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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政府智慧决策新模式
张勇进 鲍 静 *

［摘

要］ 大数据分析如何应用到政府决策中，改进政府管理和社会服务，是互联网时代各级政

府面临的新课题。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慧决策新模式，是从业务运行和网民表达、绩效判识、需求识
别、特征洞察、供需失衡、优化再造等六个业务层流程以及数据归集、大数据分析挖掘、辅助分析三个
大数据层流程进行阐述，协同支持政府的智慧决策。这个新模式已经在地方政府重大事件应急信息服
务中得到应用，并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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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最近几年来，随着行为记录数据化的普及和数据价值挖掘能力的提升，大数据在全球范围内受
到热捧，大数据应用渗透到服务业、工业、农业等多个经济领域。但是，大数据蕴藏的巨大价值远未
开发释放出来。多个国家将大数据定位为国家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并且上升为国家层面的发展
战略，加大研究开发的支持力度，从发展经济、社会管理、民生服务、政府行政、国家安全等方面大力
a

推进应用。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已经通过制定公共服务大数据战略推动公共行业服务改革进程 。我
国也提出利用互联网大数据资源通过关联分析和融合利用，掌握企业需求和经济运行信息，为经济
监测、产业安全预测预警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改进事中事后市场监管和公共
服务。
大数据不仅仅是一种新技术、新方法、新应用，还可以成为政府智慧决策的新基石，催生出政府决
策的新模式。缘由有三 ：其一，互联网时代，政府管理对象数据面临爆炸式的增长，传统的监测、管理、
应对手段捉襟见肘，大数据分析就为这类对象的管理和服务提供有力的工具，否则就可能产生局面失
控或者治理能力低下的风险。尤其在互联网治理的各大领域，没有大数据分析，很难开展有效的治理
决策，甚至连管理对象的真实情况都难以摸清，相应的行政管理工作极其被动。其二，大数据驱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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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是时代的新特征，各个领域或者各类活动的重大决策越来越依赖大数据分析提供全面、可靠、新
颖的信息源，增强回应性和精准度。数据驱动决策的典型案例也越来越多。其三，政府治理创新与大
数据密不可分，新经济管理、新型政务服务和政府社会关系塑造都需要大数据分析的支持。在实际操
作层面，一些部委和地方政府开始引入大数据分析支持经济监管、产业发展和重大政策制定，并取得
a

了一些成效 。但是，总体来看，大数据在政府决策方面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支持管理者的有效决策，
提高其洞察力、决断力和行动力，还有待深入探索。本文试图从利用大数据分析实现政府智慧决策的
角度，结合我们近年来在地方开展的实践，总结提出大数据政府决策新模式，并在进一步讨论中对一
些常见问题和发展方向进行了阐述。

二、大数据智慧决策新模式
一般而言，数据流与管理服务过程两者密不可分，反映了物流、人流和资金流的变化情况，是协同
高效政府的基本特征。现代政府管理可看成是前台决策和后台数据分析的结合，大数据的应用价值由
此体现为智慧决策。
通过解决双方信息不对称，实现政府智慧决策，是大数据决策新模式的基本思路。新模式的核心
b

就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业务研判应对能力的完美结合 。通过大数据归集、分析和应用，协助政府部门
掌握网民公共需求与态度偏好，理解网民行为特征缘由，发现最新动向趋势，判断前期施政决策的实
c

际效果，调整和优化公共政策，再造管理服务流程，提高政府的觉察、回应、治理能力 。大数据决策新
模式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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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智慧决策新模式

大数据分析的智慧决策新模式，分为业务层和大数据层。业务层和大数据层相互支撑，相互配
合，通过大数据应用技术和业务综合分析协同实现大数据智慧决策。业务层分为业务运行和网民表
达、绩效判识、需求识别、特征洞察、供需失衡、优化再造六个流程，主要从业务角度进行分析解决问
题，提出业务方案 ；大数据层则是从数据归集、大数据分析挖掘、辅助分析三个步骤进行展开，为业务
分析提供技术支撑。大数据层的数据归集，实现业务层的业务运行数据和网民表达相关数据的集中采
《我国政府数据开放顶层设计研究》，
《中国行政管理》2016 年第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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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数据分析挖掘为业务绩效判识和网民需求表达以及特征洞察提供技术实现。辅助分析则为业
a

