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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政民互动大数据的公共服务效能影响因素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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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纷繁的公共服务与政民互动中，对效果的研究长期受数据采集问题的制约。而随着信息时代的
到来，越来越多的政府网站、服务系统成为政府与民众互动的新途径，也记录了大量可供研究的公
共服务数据。本研究利用北京市朝阳区政民互动平台的公众反馈大数据，探寻公共服务效能与成
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引入文本大数据分析领域的潜在狄利克雷模型进行主题建模，通过测度函数
表征行政事务成本要素，从而量化探究公共服务效能影响因素。
［关键词］政民互动；服务效能；成本效益分析；文本挖掘；概率主题建模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863（2018）10-0109-07
［摘

一、引言
信息社会的到来不仅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习
惯，更影响着公共部门的管理模式。［1］作为信息技术
发展的产物和信息时代政府向社会公众提供公共服务
的重要载体，以政府门户网站为首的一系列电子政务
工具为服务型政府的建设提供了极大的技术支持，并
受到了我国政府的大力推崇。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8
年中央网信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
“加快推进电子政
务，构建全流程一体化在线服务平台，更好解决企业和
群众反映强烈的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的问题。”［2］
民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涉及公民的全生命周期和
生活的方方面面。政府与公民就公共服务议题的互动
行为即政民互动。政民互动也可以看作是公民对政府
明确提出公共需求并寻求政府协助解决的过程，其状
况与效果可以看作是公共服务效能的一个具体表现。
早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互动性的概念就已被提出，而在
互联网的各种优势中，互动性则被认为是最为显著的
特征之一。［3］网络时代无疑也使政府与公民间的互动
行为更加频繁和便利。电子政务既能够降低政府的服
务成本，又能够优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帮助政府
更有效地掌握公民所需求的信息，从而增强政府的服
务能力。［4］［5］

