' 这些带来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问题* 同时' 研究对象仅包括北上广深
一线城市' 研究发现是否可以直接推广到中小城市存在疑问* 例如' 一线城市
公众对于智能手机及应用的使用频率和能力较高' 已经不再是制约政务客户端
使用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点在结果中得到了验证* 然而' 中小城市的情况不同'

这一研究结论很难直接在这些地区推广* 未来的研究需要选取更多的城市并提
高样本量及代表性' 从而进一步验证和探讨影响公众对政务客户端使用的因素'

来改善公众使用及移动政务的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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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系统优化后试运行及微刊开通
&公共行政评论' 网上投稿系统经过优化后! 已开始试运行! 欢迎大家

使用投稿并敬请关注! 提出改善意见" 网上投稿系统网址# 077-#88,-._

9:9;_<=;_/2"

另! &公共行政评论' 杂志微刊也已经开通! 请大家关注本刊微信公号
(,-./012.) ! 点击(杂志微刊) 菜单! 进入相关图文信息阅读面然后点击下
方(阅读原文) ! 即可通过手机免费阅读本刊最新期的杂志和过刊"

感谢各位朋友对本刊一直的支持%

#$

公众政务客户端的使用及影响因素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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