务与网民之间的供需失衡提供技术选择 。
业务运行和网民表达既是业务层的第一步，也为数据归集提供数据来源。互联网时代，政府施
政，分享公共信息，公众参与政府工作，通过多种网络渠道表达意见和诉求，这些业务运转和网民表达
都会留下内容记录和活动痕迹，这些实时的数据流一同支撑起现代政府的有效运行。用于政府智慧决
策的数据归集，不能仅仅是政府共享数据、政府开放数据、政府部门电子政务系统业务数据、政府自身
掌握其他数据，还应涵盖能否反映网民、企业、其他机构行为和活动的社会数据，以及各类自然界监测
采集数据和科学数据等，形成完整的政务大数据大集合。政府运转和经济社会运行所产生的大数据，
可以比较真实和完整地刻画服务对象和管理机构的社会活动，相关数据需要返回到决策过程中，不能
再像以前那样被单个业务部门或者企业主所垄断控制。服务过程蕴藏于业务大数据中，公众需求和情
绪反应也隐藏在网民表达大数据当中。
大数据泛指海量数据，就是比较传统数据而言的大规模数据集。在数据归集操作中，用于政府决
策的大数据到底规模多大，规模的边界如何选择和确定，将会直接影响到智慧决策的质量。如果大数
据选择不当，或者发生方向性错误，数据也会发生碎片化、孤立化、片断化。单一渠道、单一截面、单个
流程的数据本身难以反映业务运转和社会问题的本质，大数据分析挖掘得出的决策结果有可能偏离实
际轨道。政府要实现智慧决策，首当其中，就是做好大数据的有效归集，实现不同渠道不同类型数据
集的有机集成。
业务层的需求识别、特征洞察和绩效判识，就是分析业务存在的问题，判断现有政策的绩效，与大
数据层的大数据分析挖掘紧密关联。通过网民表达数据的分析可以识别网民的公共需求，通过业务运
行数据可以发现网民办事特征，通过分析网民情绪数据和办事监管业务数据可以判断政策绩效水平。
大数据分析挖掘的具体实现手段有很多种，比较常用的有热度声量分析、分类聚类、主题提取、时间序
列分析、回归分析、分层比较、情感情绪分析、异动离群点分析、趋势分析、关联模型、热力图、流程漏
斗图等，在此不一一展开说明。
大数据分析挖掘不是一个单纯的计算机算法应用过程。其成败在于对相应业务层的理解和分析
结果的运用，是否熟悉政府决策方向，是否精通业务知识体系，是否理解数据潜在价值，是否了解数据
分析技术，能否确定数据集范围和边界，可否支撑起业务和数据的完美结合。政府决策分析方向的建
立，对决策分析过程、数据选择、数据挖掘分析具有导向性作用。
业务层的供需失衡主要是对用户需求和政策绩效进行综合判断，发现现行政策施行的梗阻点和漏
洞盲区，掌握社会公众新的公共需求和经济社会运行的实际情况。供需失衡依赖于大数据层的辅助分
析，借助一些大数据可视化手段可以快速找到相关结论。
优化再造是以业务层得出供需失衡的具体结论为基础，提出新的综合解决方案。具体而言，就是
调整之前出台的政策，组织新的信息内容，优化管理服务方式，填补相应的漏洞和盲区，再造业务流
程，回应社会公众的需求。优化再造后的业务又重新进入业务运行体系为社会服务，相关的内容记录
和行为痕迹又会形成大数据层新的数据归集，开启新的一轮政府智慧决策过程。

三、政府智慧决策新模式应用
大数据决策新模式已经在我们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了应用。以 2013 年某县发生的 7.0 级地震为例，