在网络时代，政府与民众的互动已由传统的线下
面对面交流转变为线上信息传递。与传统意义的线下
政民互动相比，基于网络信息技术的政民互动平台也
可以更有效地记录所有政民互动过程中产生信息及其
时间点。［6］［7］这些宝贵的数据能够为我们评价和分析
政民互动的过程和效果提供更多可能。与只能靠用户
体验抽样调查获得公众满意度等主观感知不同，海量
大数据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更量化的评价和理解政民
互动水平，探究其影响因素，从而寻找进一步改进和完
善政民互动的有效策略。［8］
然而，政府对于数据的传统处理模式也在面对庞
大的公共服务交流数据时显得力不从心，这使得目前
政府尚无法有效利用这些数据。现有的研究和绩效评
估表明，政府与公众的交流与互动是当前政府门户网
站在服务功能上最为薄弱的环节，这很大程度上源于
其缺乏基于数据的经验总结和决策支持手段。同时，
基于对网络中各类非结构化数据挖掘分析所展开的研
究，即对大数据多样性方向的探索近年来方兴未艾；但
与现有研究展现的诱人可能性相比，利用政民互动内
容大数据分析服务于公共管理决策的探索尚较为初
步。如何才能更为有效地通过文本挖掘分析结果得到
有价值的公共管理知识是数据分析者与公共管理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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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协作探讨的问题。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尝试建立新的数据处理范式，
通过对政民互动大数据的分析来探究影响公共服务效
能的因素。研究通过对北京市朝阳区移动政民互动平
台近年来实际数据进行分析，借助文本挖掘技术，将相
关因素数据化，建立实证理论模型，提出一条从文本挖
掘分析结果到有价值的公共管理知识的探索路径，并
尝试探究影响公共服务效能的因素，以及信息时代下
政府提升服务效能的切实有效的方法或机制。
二、文献综述
本文将从公共服务效能和文本大数据分析两方面
对有关文献进行综述。
（一）公共服务效能及其评价维度
对公共服务效能的评价离不开对其评价维度的思
考，而学术界关于公共服务效能评价维度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内部管理、效能差异分析以及公众感知三类不
同角度。
首先，在服务质量评价相关研究中，以学者格罗鲁
斯（Gronroos）、卢斯特（Rust）和欧力威尔（Oliver）等三
人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格罗鲁斯认为，服务质量并非
单纯的产品质量，而是包含了服务方式、方法、态度以
及服务结果。服务质量不仅包括结果质量，即技术层
次的质量，也包含过程质量，也即功能层次的质量。［9］
通过格罗鲁斯的服务质量模型，可以将公共服务效能
划分为过程效能和结果效能两方面。其中，过程效能
可以理解为公众对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过程的评
价；而结果效能则可以理解为公共服务为公众提供的
实际利益，即功能维度和技术维度两方面。而卢斯特
和欧力威尔则认为，服务质量除了包括结果质量和过
程质量外，还应包括环境因素所造成的影响，即服务质
量包含服务产品、服务过程和服务环境三要素。［10］尽
管上述三位学者对于服务质量构成的理解有所差异，
但其认知的共同点在于认可差异理论是服务质量评价
的基础，服务评价是客户通过对比服务感知和服务期
望之间的差距而得出的主观感受。
其次，在企业服务管理、服务质量差异的相关理论
中，公共服务效能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对比公众所感知
到的服务质量与公众原有期望之间的差别来确定的，
即感知差异的大小与服务质量的优劣呈现出负相关趋
势。而这种通过对差距分析的方法可以帮助地方政府
明确其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的结果与公众期望之间的
差距，进而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服务受众
对象的满意度。有研究指出政府服务效能在期望、设
计、执行以及承诺四个方面容易出现偏差。［11］期望差
距指政府未能充分了解公民对公共服务的期望所产生
的差距；设计差距指公共部门对公共服务的服务设计
和规范与公共部门所了解的公民对公共服务期望之间
的差距；执行差距则指在政府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实
施过程与先前制定的服务规范之间的差距；而承诺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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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则指政府机构对公民的承诺与所提供的公共服务真
实质量间存在的距离。
此外，有外国学者认为服务技术质量可以依据服
务产品的可获得性以及客户需求满足程度等方面评
估；而服务的功能质量则可根据服务可靠性、保证性、
回应性、转移性以及有形性等方面进行评估，提出了
ServQual 模型，并认为公共服务效能的评价结论主要
来源于服务受众对服务过程的感知。［12］美国学者克
里斯滕森（Christenson）和泰勒（Taylor）通过问卷方式
对北卡罗莱纳州的图书馆、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部门
的绩效进行了公众感知相关的调查，来研究人均支出
与服务的数量绩效、服务的感知质量之间的关系。［13］
我国学者在引入西方理论的同时针对公共部门和企业
之间的区别进行了理论创新，他们认为针对公共服务
效能的评价适用于所有公共部门，并且有别于企业部
门的质量要素，例如基于廉价政府的透明性和基于公
共精神的透明性等。［14］
在综合梳理了关于公共服务效能与绩效评估的过
往文献后，笔者总结发现目前学术界对于公共服务效
能研究主要集中三个角度，即：从公共服务过程中的非
物质特性角度、从内部管理的角度以及基于成本效益
的角度。尽管这三种研究角度的目的都是为提高公共
服务的效能，但三种研究角度实际上是基于不同理论
进行的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三大视角相
关理论应用的界限也将逐渐消失。而公共服务与社会
公众的平日生活联系紧密，无论是其复杂性还是其对
于社会的重要性，都不是仅关注过程质量或结果质量
