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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信息公开驱动力研究
阳 军

随着信息化的发展，互联网已经深入人们

生活的方方面面。互联网的发展意味着信息获

取的便利，从而在人口流动上有着较强的引

导作用。互联网经济模式不仅在全球经济中占

据着重要地位，更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数据显示，2017 年我国互联网经

济的规模达到 27.2 万亿元，占 GDP 的比重为

32.9%。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比

重的不断上升，人民群众参与和监督政府工作

的意识和意愿不断提升，对政府的综合治理能

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互联网时代，信息是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政府信息就是

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信息资源 80% 以

上掌握在各级政府手里”。为了更好地服务于

社会生活的需要，我们应该加大政府信息公开

的力度，便于人民群众了解政府工作，接受人

民群众监督，从而全面提升政府的综合治理能

力。

2018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

开条例》实施的第 11 个年头，政府主动信息

公开实施的情况需要有一个阶段性的研究和

评估，在总结过去 10 年政府信息公开发展状

况的基础上，探索驱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开展

的动力因素，以便为我国未来的进一步加强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提供借鉴和参考。

一、 政府信息公开现状

自 2008 年 5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

府信息公开条例》施行以来，全国的信息公开

已经有 10 个年度。从各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年

报来看，10 年来报告内容逐步完善，涵盖面

不断扩展，重点突出，主要包括了以下三个方

面内容。

一是概括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点情况。

（1）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强化顶层设计。主要

是从工作机构上进行整合， 配置专职工作人

员， 建设和推进政务公开制度，推行政务公开

分级清单，创新政务公开应用，打造 “政民互

动”节目，等等。（2）利用全媒体（广播、电

视、 网络及新媒体多渠道、多平台）宣传、回

应政府的重大政策、重要会议、重大舆情等。

（3）机制保障建设。具体包括依申请信息公开

工作指导，实行绩效管理和考核，引入政务公

开第三方评估机制，推进政府网站内容建设常

态化，打造政府公报权威性，开展基层调研，

抓好教育培训等各个方面。

二是突出重点领域信息公开情况。（1）深

化改革推进公开。具体有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

公开，政务服务公开，公共企事业单位办事公

开，“放管服”政策落实情况公开，各类重要

信息公开，包括食品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生产

监管信息、产品质量监管执法信息、旅游市

场监管信息、企业信用信息、制售假冒伪劣

商品和侵犯知识产权行政处罚案件相关信息，

等等。（2）经济发展推进公开。具体有区域协

同发展有关情况公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落实

情况公开，创新发展有关情况公开，重大规划

和建设项目信息公开，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

目（PPP）信息公开，公共资源配置信息公开，

减税降费信息公开，国有企业运营监管信息公

开，等等。（3）民生改善推进公开。包括环境

保护信息公开，社会救助信息公开，就业创业

信息公开，棚户区改造、保障性住房和农村危

房改造信息公开，教育信息公开，医疗卫生信

息公开，等等。（4）政府自身建设公开。政府

会议开放，重大决策预公开，重大民生决策事

项民意调查制度，财政预决算信息公开，建议

和提案信息办理结果公开，等等。

三是信息公开的数据。（1）主动公开情

况。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

况，包括政府公报、政府网站、政务微博、

政务微信及其他方式。（2）行政复议数量。

例如回应公众关注热点或重大舆情。回应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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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渠道方式包括参加或举办新闻发布会 ；政府