《智慧政务与政府治理转型》
，
《传媒》2015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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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持续七天对灾区省市县三级政府抗震救灾信息发布、互联网网民反映和应急信息管理过程进行分
析，并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智慧决策支持，多数分析结论和建议得到采用，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这
次大数据智慧决策实践表明，应用大数据决策新模式可以总体把握重大地震等突发事件发生期间互联
网信息供需双方的变化态势、政府部门的信息应对能力及优化调整方向，做到明察秋毫、科学决策、精
准施政、赢取民心。
（一）业务运行和网民表达
开展抗震救灾互联网应急信息服务，依靠大数据实现政府智慧决策，首当其冲就是数据归集，掌
握政府信息发布和网民表达的相关数据。政府门户网站是政府发布信息的主渠道，数据归集的重心放
在受灾所在地省市县三级政府门户网站，政府部门在各个栏目发布的抗震救灾信息内容，以及震后网
民的访问行为数据。其次，网民表达的网络主渠道还是微博等新媒体，新媒体与抗震救灾相关的数据
也在数据归集的范围之中。
数据归集的范围选择省政府门户网站、省会城市政府门户网站、灾区所在地市县两级政府门户网
站的网页内容数据和用户行为数据，以及主要微博门户相关内容数据。数据归集的时间段为震后七
日。据此，一共归集分析三级政府门户网站 1，090，586 人次用户访问量、2，546，728 条页面浏览记录
和 271，603 个站外搜索关键词的基础数据（不含微博数据）。
震后七日，灾区政府门户网站持续发布大量抗震救灾信息，在引导舆论、稳定人心、凝聚力量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省市县三级政府网站围绕抗震救灾工作，先后发布救援行动、领导动态、道路疏通
工作、防震知识和余震情况等工作信息 1033 条，七天内的总访问量超过 100 万人次，网站相关页面浏
览总量超过 254 万条。通过分类聚类分析，可以将抗震救灾信息大致归为八类 ：地质灾害情况、防震
知识、气象情况、领导动态、余震情况、道路疏通工作、救灾物资统计、救援行动。
抗震救灾期间的政府信息发布也具有很强的规律性。以省政府门户网站为例，其发布的抗震救灾
信息中，救援行动、领导动态、道路疏通工作、防震知识和余震情况方面的信息占了绝大部分的比重，
信息发布的波段规律性明显。震后头三天，领导动态信息发布处于高峰，道路疏通工作与救援行动信
息发布在灾后的第三天到达一个顶点，并在灾后的第七天再次上升。第三天的道路疏通工作信息主要
集中在道路故障、中断、抢修、畅通方面，第七天的道路疏通工作信息主要集中在道路复核、隐患排查、
道路进一步恢复。道路疏通工作信息在灾后第二天明显上升，救援行动也随之上升。余震方面的信息
在地震发生之后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在发布，并在灾后的七天内保持平稳的变化趋势。
（二）需求识别
识别网民需求有效可靠的方法就是站内站外用户搜索关键词的分析。用户搜索关键词最能反映
用户的客观真实需求，不受政府部门已有发布内容的影响。
抗震救灾七日期间，初步统计省市县三级政府门户网站的用户搜索关键词，与地震相关的搜索关
键词达 26，207 个。这些搜索关键词集中体现震后网民的公共信息需求。经过主题提取之后发现，网
民总体上对地震灾情、地震相关政府机构、地震相关政府领导、地震救灾捐赠工作、地震区域基本情况、
地震科普知识、灾后重建、未来地震预警、震后生产生活恢复、震后祭奠悼念等十类信息的需求较大。
大数据分析表明，震后七日网民对抗震救灾信息的需求变化呈现明显阶段性特征。根据各搜索关
键词的搜索日期和访问人次绘制震后七日网民需求的变化趋势，从各搜索关键词的散点分布集中趋势
可以发现，震后七日政府门户网站的用户需求呈现明显的三阶段的特征。其中，第一阶段发生在震后
两日，在此期间，用户主要搜索有关地震灾情、地震救灾捐助、地震发生地的相关政府机构以及政府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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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的信息。第二阶段期间，用户开始关注灾后重建、地震科普知识等相关信息。第三阶段，第五日开
始，新增未来地震预警、地震祈福、震后生产生活恢复以及祭奠悼念的信息需求。

