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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为公共管理改革带来了机遇。探讨如何利用

大数据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方法 /过程］ 在界定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建构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过程模型，借助该模型通过深入访谈与参与观

察法对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典型个案———“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进行实证分析。［结果 /结论］研究发现公共

服务智慧化供给包括政策引导、需求感知、平台构建、合作生产与服务提供等维度。公共部门利用大数据实现社会

治理与公共服务创新的关键在于树立大数据的价值观、方法论与思维习惯，主动推进公共数据的公开、共享与利用。

关键词 大数据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 科普中国 政企合作

中图分类号 G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 1965( 2016) 08 － 0179 － 06

引用格式 王法硕，王 翔． 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研究［J］． 情报杂志，2016，35( 8) : 179 － 184，191．
DOI 10． 3969 / j． issn． 1002 － 1965． 2016． 08． 031

Ｒesearch on the Smar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The Case of "Popular Science China + Baidu" Strategic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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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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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represented by big

data brings opportunities for the reform of public management． To explore how to use big data to innovate public service supply mode，re-

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Method /Process］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the meaning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mar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this paper constructed the process model of smar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With the aid of this model，a typical case———" Popular Science China + Baidu" strategic cooperation was empirically

analyzed by in － depth interviews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method．［Ｒesult /Conclusion］The research shows that smart supply of public

service includes the dimensions of policy guidance，perception of needs，platform construction，cooperative production and service provi-

sion． The key of using big data to realize soci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in public sector is to establish the values，meth-

odology and thinking habits of big data and actively promote the public data opening，sharing and ut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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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一项重要的基本职能，一

个地区公共服务供给质量成为衡量该地政府治理能力

和绩效的客观标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职能科

学、结构优化、廉洁高效、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十

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随着新一代信息通信技

术的发展，人类社会信息化进程已经跨越计算机时代、
互联网时代而跑步进入以数据作为核心资产的大数据

时代。大数据作为一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技型技

术，能够优化治理过程的生态环境，扩展制度设计的弹

性空间，是诱发制度创新与治理转型的良好契机［1］。
大数据的普遍盛行和深入发展直接孕育了一种技术—
人文—社会、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融合的

“云治理”模式［2］。当前研究如何利用大数据创新公

共服务供给方式，破解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数量不足、质
量不高、覆盖面低、地区与城乡间不均衡等突出问题，

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具

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认为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供给是一种智慧化

供给模式，公共服务供给将实现从政府主导的供给者

本位向社会主导的消费者本位的大转型。公共服务智

慧化供给与传统供给方式相比有何差异，这种新的供

给方式将对公共服务供给效果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

对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进行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为

了系统地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在界定公共服务智慧化

供给内涵与特征的基础上建构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过

程模型，以“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为例对该模型

进行验证，旨在对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创新

进行初步探索。

1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的内涵与特征

早在 2008 年 11 月，IBM 公司就提出“智慧地球”
的概念，IBM 将“智慧地球”的支撑点放在了不断变迁

中的城市，进而提出了建设“智慧城市”以应对城市化

进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智慧城市”中的“智”指城

市的智商，强调智能化与自动化，“慧”指人的情商，强

调人的灵性与创造力［3］。智慧城市要通过“物联化”
“互联化”以及“智能化”构筑，将遍布各处的传感器和

智能设备组成的物联网与互联网系统连接和融合，将

各类数据全面整合为城市提供智慧的基础设施，通过

政府、企业和个人在智慧基础设施上的开放创新和彼

此协同合作为城市提供发展动力，达成城市运行的最

佳状态［4］。作为采集、存贮和分析海量数据的大数据

技术是智慧城市的基础，基于大数据分析的智慧交通、

智慧医疗、智慧教育、智慧养老塑造了公共服务智慧化

供给的新模式。本文认为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是指将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应用公

共服务提供过程，公共部门通过与企业、社会组织及公

众的合作在准确感知公民需求的基础上构建依托于互

联网的智慧化公共服务平台，面向全体公民提供精准

化、个性化、均等化的智慧公共服务。根据这一涵义，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的特征可从 4 个方面理解: 一是