所能覆盖的，唯有结合多领域、多理论以及多方法进行
全方面的理解，才可能真正提升相应公共服务效能。
（二）文本大数据分析演进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和社会信息化程度的提
高，网络信息已经发展成为当今社会最大的信息资源
库，其中以非结构化的网页文本形式存放和表示的信
息是最重要、最基础的一类网络信息。然而在当今大
数据时代，面对海量网络文本数据，传统的人工处理方
法和信息检索方法已经显得力不从心，如何准确、快速
地从非结构化文本数据中提取出满足研究者需要的管
理学知识就需要利用文本挖掘方法。［15］［16］
文本挖掘（Text Mining）是以信息系统领域中的语
言学与数理统计中的基本统计分析为理论基础，结合
机器学习和信息检索技术，通过对文本内容的策略性
［17］
提取，最终转化为普通人可以理解的“知识”的过程。
文本挖掘方法可以对研究者预先取得的文本数据进行
特性提取、内容总结、分类聚类处理、关联情况分析、语
义分析或利用其时序特点进行一定的未来趋势分析
等。［18］文本挖掘技术目前主要应用于主题跟踪、信息
抽取等方面，在信息检索［19］、知识管理［20］以及科技情
报分析［21］等领域也表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
在公共管理领域，文本挖掘方法的应用主要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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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本数据信息的分析中。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公
共信息的主要来源逐渐从现实转移到互联网络。伴随
着政府数据几何级的扩张，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们更
多地将研究视角放在了文本挖掘技术在网络舆情信息
分析的应用。［22］
三、理论假设
尽管各级政府一直致力于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办
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依然在线上线下公共服务
［23］
中部分存在，
也成为政民互动中的重要主题。一方
面，从服务流程、服务意识上的提升非常重要，另一方
面，从服务事项本身特征上的探索也有助于有针对性
地提升公共服务水平。然而，后者却是过往研究受数
据所限较为缺乏的。通常意义上难于解决的公共服务
问题存在难、偏、繁等特点，这些特点实际对应着不同
的服务成本。本研究也藉此尝试构建公共服务效能的
影响因素模型。
由于社会公共资源是有限的，因此，利用最小的成
本提供最优异的服务并非只是企业管理人的目标，更
是公共部门服务人员共同的追求。综上，通过成本效
益理论的视角对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进行梳
理和总结是极具现实意义的。对于实体产品而言，制
作过程在提供之前，存在一定的预留时间，因此成本与
效益基本呈现正相关趋势；而服务产品的制作与提供
是同时进行的，社会公众并不完全了解其成本，期望并
不会随成本的提高而降低，因此，对于服务产品而言，
成本与效能成负相关关系。［24］而由于公共服务与企
业提供的服务产品存在一定的相似之处，因此本研究
假设公共服务的效能与其成本成负相关关系。
公共服务的成本可以从多角度进行分类，例如按
资源要素分类可以分为人力资源成本、物质资源成本
等；按形态可以分为有形成本和无形成本。参考与公
共服务成本具有一定相似性的政府行政成本分类中的
［25］
固有成本，
本研究提出了公共服务的必要执行成本
概念。公共服务的必要执行成本指公共服务提供的项
目中除去技术进步、政策变化或组织结构改进的情况
下不可减少的成本，例如城市基础建设中的材料费、公
共服务部门服务人员的固定劳务费用等。而就某个指
定的公共服务问题来说，其必要执行成本表明了该问
题的难易程度。举例而言，就城市环境问题来说，环卫
工作者清扫一条街道上的普通垃圾和清扫一条街道上
的难以清除的小广告的工作量明显是不同的，后者的
难度明显高于前者，即在其必要执行成本上高于前者。
故笔者认为公共服务的必要执行成本越高，其服务效
能越低，进而提出假设：
H1：公共服务的必要执行成本对公共服务效能有
负向显著影响。
而公共服务除去的必要执行成本外，本研究还参
考了规模经济理论，该理论认为在一特定时期内，企业
产品绝对量增加时，其单位成本下降，即扩大经营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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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降低平均成本，从而提高利润水平。［26］本研究认
为同一类公共服务需求与公共服务部门的关系和同一
类产品与企业的关系有所类似。而同一类公共服务需
求的数量由此类公共服务问题的社会关注程度决定，
当一类公共服务问题受社会关注程度越高时，公共服
务部门收到的相关公共服务需求也就越高，因而解决
每一件此类公共服务需求的成本也就越低。由此，本
研究提出了公共服务问题的社会关注成本这一概念。
公共服务问题的社会关注成本指公共服务过程中，当
某些问题影响范围不大，社会公众对这些问题存在有
所了解但关注度较少或相关问题利益涉及范围较小
时，由于缺少规模效应而额外增加的成本。公共部门
的性质决定了其不能像私人企业一样可以拒绝社会公
众的诉求，而当有社会公众反映一些并非大众所关注
的偏门特殊问题时，公共部门仍需提供相应公共服务，
致使潜在的服务成本增加。由此，我们提出假设：
H2：公共服务的社会关注成本对公共服务效能有
负向显著影响。
公共服务部门与私人企业之间组织结构不同，企
业的部门划分通常可以较为灵活，可以按需随意调整。
公共服务部门则常常按职能范围进行相应的部门划
分。由于服务对象广泛，服务内容复杂，也经常出现需
要多部门协作的情况发生。对于由多部门之间协作沟
通障碍导致多出的成本，笔者称之为公共服务的部门
行政成本。当一项公共服务需要涉及多个部门同时参
与时，公共服务的行政成本会相应提高，而基于前面成
本效应理论的假设，公共服务的效能在此时亦会相应
下降，由此提出假设：
H3：公共服务的部门行政成本对公共服务效能有
负向显著影响。
综合上述假设，本文结合成本效益理论与协同理
论相关要点，以成本效益理论构建模型系统的基本框
架，以协同理论探讨政府系统内部情况作为补充，构建
了如图 1 所示的公共服务过程中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
因素理论模型。