a

抗震救灾期间，移动终端用户对政府网站的信息需求明显提升，信息需求有所差异。震后，访问
省市县政府门户网站的移动终端用户比重明显升高，平均比例为 5.56%，比平时高出一倍。移动终端
用户在上午 10 点和晚上 9 点左右出现两次集中访问的高峰。大数据分析发现，移动用户更倾向于关
注灾后抢险与重建工作相关的信息，此外，一些外省移动终端用户关心灾区援建的相关信息。
（三）绩效判识
地震发生后，政府主要领导和各相关部门纷纷发声，抗震救灾工作快速启动，省市县三级政府门
户网站发布了大量抗震救灾信息，实际效果如何，是否得到网民的关注，或者说网民关注的信息有没
有冷热之分。
大数据分析表明，地震发生后，网民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参与抗震救灾活动的信息极为关注。
抗震救灾期间，某省政府门户网站以最快的速度发布省主要领导参与抗震救灾、亲临一线指挥的信
息，受到网民的高度热捧。而且，新增加的用户来到省市县政府门户网站，都想要了解本地领导的更
多信息。
页面热力图分析表明，政府门户网站首页发布的震情信息和领导人指挥救灾信息点击率相对较
高。各政府门户网站首页是用户关注的重点，特别是分布在首页首屏的关于抗震救灾最近进展的新闻
报道以及领导人参与抗震救灾活动的报道等信息，点击率相对集中，受到用户的高度关注。
（四）特征洞察
通过大数据主题提取之后，再做分层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可以发现多个显著的业务特征和技术
特征。
其一，不同类型抗震救灾信息在省市县三级政府门户网站得到的关注程度具有较大的差异。抗震
救灾期间，网民在省级政府门户网站上的主要关注点为领导动态、地质灾害情况、救援行动这三类政
府公开信息，在省会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关注救援行动、余震情况、气象情况这三类政府公开信息，在灾
区所在地城市政府门户网站关注救灾物质统计政府公开信息。此外，网民还关注受灾县政府门户网站
的领导动态、地质灾害、救援行动这三类政府公开信息。总的趋势是 ：越往基层，网民关注领导动态政
府公开信息越少。
其二，重大地震发生之后，政府网站首页、地震类专题和灾区政府网站链接受到高度关注。数据
分析发现，地震发生后省级政府门户网站首页首屏的点击量占首页所有点击量的 57%，比此前一周有
较大幅度提升，通过首页直接进入地震专题专栏的人次占首页所有点击量的 3.86%。省政府门户网站
页面的灾区政府门户网站链接的点击量迅速提升，相对前一周提升了 9.2 倍。受灾的各区县中，受灾
较重的县市的新闻信息，网民点击量较高，反映出公众对于重灾区的抗震救灾工作的极大关注。
其三，通过政务微博等新媒体获取政府网站相关抗震救灾信息成为网民重要访问渠道。以市级政
府门户网站为例，从腾讯、新浪等微博来到政府网站查看灾情和救援相关信息的用户中，政务微博用
户和主流媒体微博用户是第一大微博用户来源，占比超过 90%。具体来看，微博用户是通过参与微话
题、微搜索等方式来到政府网站相关页面。政务微博与政府网站的互动关系还有待提高，如互链导航
引流，协同回应微博负面言论等。

《政府网站分析与优化——大数据创造公共价值》，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年。
a于施洋、王建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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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供需失衡分析
通过政府发布信息的绩效判识和用户需求识别的比对，结合大数据辅助分析，可以发现政府公共
信息供给的盲区及潜在的政策响应点。
大数据分析表明，省政府网站尽管发布了大量与地震相关的页面信息，但主要集中在政府自身的救
灾工作和领导抗震救灾工作动态等方面，针对网民特别关心的如何开展地震善后救援、如何开展灾后重
建等需求的服务内容还比较少。网站服务内容的组织和供给与用户需求之间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脱节。
不能得到满足的网民信息需求，可以通过分析用户搜索关键词来锁定。与地震相关的无效访问搜
索关键词，反映网民信息需求不能与政府网站发布的信息实现有效的匹配，属于典型的供需失衡。业
务相关的“无效访问”搜索关键词，是指用户通过搜索业务相关关键词来到网站后，未着陆到相应的信
息内容页面，用户访问满意度较低，用户需求未得到满足的关键词。通过对省、市、县政府网站的用户
搜索关键词及其相应着陆页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部分与地震相关的搜索关键词属于无效访问关键词。
从搜索关键词来看，供需失衡的主要表现为 ：未来地震预警、震后生产生活恢复、震后祭奠悼念、
灾后重建、灾区旅游、灾区高考、灾区大中小学上课、房屋抗震等。
（六）优化再造
前面的供需失衡分析、特征洞察等指出了优化再造的方向。在芦山地震互联应急信息服务中，随
着抗震救灾工作阶段的变化，网民对政府的服务需求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优化再造的工作方案除
了继续满足网民当前抗震救灾信息需求外，更要从灾后重建和长远发展着眼，满足未来一段时间的社
会需要。由于政府网站是政府部门提供互联网应急信息服务的主渠道，重点还是提升政府网站的互联
网响应能力和服务水平，推进政府网站在树立政府互联网形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提供公共服务等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优化再造要做到 ：
一要立即加强对相关政府网站和官方微博的实时数据监测分析，提高数据归集能
力，及时掌握网民表达的各种情绪和意见，也充分了解政府部门抗震救灾重建工作执行的实际效果，为有
效引导舆论，避免谣言和社会恐慌情绪蔓延提供数据支持。二要建立动态调整和优化栏目的工作机制，
针对网民新需求和政府网站现有响应能力不足的信息需求，不断丰富政府信息公开内容，增开地震预警、
震后生产生活恢复、震后祭奠悼念、灾后重建等专题专栏，前瞻性做好新栏目和内容的前期准备工作，主
动回应网民关于地震对高考、公务员考试、社会稳定、灾区大中小学教学和旅游等造成的影响的担忧。三
是加强政府网站对党政领导参与抗震救灾恢复重建工作的信息发布，以文字、图片和视频等多种形式，加
强宣传报道和立体传播，强化领导亲民形象的宣传，树立政府在互联网上的新形象。四是要建立政府网
站与政务微博等新媒体联动信息合作发布机制，坚持政府网站作为信息公开和发布主渠道的同时，充分
利用微博微信等向网民及时推送信息，形成良好的双向互动关系，共同提高网站用户和新媒体用户的黏
度，扩大互联网影响力。五是针对移动智能终端用户的信息需求，按照移动终端服务的通行做法提供相
应的内容服务，重点围绕地震、交通、医疗卫生、应急管理等领域，整合提供移动端APP应用服务。