网站在线访谈；政策解读稿件；微博微信回应；

等等。（3）依申请信息公开情况。包括申请情

况、答复情况和收费情况等。

除了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外，信息公开年

报还包括了行政复议、 诉讼、举报情况和机构

建设及保障培训情况。

从政府信息公开公报的内容来看，重点突

出，涉及广泛，基本涵盖了政府各部门工作的

各个方面 ；从政府信息公开的渠道和方式来

看，日趋多样化，顺应时代发展，更加贴合群

众需求，效率更高，也更为便捷。

从政府信息公开的实践来看，驱动政府信

息公开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法律法规因

素、制度因素、权力因素、组织因素、市场因素、 

舆论因素，等等。政府信息公开的实施有一个

过程，与当地政府的重视程度、本身的基础技

术条件和经济发展情况息息相关。除了上述因

素之外，人口、经济、互联网发展等也强力驱

动着政府信息公开，但目前学界对此还没有一

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研究。

在研究两个要素间的相关性时，如果两者

间存在较强的相关性，那么我们将一个影响另

一个的因素称为驱动力因素。根据美国趋势专

家丹尼尔·平克的研究，驱动力可以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指生物性驱动力，指人类以及其他动

物饮食以止饿，饮水以止渴，交配以满足性欲

等 ；第二种驱动力是指来自外在动机，是指做

出特定行为时环境会带来的奖励或惩罚 ；第三

种驱动力是指来自内在的动机，人们想要主导

自己的人生、学习并创造新事物，让自己以及

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好的内在需求。其中，第二

种驱动力叫做外在驱动力，第三种驱动力叫做

内在驱动力。丹尼尔·平克认为，就外在驱动

力而言，奖励只能带来短期的爆发，其效果会

逐渐消失，会降低人们继续某项工作所需的长

期积极性 ；就内在驱动力而言，从本能来讲，

人类有“发现新奇事物、进行挑战、拓展并

施展才能以及探索和学习的内在倾向”。但是，

内在驱动力比另外两种更脆弱，它只有在合适

的环境下才能存在。

然而，在现实中，驱动力因素往往是一个

综合的结果。为了研究驱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

开展的可能性因素，本书对一些相关因素进行

选择。从直观感受来说，人口因素、经济因素、

互联网自身发展的因素和政府信息公开间应

该是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然而这个关系的强弱

程度，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目前的相关研究

还没有对这些问题进行探究。同时，政府信息

公开与依申请信息公开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关

联， 但其关联程度到底如何也需要有翔实的数

据进行支撑。

二、 研究对象与方法

本文以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统计的城市

政府信息公开为对象 ，涵盖除港澳台外的全

国 31 个省区市 ，一共包括 289 个地级市及以

上城市。具体包括 4 个直辖市，15 个副省级

城市（含省会城市 10 个和计划单列市 5 个），

17 个省会城市（副省级省会城市除外），253

个地级市。其中东部地区地级市 73 个，中部

地区地级市 74 个，东北地区地级市 30 个，西

部地区 76 个。以选定的 289 个城市进行研究

基于三方面原因。第一，这 289 个城市涵盖

了全国 90% 以上的人口规模，基本能够代表

全国的情况。第二，在数据获取方面，从中

国城市统计年鉴能查到 289 个城市的户籍人

口、GDP、人均 GDP、GDP 增长率、财政支出、

移动电话用户数和互联网用户数，可以保证数

据获取的完整性和权威性。第三，这 289 个城

市具有可比较的基础。 一是行政级别上除了

副省级及以上城市外级别相当。二是在级别相

当情况下地方政府事务具有类似性。

本文采用定量分析方法，以 2010—2016 

年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全国 289 个地级

市及以上城市的数据为基础，使用 stata 软件，

通 过 Pearson（Pearson CorrelationCoefficient）

相关系数计算出人口、 GDP、地方财政预算支

出、移动电话用户数、互联网用户数和依申请

信息公开数 6 个统计数据指标与政府信息公开

的相关性。Pearson 相关系数是用来衡量两个

数据集合是否在一条线上面的，它用来衡量

定距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为正即为

正相关，为负即为负相关，系数的绝对值越

大，相关性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 1 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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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度越强，相关系数越接近于 0，相关度越