图1

公共服务效能的影响因素理论模型

四、实证研究
（一）案例背景及数据描述
北京市朝阳区政民互动平台作为解决民生问题的
重要途径，主要致力于提供政务咨询服务、畅通民意诉
求渠道，纠正行业不正之风，维护群众合法利益等问
题。研究采用政民互动平台的来信数据，主要包括两
方面内容，一是社会公众关于公共服务需求的来信数
据，包含每封群众来信的标题、内容；二是朝阳区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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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部门对于这些公共服务需求的处理反馈数据，包
含平台反馈时间、反馈内容以及转办等信息。从 2005
年 7 月到 2015 年 1 月的数据，数据跨度近 10 年，总量
近 30 万封，其时间（季度）分布如图 2 所示。

图2

移动政民互动平台来信数据时间（季度）分布

（二）基于 LDA 的文本数据挖掘方法
伴随着互联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及与推广，
信息技术也被逐渐应用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领域，
用以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处理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管理
数据，由此也在公共管理领域产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
向，即 政 策 信 息 学（Policy Informatics）。［27］主 题 建 模
方法是政策信息学的基础研究方法之一，被广泛应用
［28］［29］
于信息检索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其目标是从
大量文本信息中发现并提取文本主题信息的一种统
计方法，而概率主题建模策略则是主题建模方法中的
一种典型方法。为解决上述信息时代背景下公共部门
提供公共服务过程的文本大数据分析问题，本研究计
划使用一类概率主题建模策略——潜在狄利克雷分配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简称 LDA）策略。
LDA 策略依据一个简捷有效的假设展开，即每一
条文本都反映了多个主题信息，只是反映不同主题信
息的程度或概率不同。［30］［31］LDA 模型假设，在文本
生成之前，所有主题及其分布都已服从某个分布。对
于文本样本库中的所有文本信息，其生成过程通常包
含两步：第一步即随机挑选一个主题分布向量，使其服
从某个参数下的狄利克雷分布，以便研究者衡量文本
样本库中何种主题最有可能出现；第二步，LDA 模型会
为文本中的每一个词语随机挑选主题分布向量中的一
个单独主题，直到遍历文档中的每一个词语。
经过 LDA 的概率主题建模过程，用户可以从大量
的文本样本库数据中得到以下两种与潜在主题、文本、
词语相关的有用信息：
（1）每一个潜在主题中最相关的
若干词语（即“主题关键词”）；
（2）文档与主题间相关
概率矩阵。通过阅读每个潜在主题的主题关键词，用
户可以基本判断该主题的语义含义；而文档与主题间
相关概率矩阵则反映出了每一条文本（矩阵的每一行）
与每一个潜在主题（矩阵的每一列）间的相关概率，即
该文本在谈论该主题的程度或概率。
本研究接着通过 LDA 模型设计了信息时代背景
下对公共服务提供过程分析的方法框架。在该框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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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DA 模型被用于分析庞大的社会公众信息以及公共服
务提供过程中公共部门的相应反馈，发现并标注热点
主题以及与之相关的公众信息。基于其结果，我们可
以为公共部门的管理者或政策制定者提供过滤后其感
兴趣的信息内容。通过概率主题建模方法来分析相应
社会公众公共服务需求来信文本数据的具体过程如图
3 所示。