供给决策科学。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全样本分析能

够准确感知社会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二是供给主

体多元。公共部门通过与社会组织、企业甚至公民交

换与共享资源，实现多元主体合作共赢。三是供给产

出虚拟。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借助互联网平台主要提

供在线化、虚拟化的智慧公共服务。四是供给效果优

越。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效果超越以往公共服务供给

方式，信息通信技术特别是大数据技术能够准确感知

公众个体化服务需求，超越时空的限制向公众提供精

准化、个性化、均等化的智慧公共服务。

2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过程模型建构

西方国家公共服务供给经历了政府垄断供给阶

段、以合同外包为代表的市场化供给阶段及政府、企业

与非营利组织合作供给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席卷全

球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曾经使市场化供给模式大行其

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共服务市场化趋势也越发显

著，与西方不同的是我国公共服务提供具有明显的政

府主导色彩。有学者指出我国公共服务供给是一种包

含二次分工的复合供给模型，初次分工将公共服务政

策规划者( 政府) 与生产者( 其他社会资源) 分离，政府

承担政策制定、资金拨付与监督管理职能; 二次分工通

过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及公民的功能细化提高服务生

产的供给效率与质量［5］”公共服务的基本过程表现为

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在宏观政策引导和财政基金保证的

基础上通过服务购买、公私合作、合同外包等供给创新

机制，完成公共服务生产。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智慧

化供给与传统公共服务供给不同在于将公众需求感知

与智慧化公共服务平台构建嵌入公共服务供给过程，

在此基础上通过多元主体合作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精

准化、个性化与均等化，在节约财政支出的前提下最大

限度地提高公共服务品质( 见图 1) 。
2． 1 政策引导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的逻辑起点

是政府通过出台公共政策对公共服务的制度设计和项

目规划发挥导向性作用。近年来中央政府制定并实施

了一系列关于智慧城市建设、大数据与互联网发展的

宏观政策。从 2012 年起国务院就开始布局智慧城市

试点工作，2014 年 3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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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城镇化规划( 2014 － 2020 年) 》首次从国家层面明确

智慧城市建设目标，要求推广智慧化信息应用促进公

共服务便捷化。同年 8 月，国务院八部委印发的《关于

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在教育文

化、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领域使公众获取基本公共服

务更加方便、及时、高效。2015 年 7 月国务院发布的

《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 +”行动的指导意见》和《关于

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
要求运用互联网和大数据创新政府服务理念和服务方

式，加快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医疗、健康、养老、教育、文
化、旅游、社会保障等新兴服务，提升政府科学决策能

力和管理水平。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促进

大数据发展的行动纲要》，明确要求围绕服务型政府

建设，利用大数据洞察民生需求，优化资源配置，丰富

服务内容，拓展服务渠道，扩大服务范围，提高服务质

量，促进形成公平普惠、便捷高效的民生服务体系，不

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个性化、多样化需求。中

央的一系列政策文件已经对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改进

公共服务形成了明确的发展方向与基本目标，落实中

央精神成为各级政府和部门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提高供给绩效的根本动因与合法性来源。

图 1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过程模型

2． 2 需求感知 公共服务提供存在供给导向型与

需求导向型两种基本模式。有学者对我国 31 个省级

区域 5 年的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政府供给能力各因素

对于公共服务影响显著，并由此判定我国各省级政府

的公共服务提供模式基本上属于供

给导向型［6］。政府在供给导向型公

共服务中主要依据自身偏好而非公

共需求提供公共服务，决策依赖官僚

直觉判断与主观经验，服务对象公众

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公共选择

理论认为在政治过程中官员会依据

个人偏 好 追 求 最 利 于 自 己 的 活 动。
在我国官员为了在“晋升锦标赛”中

获得上级认可的筹码导致大量公共资源投向脱离群众

需求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的现象时有发生。官

员往往满足于炫耀提供了多少公共服务以彰显自己效

能，却忽视了公众自身的价值。公共服务供给与需求

的错位导致政府提供的服务不被公众接受和认可。同

时，随着公共管理事务日趋复杂，信息量不足增大了官

僚决策失误造成公共服务供给失败的风险。通过抽样

调查了解服务对象需求后再进行生产虽然可以提高公

共服务的针对性，但是随机抽样准确性所依赖的绝对

随机性的实现非常困难。同时，随机抽样不适合考察

子类别的情况，一旦继续细分，随机抽样结果的错误率

会大大增加［7］。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舍弃样本分析的

方法，借助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通过对全体数据的全

面快速分析，将公民需求多维度多层次细分，把面上的

需求判断变为对需求细节的感知。Moses 和 Chan 认

为大数据为分析更多现象与结果之间联系提供基础，

能够增加决策的成功率，降低决策的风险和成本［8］。
利用大数据可以对用户的细微行为特征数据进行挖

掘，甚至可利用自然语言解密软件进行情绪分析推送

个性化人性化的公共服务产品［9］。公共服务智慧化供

给通过将需求感知嵌入服务供给过程，可以有效弥合

生产与需求之间的断裂，为决策提供科学依据，合理配

置资源、提高效率。
2． 3 平台构建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的“智慧”体

现在其以公共服务虚拟化供给替代传统实体供给方

式。基于 Web1． 0 理念构建的政府门户网站实现了政

务信息发布与网上政务办理，但其基于政府职能和条

块分割的僵化结构和数据不全面、更新慢、智能服务欠

缺等弊端直接制约其运行效果。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已

经跨越基于互动分享的 Web2． 0，进入基于语义网的

Web3． 0 时代。利用云计算、物联网、非关系型数据库

( NoSQL ) 、Hadoop 分布式文件系统( HDFS ) 、射频识

别( ＲFID) 等技术搭建的大数据平台，能够实现智慧化

公共服务在线、实时、一站式提供( 见图 2) 。大数据平

台将数量巨大、来源分散、格式众多的结构化、半结构

化与非结构化数据进行统一采集、存储、加工与整合，

并通过人工智能式的数据挖掘与统计分析进行创新性

图 2 大数据平台参考架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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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与利用，最终借助网络地图( Internet Map) 、标签