弱。通常情况下通过以下取值范围判断变量的

相关强度 ：相关系数 0.8-1.0/-1.0--0.8 为极强

相关 ； 0.6-0.8/-0.8--0.6 为强相关 ； 0.4-0.6/-

0.6--0.4 为中等程度相关 ； 0.2-0.4/-0.4--0.2 

为弱相关 ；0.0-0.2/-0.2-0 为极弱相关或无相

关。

从 数 据 的 选 择 来 看，2010 年， 选 取 的

289 个城市的户籍人口数量总数为 12.4306 亿

人（拉萨市、 毕节市、 铜仁市和海东市数据

缺失）， 占全国人口数量（13.7054 亿人）的 

90.70%，涵盖面广，能体现全国绝大部分地

区的情况。辖区面积达到 470 万平方公里，占

全国面积的一半。 GDP 总和为 43 万亿人民币，

平均 GDP 增长率达 14.55%， 信息公开总量达 

2209.7 万条，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 111.7566

万条 （详见表 1）。

2016 年，选取的 289 个城市的户籍人口

数量总数为 13.0157 亿人，占全国人口数量

（13.8271 亿人）的 94.13%。辖区面积达到 478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一半。GDP 总和

达 76.7042 万亿人民币，平均 GDP 增长率达 

6.99%，信息公开总量达 4863.1697 万条，依

申请信息公开数量 33.0068 万条 （详见表 2）。

从表 4 中我们可以看出，从 2010 到 2016 

年我国的信息公开情况有较大进步。与 2010 

年相比，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总量增加了 

120.08%，同时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下降了 

70.47%，可见政府信息公开的主动性大大提

高。在 

表 1 2010—2016 年各城市户籍人口、常 

住人口和户数统计表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户籍人口 
（ 万人）

124306.1 128042.5 127252 127786.2 127981.3 129098.8 129561

常住人口 
（ 万人）

120370.9 115541.9 115536.8 119539.13 117001.6 124481.2 114990.8

总户数
 （ 万户）

34202.35 35765.1 34772.96 37463.23 39104.99 38679.8 38167.53

表 2 城市 GDP、平 均 GDP 增长率、人 均 

GDP 和财政支出总和统计表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GDP 
（万亿元）

42.99 51.48 57.4 62.97 67.79 71.72 76.7

平均 GDP
增长率

14.55 13.24 11.79 9.74 8.4 7.58 6.99

人 均 GDP
（ 元）

33458.73 38621.51 42919.12 51215.21 49354.42 51048.4 53680.8

财政支
出总和

（ 万亿元）
5.8 7.19 8.44 9.45 10.35 12.09 13.05

2010 年，政府信息公开的城市数量为 227

个，在统计的城

市中达到 78.89%。到 2016 年政府信息公

开的城市数量达到 280 个，在统计的城市中达

到 96.89%， 较 2010 年增长明显，增长了 18 个

百分点。从研究区域人口覆盖情况来看，覆盖

率超过全国人口的 90%，甚至达到 94%。这

说明观察结果基本能反映出全国的整体情况。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的数据选取有一个

小问题，即虽然部分地方政府有政府信息公开

年报，但信息公开数量的数据未在年报中体

现，有的年报中仅对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做公

开。

三、 主要指标对政府信息公开驱动力分析

（一）人口变化驱动力分析

一个城市中的活力主要与其人口相关，所

以我们使用常住人口与政府信息公开间的相

关性来分析当前人口情况与政府信息公开的

关联程度。但是由于部分城市的常住人口在其

城市统计年鉴、年鉴以及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

公报中未能查到，因此，在没有常住人口数据

的城市中使用户籍人口替代常住人口，虽然有

小幅度的波动，但是也能反映该城市的基本情

况。2010—2016 年，289 个城市的户籍人口数

量从 12.43 亿人增长到 12.96 亿人，增长幅度

约为 4.09%，增幅不大 （详见表 1） 。

1. 政府信息公开总量

从政府信息公开的总量来看，2016 年，

选定的 289 个城市的信息公开数量比 2010 年

大幅增长。具体到每个城市来看，西部地区

的城市占据了 2010—2016 年的第一名， 其中， 

没有直辖市位列第一，只有重庆市在 2011 和 

2016 两个年度排在第二位。 其中成都市有 4

个年度的信息公开数量位列第一，贵阳市有 2

个年度位列第一，昆明市有 1 个年度位列第一。

2. 人均政府信息主动公开

政府信息公开总量表现的是政府信息公

开工作的一方面，更能具体反映一个城市政府

信息公开成效的是人均信息公开情况。因此， 

用每万人政府信息主动公开数量来衡量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的情况更为合理，用各城市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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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公开数量和常住人口（无常住人口数据的用