图3

分析过程

在获取的全部数据基础上，我们首先对数据进行
了预处理，先对信件进行去重操作及测试信件过滤筛
除；再对其进行了分词、去除停用词等预处理操作，以
便后续使用 LDA 模型对所有数据进行概率主题建模。
在通过 LDA 概率主题建模后，由于来信的数据截
取时间段和回复处理的截取时间段相同，故一些来信
存在尚未被解决的情况。本研究在分析 LDA 结果的
后续过程中除去了相应未被解决的相关数据，最后保
留了 280，899 封来信的相关数据用以检验前文所提出
的假设。本研究选取的潜在主题数为 150，表 1 展示了
前十热门主题及其对应的公共事务领域。
表1
主题 ID
Topic 53
Topic 94
Topic 60
Topic 109
Topic 128
Topic 121
Topic 1
Topic 13
Topic 102
Topic 31

前 10 个公众最关注的潜在主题信息

累加相关概率
3082.48
3027.68
2809.55
2717.03
2581.65
2544.18
2486.37
2452.28
2445.26
2436.42

总体百分比
1.034%
1.016%
0.942%
0.911%
0.866%
0.853%
0.834%
0.823%
0.82%
0.817%

主题描述
市政环卫建议
社区服务管理投诉
公共部门服务投诉
社会保障问题咨询
房屋拆迁投诉
市政基础设施保修
小区物业建议
市政设施建议
非法停车投诉
噪音扰民投诉

在对数据进行处理的过程中，
笔者使用了 ICTCLAS
中文分词工具包①以及 Apache Lucene 项目 Smart Chinese
Analyzer 类中的中文停用词列表对朝阳区移动政民互
动平台的文本数据进行分词和去除停用词的预处理。
另外，本研究也使用了 Java 语言来实现对中文文本的
处理与分析，并通过 SPSS、Excel 等软件进行了相应的
回归模拟和多重共线性检验。
（三）测度设计
本研究考虑构建相应的理论概念测度，更有效地
① ICTCLAS 中文分词工具包：
http：//ictclas.nlpi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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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LDA 分析结果，发现相应的客观规律，使其更好
地被管理者所理解，进而对实际应用产生帮助。对于
各变量概念的测量，鉴于数据主要来源于政府门户网
站网络互动平台，基本是以文字与数字的形式加以记
录的，因此笔者对相关的网络信息文本加以观察并进
行特征的提取，希望以此来解决过往服务数据不宜量
化的难题。
此处公共服务效能以可测量的时效性替代。时效
性是信息服务所独有的特性，通常指信息对决策具有
的价值在一定时间段内随着时间的推进而逐渐降低的
特性。公共服务效能的客观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时效性的制约。公共服务的时效性具体体现在公共部
门对社会公众所需公共服务解决的时间长短上。公共
服务提供所需要的时间越长，其最终所发挥的效能也
就越低；反之如果社会公众提出公共服务需求时就能
得到立刻解决，那么显然此时的公共服务效能比反应
问题较长时间后得到解决要高的多。由此，可以看出
公共服务的时效性与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的时间长
短成反比关系，即公共服务提供所需的时间越长，说明
该次公共服务的时效性越差。而对于信息服务而言，
过往研究中存在将时长对数的负值作为时效性测度的
前例，因此本研究将公共服务提供问题解决时间长度
的对数值作为公共服务时效性的测度，问题解决时间
长度的对数值 log（T）越大，代表公共服务提供过程的
时效性越弱。即对于案例中第 i 个公共服务过程，其时
效性（Timeliness）的测度如式（1）所示。
式（1）
Timelinessi=log（Ti）
对于公共服务提供过程中必要执行成本的测量，
研究采用了文本挖掘技术，通过对所有提交的公共服
务需求的文字内容进行了 LDA 模型分析，得出每个公
共服务需求与各语义主题之间的相关概率。当某条公
共服务需求涉及的主题内容单一，即 LDA 模型结果表
现为该公共服务需求与某一主题或与少数主题的相关
概率极高，与其他主题的相关概率偏低时，解决该公共
服务需求的难度相对较低，
所需公共服务的必要执行成
本也较低。反之，
当某条公共服务需求涉及的主题内容
较多且分散，即 LDA 模型结果表现为该公共服务需求
在各主题上的相关概率分布比较均匀时，
解决该公共服
务需求涉及的实质问题很多、难度较大，所需公共服务
的必要执行成本较上述第一种情况的必要执行成本要
高很多。综上，本研究中将采用 LDA 模型结果中公共
服务需求与各主题相关概率的分布均匀程度作为判断
公共服务必要执行成本的依据。由于在 LDA 建模结果
中，
公共服务需求与各主题相关概率之和为 1，
故公共服
务需求与各主题相关概率的标准差的负值可以表示该
公共服务需求与各主题相关概率的分布均匀程度。即
假设共有 n 个主题，第 i 个公共服务需求内容与第 j 个
主题的相关概率为 pij，
则第 i 个公共服务需求的必要执
行成本（Necessary Cost，
简称 NCi）可以定义为式（2）
。