四、进一步讨论
a

从现有的政府实践可以发现，大数据智慧决策新模式可以为政府治理创新提供一种新的路径 。
这种模式实践时间还很短，理论体系也很粗糙，至少还存在下列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大数据在政府应急管理中的应用》，
《电子政务》2016 年第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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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大数据决策的行政服务机制的建立。新模式提出的业务层和大数据层密不可分，但是在现
行的政府行政体系中，没有给他们留出足够的行政空间，比如业务运行管理人员编制和职务数、大数
据汇集挖掘分析人员编制和机构设置。如果没有纳入现行的行政体系，建立起相应的行政服务机制，
那么，大数据决策服务只能在体外循环，甚至以临时性虚拟机构或者工程项目甚至科研课题的方式出
现，大大限制了大数据巨大潜在价值的充分发挥。
二是地区和部门大数据中心的建设。国家已经提出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
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
的协同管理和服务。循此思路，大数据智慧决策也要求相关部门和地区进行数据汇集，这是大数据分
析挖掘的技术基础，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数据集是否要求每个部门、每个地方政府都要建设各自的大
数据中心，数据范围如何确定，数据集中层级如何达成共识，数据共享交换路径如何实现，数据回馈服
务如何管理，都要继续探索。
三是大数据应用人才的培养。大数据智慧决策离不开高层次的计算机应用复合型人才，既要熟悉
政府部门业务运行和决策需求，又要了解大数据分析和应用技术。因为大数据应用历史比较短，商业
化大数据技术人才不完全适合政府部门的业务需求，总体上看，这类人才比较缺少，需要各部门加大
培养力度，创造机制，尽快输出一批合格的大数据应用人才。这个问题在基层和偏远地区尤为突出。
四是社会合作机制的安全。大数据层涉及的数据归集和分析挖掘，一般都要借助社会相关公司
a

和机构的技术力量，单纯依靠政府部门难以解决 。业务层的特征洞察和供需失衡分析，也依赖于研
究机构业务专家的智力支援，完全依靠业务工作人员也有一定的难度。此外，数据管理过程中有可能
涉及个人数据泄漏、数据安全存储调用、数据脱敏、数据流通等难题，都不是单个政府部门的技术力
量能够解决的。大数据智慧决策新模式离不开社会合作机制的有效运转，如何保证其安全高效，有待
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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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New Mode of Big Data-Based Intelligent Governmental Decision
ZHANG Yong-jin，BAO Jing
Abstract：In the era of the Internet，a big issue facing governments at different levels is how to make
governmental decision based on big data analysis and to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and social services. A new
mode of intelligent governmental decis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big data is a type of decision involving
such factors as the operation of the governmental websites and the channels through which netizens make
their concerns known；the evaluation of the performance of the government；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needs
of the netizens；the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al organs and the
netizens through the Internet；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supply and the demand of the information；and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online services provided by the government. Such a new mode of governmental decision
has been applied in the information services offered by some local governments during their response to
emergencies and achieved good results.
Key words：big data；intelligent decision；need identification；data opening；emergency response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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