户籍人口替代）的比值，我们得到每万人信息

公开数量分布情况。2010—2011 年，贵阳市

的每万人信息公开数量处于领先位置，2012—

2016 年，攀枝花市连续 5 年位居第一。

从信息公开总量和每万人信息公开数量

的数据比较来看，部分信息公开数量较大的

城市的每万人信息公开的数量仍然排在前列，

比如，贵阳、成都、攀枝花、滁州、新余等。

而这些城市多来自于中部和西部的城市。贵阳

作为省会城市，在信息公开工作中表现出色，

而成都作为副省级的省会城市也是表现出色。

通过 stata 软件比较人口与信息公开数量

间利用 Pearson 相关性检验结果可得知 ：全

国户籍人口与政府信息公开数量相关系数为 

0.7728，人口数量与公开数量间显著相关。在

有相关性结果的 277 个城市中，人口与政府

信息公开呈现正相关的城市有 195 个，占比

约为 70.40%，呈现负相关的有 82 个，占比约

为 29.60%。在正相关的 195 个城市中，呈现

为极弱相关的城市有 18 个， 弱相关的有 22 个， 

中等相关的有 21 个，强相关的有 51 个，极强

相关的有 82 个。在正相关的城市中，中等相

关以上的城市有 154 个， 占比为 55.60%。在

负相关的 82 个城市中，呈现极弱相关的有 15

个，弱相关的有 17 个，中等相关的有 15 个，

强相关的有 16 个， 极强相关的有 19 个。 在负

相关的城市中， 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51 个，

占比为 18.48%。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中等以上

相关的城市占比达到 74.08%。说明全国大部

分城市的人口与信息公开数量存在着较强的

相关性，可以说，人口是驱动政府信息公开的

一个重要因素。

（二） 经济发展驱动力分析

推动政府工作的动力来自两个方面，一是

党的引领、政府自身的制度规范和人员素质的

提高。二是随着经济发展而自然驱动政府工作

的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同样如此。经济发

展和经济增长是驱动社会各方面发展的重要

因素，同时也是驱动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因

素。经济发展的指标较多， 主要有 GDP 和政

府财政支出等。

从表 1—表 2 可以看出，2010—2016 年，

各城市的 GDP 总量不断增加， 人均 GDP 也

逐渐提高。但是从 2010 年开始，随着经济

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速开始调整，从高位的 

14.55% 调整到 2016 年的 6.99%。伴随着经济

发展，国家的财政收支也有了较大变化，尤其

是财政支出，从 2010 年到 2016 年整体增长率

高于 GDP 的增速。 下面，我们对全国经济发

展情况与政府信息公开之间的相关性进行分

析。

1.GDP 与政府信息公开相关性分析

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GDP 增长与信息

公开的相关度达 0.9816， 可见 GDP 增长是信

息公开的重要驱动力。这也可以理解为随着经

济的发展，国家的相关事务也越来越多，需要

公开的内容本身逐渐增多。而且，随着经济的

发展，政府在税收方面逐渐增多，也就有了更

多的资金来推动政府信息化工作的推进。

在有相关性结果的 277 个城市中，GDP

与政府信息公开呈现正相关的城市有 215 个占

比约为 77.62%，呈现负相关的有 62 个，占比

约为 22.38%。在正相关的 215 个城市中，呈

现为极弱相关的城市有 20 个，弱相关的有 16

个，中等相关的有 22 个，强相关的有 64 个， 

极强相关的有 93 个。在正相关的城市中，中

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179 个，占比为 64.62%。

在负相关的 62 个城市中，呈现极弱相关的有

11 个，弱相关的有 13 个，中等相关的有 14 个，

强相关的有 9 个， 极强相关的有 15 个。在负

相关的城市中， 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38 个，

占比为 13.82%。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中等以上

相关的城市占比达到 78.44%。说明全国大部

分城市的 GDP 与信息公开数量存在着较强的

相关性，但是具体到各个城市仍然存在较大差

异，这也是与我国的国情和地方的实际情况相

吻合的。总体来看， GDP 的不断增长是驱动政

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2. 政府财政支出与信息公开相关性分析

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政府财政总支出与

信息公开的相关度达 0.9858， 可见地方财政支

出的增长也是信息公开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

也可以理解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国家的财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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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逐渐增加，除了满足一些基础设施建设、城