2018 年第 10 期

总第 400 期

1 n
2
，
n ∑ j=1（pij- pi）
1
其中，Pj = n ∑nj=1 pij。
N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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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

在社会关注成本的测量上，社会关注的问题，即所
谓热门话题，
通常指社会公众反映较多的问题。由于热
门问题在公共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时通常都具有规模效
应，所以会存在潜在成本降低的现象。相对应的，存在
非热门话题与之对应，
且两类话题集合互补。而对于社
会关注成本的测量，
则通过案例中所记录的每项公共服
务项目与非热门主题累计相关度占比之和来测量。若
累计相关度占比系数越小，
则说明该项目所涉及的问题
热门程度较高，
社会关注成本较低；
若累计相关度占比系
数越小，
则说明该项目所涉及的问题公众关注度较高。
在计算方法上，首先需确定热门主题，假设共有 M
个公共服务项目被记录在案例中，则第 j 个主题的累计
相关度占比 Pj 计算如式（3）所示：
式（3）
Pj = ∑Mi=1 pij·
而对于所有的主题，假设集合 {Pj} 的所有元素的
平均值为Pj，标准差为 σ，集合 {Pj} 中大于Pj +σ 所有项
即为热门主题，而其补集即为非热门主题。设所有非
热门主题的脚标编号组成集合 B，则每项公共服务的社
会关注成本，
即公共服务需求的非热门程度（Unpopular
Preference，简称 UPi）则通过式（4）来进行计算。
式（4）
UPi = ∑ j ∈ B pij
此外，本研究对公共服务部门行政成本的测量也
通过 LDA 模型进行相应辅助计算。由于 LDA 的最终
结果具有一定的向量特性，因此可以通过一定的计算
先建立每个部门与各主题之间的相关度矩阵，将其归
一化后该矩阵可以被视为该部门行政方向的基向量；
再通过计算，可以得出各项公共服务需求在其提交部
门基向量上的投影，由此进而得到公共服务需求与其
提交部门的相关度。公共服务需求与提交部门的相关
度越高，代表该需求越不需要其他部门的参与，即跨部
门工作的工作量减少，公共服务的部门行政成本越低。
反之，当公共服务需求与提交部门的相关度越低，则代
表所需参与的部门越多，甚至需要全部转交其他部门
进行解决，则其部门行政成本越高。由此，本研究采用
公共服务需求与其提交部门相关度的负值来对公共服
务部门行政成本进行度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所示：
所有由公共部门 K 解决的公共服务问题的集合为
{K}，而第 i 项公共服务内容与各主题的相关度概率构
成向量 i ，其中向量 i 的表达式如式（5）所示：
式（5）
i =［pi1，pi2，…，pin］
则部门 K 与各主题之间的相关度向量为：
1
式（6）
K = n ∑i ∈ {K} i =［k1，k2，…，kn］·
假设案例中第 i 个公共服务项目是提交至部门 K，
最终由部门 L 解决，
案例中 L 与 K 不一定为同一个部门，
则第 i 个公共服务需求的部门行政成本（Administ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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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st，
简称 ACi）的计算公式如式（7）所示：
n
ACi=- ∑j=1 ki×pij·

式（7）

（四）结果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以公共服务的时效性作为因变量，以公共
服务需求的必要执行成本、社会关注成本以及部门行
政成本作为自变量，建立多元回归分析模型，以验证前
文所提出的假设。由于模型所有自变量均系在 LDA
分析结果之上的函数建构，我们在回归分析前对三个
自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检验，如表 2 所示：
表2

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
共线性统计量

自变量

容差
.397
.986
.395

必要执行成本
社会关注成本
部门行政成本

VIF
2.517
1.014
2.532

结果显示，各自变量的膨胀因子（VIF）系数均小
于 5，说明判断各自变量之间不存在影响结果显著性的
严重多重共线性问题。［32］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3