乡居民基本保障和政府机构运行的支出，还有

更多的资金来推动政府各方面的工作，也包括

信息化工作的推进。

在有相关性结果的 277 个城市中，财政支

出变化与政府信息公开呈现正相关的城市有 

218 个，占比约为 78.7%，呈现负相关的有 59

个， 占比约为 21.3%。在正相关的 216 个城市

中，呈现为极弱相关的城市有 20 个，弱相关

的有 15 个，中等相关的有 26 个，强相关的有 

46 个，极强相关的有 111 个。在正相关的城

市中，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183 个，占比为 

66.06%。 在负相关的 59 个城市中， 呈现极弱

相关的有 13 个，弱相关的有 12 个，中等相关

的有 13 个， 强相关的有 15 个，极强相关的有 

6 个。在负相关的城市中，中等相关以上的城

市有 34 个，占比为 12.27%。正相关和负相关

的中等以上相关的城市占比达到 78.33%。说

明全国大部分城市的财政支出与信息公开数

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但是具体到各个城市

仍然存在差异， 这也是与我国的国情和地方的

实际情况相吻合的。总体来看，财政支出的不

断增长是驱动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要因素。

综上，GDP 和财政支出两个主要经济发

展指标与政府信息公开均具有较强相关性，而

且不同城市的表现差异较大，可以说经济发展

与政府信息公开息息相关。横向来看，大部分

城市的 GDP 和财政支出三个指标与政府信息

公开呈正相关。也就是说政府信息公开主要受

经济总量和财政支出状况影响。

（三） 互联网发展驱动力分析

在信息化时代，智能手机率普及越来越

高，越来越多的人通过手机获取和发送信息，

互联网成为人们获取信息和对外沟通交流的

重要渠道。例如 ：各地政府建立了政府门户网

站，发布重要政策法规、政府相关信息、重要

新闻等，还有不少政府部门开通了公共服务

公众号、 微博，有的城市还会不定时地以短信

形式向市民推送重大天气变化、 重要城市新闻

等。可以说，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已成为政府信

息公开的重要工具和渠道，因此研究政府信息

公开也必须对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有所了解，并

分析两者与信息公开的关联程度。

从表 1—表 3 的统计数据来看，在选定

的 289 个城市中，2016 年移动电话的数量较

2010 年增长 41.79%，7 年内年均增长 6% 左

右。2016 年的互联网用户数较 2010 年增长约

为 90.12%， 年均增幅约为 15%，呈现快速增

长的态势。

表 3 2010—2016 年各城市移动电话用户

总数和互联网用户总数统计表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移动电 
话总数 

（ 万户）
93802.73 108163.72 118396.2 127408.3 132379 131160 133339.00

移动电 
话总数 

（ 万户）
15692.4740 17581.513 18137 20764 24207 25511 29829.00

对比表 1 和表 3 可知，从 2010 年起， 移

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用户数与家庭户数的

比不断变化。移动电话普及率从 2010 年的

68.44 上升到 96.43%，普及率提升近 28 个百

分点 ； 2010 年互联网用户数与家庭户数比为 

45.91%，而到 2016 年这个比值达到 78.01%，

增幅超过 32%，年均增幅超过 5%。也就说， 

这几年移动电话和互联网发展迅速， 到 2016

年，全国 289 个城市中， 绝大部分个人拥有了

移动电话，大部分家庭开通了互联网。

1. 移动电话普及率与政府信息公开

从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与政府信息公

开数量间的相关系数来看，相关指数为 0.9062，

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在有相关性结果的 277

个城市中，移动电话用户数量变化与政府信

息公开呈现正相关的城市有 201 个，占比约

为 72.56%，呈现负相关的有 76 个，占比约为 

27.44%。 在正相关的 201 个城市中，呈现为

极弱相关的城市有 22 个， 弱相关的有 24 个，

中等相关的有 40 个，强相关的有 54 个，极强

相关的有 61 个。 在正相关的城市中， 中等相

关以上的城市有 155 个， 占比为 55.96%。在

负相关的 62 个城市中， 呈现极弱相关的有 20

个， 弱相关的有 22 个，中等相关的有 11 个，

强相关的有 16 个，极强相关的有 7 个。在负

相关的城市中， 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34 个，

占比为 12.27%。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中等以上

相关的城市占比达到 68.23%。说明全国大部

分城市的移动电话用户数量与信息公开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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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着极强的相关性，但是具体到各个城市仍

然存在差异，这也是与我国的国情和地方的实

际情况相吻合的。总体来看，移动电话用户数

量的不断增长是驱动政府信息公开的一个重

要因素。

2. 互联网普及率与政府信息公开

从全国互联网用户数量与政府信息公开

数量间的相关系数来看， 相关指数为 0.9889， 

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与移动电话普及率一

样， 互联网普及率不仅跟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相关，也与城市的阶段性发展重点和战略相

关。从全国互联网用户数与政府信息公开数

量间的相关系数来看，相关程度为 0.9889，呈

现出极强的相关性。在有相关性结果的 277 个

城市中，互联网用户数量与政府信息公开呈

现正相关的城市有 215 个，占比约为 77.62%，

呈现负相关的有 62 个，占比约为 22.38%。在

正相关的 215 个城市中，呈现为极弱相关的城

市有 25 个， 弱相关的有 25 个，中等相关的有 

23 个，强相关的有 50 个，极强相关的有 92

个。在正相关的城市中， 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

有 165 个， 占比为 59.57%。在负相关的 62 个

城市中， 呈现极弱相关的有 19 个， 弱相关的有 

14 个，中等相关的有 14 个， 强相关的有 8 个， 

极强相关的有 7 个。在负相关的城市中， 中等

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29 个， 占比为 10.47%。正

相关和负相关的中等以上相关的城市占比达

到 70.04%。说明全国大部分城市的互联网用

户数量与信息公开数量存在着较强的相关性，

但是具体到各个城市仍然存在差异，这也是与

我国的国情和地方的实际情况相吻合的。总体

来看，互联网用户数量的不断增长是驱动政府

信息公开向前推进的一个重要因素。 

（四） 依申请信息公开与信息公开总量间

的关联情况

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推进，我国政府

信息公开逐渐得到加强， 政府信息公开数量逐

渐增加，尤其是在地级市及以上城市中，从 

2010 年的 228 个城市到 2016 年的 280 个城市，

覆盖率从 78.89% 增长到 96.89%。随着政府信

息公开数量的增加，依申请信息公开呈现急速

减少到逐渐平稳的过程。可见，随着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的不断推进， 信息公开的范围不断