回归结果分析（N=280，899）

系数

标准误差

t Stat

P-value

截距

2.04799

0.035845

57.13492

≈0

必要执行成本

17.26608

0.396108

43.58927

≈0

社会关注成本

0.07062

0.014363

4.91680

8.802E-07

部门行政成本

1.32055

0.036352

36.32688

2.86E-288

F=638.7455；Sig F ≈ 0；Adjusted R2=0.06765

表 3 显示，公共事务的必要执行成本（难）、社会关
注成本（偏）、和部门执行成本（繁）均对公共服务效能
有负向显著影响。这清晰地显示了公共服务需求内容
与最终服务效能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国务院及各级地方政府推进“放管服”改革的
背景下，上述实证结果对理解公共服务供给中的痛点
问题有所裨益。社会关注成本的负向影响说明那些冷
门的事项问题获得满意答复的时效较长，但基层经验
也表明 98% 的公众服务需求相对集中在 2% 的服务事
项上。［33］在行政资源相对有限的情况下，
“偏”的服务
效能提升问题可能不是公共部门的首选项。把目光聚
集到“难”和“繁”两类问题时，不难发现二者的区别：
根据必要执行成本函数测算的一类典型高成本问题是
小区垃圾清理问题，这类看似简单的问题实际涉及到
环卫清洁、日常生活垃圾打扫、物业管理及投诉监督机
制等问题，背后还涉及到很多小区在国有企业和事业
单位改革过程中面临管辖权变迁问题，数据分析显示
多主题间方差小，现实中也的确是涉及很多领域的负
责问题，对于这类具有共性、公众需求迫切的难题，正
式相关部门需要集中精力、重点突破的关键；而部门行
政成本实际上反映了部分事项与其管辖部门主要业务
的不一致性，这一定程度上增加事项在不同部门的流
转。2018 年国务院新一轮机构改革突出以人民为重的
核心思路，进行若干面向服务需求端的机构职能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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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多部委的应急管理职能合并，组建应急管理部。
通过合理的机构调整和职能调整，部门行政成本具有
降低的空间。
由于上述结论直接来源于海量政民互动文本大数
据的分析，
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与可信度。实证结果为从
降低服务成本入手公共服务效能提升提供了理论支撑。
五、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在传统公共服务效能的理论基础上，结合
了信息时代大数据分析的相关理论模型，以传统理论
为假设基础，以海量文本数据作为研究支撑，构建了一
类公共管理领域研究的新模式，也为传统研究理论与
现代信息化电子政务的融合找到了相应的契合点。本
研究将信息领域文本挖掘方法引入公共管理领域中
来，在公共服务效能提升的研究领域尝试了结合电子
政务庞大服务细节数据进行研究的新方法，完善了从
信息服务数据到容易被公共管理研究者所理解的公共
管理学知识的新途径，阐述了文本挖掘在简单聚类、分
类、关联分析之外更深层次的用途，并为大数据研究方
法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提供了良好借鉴意义。
同时，本研究尚存在一些局限性。本研究属于实
证研究，研究的基础理论与研究数据中可测量变量之
间存在一定的概念差异。这些概念上的差异是由于在
传统研究中，缺乏相应建立在海量公共服务细节数据
基础上的理论，而结合大数据分析所构建的相关理论
尚待有志研究者们来进行相应完善。文本挖掘、潜在
主题的构建在公共管理领域中的应用是丰富而多样化
的，如何更好地在公共管理领域应用信息领域的研究
方法，是否还存在更为有效的建模方式，这些问题都有
待学者们进行更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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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rminants Analysis of Public Service Efficiency Based on G2C Big Data
Ma Bao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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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Qitian

［Abstract］In the complex public service and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the empirical studies on
efficiency were restricted by data collection in the past long time.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era，
more and more government websites and service systems have become a new channel for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citizens，while big data of public service also recorded. In this paper，we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government to citizen（G2C）interaction efficiency and cost of the government by
using the relevant data of the G2C interaction platform in Chaoyang district，Beijing. The study introduces the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LDA）in the field of text mining to realize topic modeling，and conduct quantitative
research on determinants of the G2C interaction efficiency by constructing functions based on topic probabilities
to measure the cost elements of administrative trans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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