扩展， 群众对有针对性的信息公开需求有所降

低。

全国信息公开数与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

的相关系数为 -0.579， 相关性为负，且不明显

相关。且随着政府信息公开公开数量的逐年增

加， 依申请信息公开明显较少， 且二者差距越

来越大。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在 2010 年最多，

之后逐年减少，到 2013 年达到谷底，之后又

有缓慢回升。也就是说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的

随机性比较强，主要与当年政府的主要事项和

群众的实际需求相关。  

在有相关性结果 277 个城市中，依申请信

息公开数量变化与政府信息公开呈现正相关

的城市有 188 个，占比约为 67.87%，呈现负

相关的有 89 个，占比约为 32.13%。在正相关

的 188 个城市中，呈现为极弱相关的城市有

24 个， 弱相关的有 26 个，中等相关的有 38 个，

强相关的有 37 个，极强相关的有 63 个。在正

相关的城市中，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138 个， 

占比为 49.82%。在负相关的 89 个城市中， 呈

现极弱相关的有 20 个， 弱相关的有 26 个，中

等相关的有 22 个， 强相关的有 4 个，极强相

关的有 17 个。在负相

表 4 2010—2016 年政府信息公开与依申

请信息公开统计表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公开城市
数（ 个）

228 252 253 266 275 276 280

未公开城
市个数
（ 个）

61 37 36 23 14 13 9

信息公开
总数

（ 万条）
2209.7 2469.828 2832.216 3486.752 3995.071 4275.053 4863.17

依申请
总数

（ 万条）
111.7566 46.6623 22.4975 20.9973 27.7917 30.6474 33.0068

关的城市中，中等相关以上的城市有 43

个，占比为 15.52%。正相关和负相关的中等

以上相关的城市占比达到 65.34%。说明全国

大部分城市的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与信息公

开数量存在着较强的正相关性。全国的整体

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变化与政府信息公开数

量间相关性为负， 但是具体到各个城市存在差

异。

四、结论与建议

地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是推进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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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引擎。

尤其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正式实施后， 极

大地从政策层面保障和推进了政府信息公开

工作。除了政策层面的驱动力外，本文从人口、

经济和互联网建设等视角对政府信息公开的

驱动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尤其是在当前政府

信息公开全面发展阶段， 具体的城市发展情况

与整体间的差距和问题需要深入研究。

（一） 政府信息公开的驱动力分析

根据 2010 到 2016 年所研究的 289 个城

市情况来看，全国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政府

信息公开工作在持续推进中。随着 《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 的推行， 发布政府信息公开年报的

城市从 2010 年的 227 个增加的 2016 年的 280

个。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政府信息公开年报

公开率从 2010 年的 78.89% 增长到 2016 年的 

96.89%，增幅达 18%。但是在局部，仍有改

进的空间，例如政府信息公开年报公开率尚未

达到 100%，有的城市部分信息和数据尚有缺

失，等等。

从全国政府信息公开年报中披露的政府

信息公开数量发展情况来看，政府信息公开

数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其整体增长幅度高于

经济的增长速度。到 2016 年全国政府主动信

息公开超 4800 万条，2010—2016 年年平均信

息公开数量超过 3400 万条。但依申请信息公

开数量增长速度低于政府主动信息公开数量

的速度，依申请信息数量在 2010 年为最高值，

2013 年为最低值，2014 开始逐渐回升。

表 5 各项指标与政府信息公开数量间的相

关系数
市名
移动

人口 GDP
GDP 

增长率  
人均
 GDP

财政 电话 互联网
申请
公开

全国 0.7728 0.9816 0.985 0.9299 0.9858 0.9062 0.9889 -0.579

从选取的驱动政府信息公开的因素来看

（表 5），选取的各指标对全国整体政府信息公

开都有着有力的驱动作用。从相关系数结果

来看， 驱动力最大的是互联网用户数， 其次是

财政支出，位居第三的是 GDP 增长率，接下

来依次是人均 GDP、移动电话和人口。其中，

GDP 增长率和依申请信息公开数为负相关因

素。从选取指标驱动力的区域分布性来看 （表 

6）， 所有的因素在全国超过六成的城市中， 都

具有中等及以上强度的相关性。其中 GDP 驱

动范围最广，全国有超过 78% 的城市有中等

及以上强度的相关性。其次， 财政支出与 GDP 

的驱动范围基本接近， 再次是依申请信息公

开， 但比例也达 65%。在依申请信息公开中， 

全国整体驱动力相关系数为 -0.579，与实际

上各城市的具体分布有较大差距，这主要是 

2010 年和 2011 年有个别城市的依申请信息公

开数量特别高所导致。2010 年主要是广州市

影响巨大，在 2010 年广州市依申请信息公开

数量达 78.638 万条， 占全国依申请信息公开总

量的 70.36%。此外， 乌鲁木齐市、 武汉市和深

圳市的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也较多。上述 4 个

城市在 2010 年的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占全国

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的 84.87%。 2011 年，主

要是玉溪市、杭州市、武汉市和深圳市的依

申请信息公开数量较多， 上述 4 市依申请信息

公开数量占当年全国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的 

57.37%。

（二）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建议

虽然当前的信息公开工作取得了较大成

绩， 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制约政府信息公开工

作的因素。例如学界普遍认为，当前制约信息

公开工作的制约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

表 6 各因素中等及以上驱动力在不同区域

占比统计表
人口 GDP GDP 增长率

区域 总比例
相 关 度 

方向
比例 总比例

相 关 度 
方向

比例 总比例
相 关 度 

方向
比例

全国 74.08
正 55.6

78.44
正 64.62

73.29
正 9.75

负 18.48 反 13.82 反 63.54

人均 GDP 财政支出 相关度 移动电话数 相关度

区域 总比例
相 关 度 

方向
比例 总比例

相 关 度 
方向

比例 总比例
相 关 度 

方向
比例

全国 71.12
正 59.57

78.33
正 66.06

68.23
正 55.96

负 11.55 负 12.27 负 12.27

互联网用户数 依申请公开

区域 总比例 相关度 方向 比例 总比例 相关度 方向 比例

全国 70.04

正 59.57

65.34

正 49.82

负 10.47 负 15.52

一是条例实施的障碍，主要是在包含国家

秘密的信息、包含商业秘密的信息、涉及个人

隐私问题的信息方面，《条例》中的例外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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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依据 ；二是政府信息公开存在的制约因

素，包含思想障碍，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健全，

信息沟通不畅以及政府信息公开评估标准的

不完善等。

除了上述问题，根据本文对人口、经济、

互联网发展对政府信息公开的驱动力分析，对

进一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有以下几个

方面的建议 ：

第一， 各因素的驱动力情况应客观理性对

待。从研究结果来看， 人口、经济、互联网发

展等各项因素是驱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重

要指标。但是，各因素驱动力可能会发生变化，

我们应该把握好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适时做

好政策调整，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指导， 

推进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法制化。重视驱动政府

信息公开的有利因素， 但最主要还是政府自身

建设要过硬。

第二，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中，在地级市

层面还未有整合的政府信息公开平台，在互联

网高度发展的今天，我们应该利用好互联网发

展机遇，推进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与全国政务一

张网的衔接，使得信息更加集中透明。

第三， 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制建设和

保障工作。要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需要有

力的制度推进。当前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已经指明了方向，在具体工作中还需要根据工

作实际制定相应的工作细则。此外，还需要有

相应的人力和物质条件做保障，因此需在政府

工作预算中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所需要的

人员及经费规划。

第四，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与受众有待进

一步拓宽。在当前的政府信息公开年报中所反

映出来的情况是政府主动公开信息的数量较

多，而依申请信息公开的数量相对较少。应该

理性和客观对待此问题。是我们的公开工作已

经都到位了导致的依申请信息公开数量较少， 

还是在依申请公开过程中群众有操作难的问

题？今后应切实有效地解决依申请信息公开

和政府主动信息公开间的关系问题。

第五，应开发利用好政府信息公开数据。

随着信息公开工作的展开，2016 年全国政府

主动信息公开数量近 5 千万条，2010—2016

年累计公开超过 2.4 亿条，我们应该合理有效

地利用好这些数据，充分发挥大数据的功能，

不要停留在一次性使用上，以便为今后的工作

提供更多的政策铺垫和支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文章转自《福建省委党校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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