云( Tag Cloud) 、历史流图( History Flow ) 等可视化技

术将大数据分析和报告实时向客户呈现。
2． 4 合作生产 新公共管理运动以来合同外包、公

私合资、BOT ( 建设—运营—移交) 、特许经营等市场

化机制曾经在全球范围内主导了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然而，面对公共服务市场化所带来的监管困难、公平性

缺失等弊端当前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民营化时代，出

现了“倒合同外包”的公共服务新取向［11］。为了突破

公共服务市场化存在的瓶颈，当前公共部门、企业、非
营利组织与公民通过合作的方式从事公共服务生产成

为各国政府的一种现实选择。Bovaird 指出传统公共

服务设计和管理的观念已经过时，需要被重新修正以

便将多 个 利 益 相 关 者 之 间 的 合 作 生 产 关 系 考 虑 在

内［12］。Provan 和 Milward 认为合作性的组织间网络

已经成为公共服务传递的普遍机制［13］。大数据促进

了公共信息、公共资源乃至私人闲置资源的分享与流

动。智慧化公共服务的数据来源及供给过程都嵌入互

联网及大数据环境，多元供给主体通过资源与能力的

共享与互补在需求感知、平台构建与服务生产等方面

进行多层次分工与合作，实现互惠共赢。有学者指出

公共部门与社会合作治理中存在运作性资源和治理性

资源。公共部门所拥有的财政资金、公共设施与企业、
社会组织及专家拥有的专业能力和服务网络属于可以

完全交换的运作性资源。而公共部门所独有的权力、
合法性及监管责任等治理性资源是不能与社会完全交

易的，只能共享［14］。因此，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中公

共部门凭借其治理性资源在政策目标与方案拟定、原
始数据开放、监管考核等方面实施把控，并将财政资

金、公共服务设施等运作性资源与社会资源进行交换

与共享。其中互联网企业凭借其技术优势承担公众需

求侦测、大数据平台搭建、产品设计与生产、系统管理

维护等职责，专家与公众利用开放性的数据“众包”模

式，以个体的形式参与数据采集与开发，增强公共服务

供给与需求的贴合度。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推动了公

共服务从公共部门本位向以市场为基础，以企业为主

体，服务于用户的公民本位的大转型。
2． 5 服务提供 传统公共服务是一种同质化服务，

主要体现决策者偏好，缺乏市场化服务具备的多元化、
个性化、差异化特征。智慧化公共服务通过支持语义

的公民需求匹配技术、智能优化技术，从搜索到的符合

公民需求的公共服务决策方案集合中选择合适的方案

参与决策，在确定最优云服务组合和资源组合方式后，

将服务与资源进行关联绑定，进而部署执行，为公民提

供精准化、个性化、均等化的服务［15］。首先，基于大数

据的公共需求感知可以较为全面准确地判断和预测公

众真实需求，为公共部门提供科学决策的依据，实现公

共服务从满足政府偏好到满足公众偏好的转换。其

次，大数据可以通过分析细分人群在数字空间留下的

行为轨迹刻画出其“数字画像”，了解不同人群需求差

异，运用数据挖掘技术对公众活动进行关联，主动推送

量身定制的个性化服务。第三，随着我国移动通信基

础设施的普及和完善，智慧化公共服务成本较低的优

势凸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截

至 2015 年 12 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6． 88 亿，互联网普

及率达到 50． 3% ，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 20 亿［16］。
公众只要拥有电脑或智能手机连入移动互联网就可享

用在线化虚拟化的智慧公共服务。因此在公共服务相

对欠发达地区着力发展智慧化公共服务可以一定程度

上弥合基于区域、城乡和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的公共服

务供给失衡，促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3 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实证分析: 以“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为例

3． 1 案例背景与研究方法 科学普及是一项提高

公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公共

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普法》规定各级人民政府

领导科普工作，科学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科协) 是科普

工作的主要社会力量，负责开展群众性、社会性、经常

性的科普活动，支持有关社会组织和企业事业单位开

展科普活动，协助政府制定科普工作规划，为政府科普

工作决策提供建议。作为党的群团组织之一的科协是

各级各类科普活动的具体负责和承办部门。虽然改革

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科普事业得到蓬勃发展，全民科学

文化素质显著提高，但是调研中中国科协科普部负责

人表示传统科普服务存在漏斗效应，服务经层层传递

到达基层已经大幅缩水，且长期受到服务模式单一、成
本偏高、覆盖面小、公众参与度低等难题制约，传统科

普服务已经与当前时代背景严重不符，难以满足公众

需求。为此，近年来中国科协以科普信息化建设推动

科普服务供给模式创新。2015 年通过与百度公司建

立“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将互联网大数据企业

的技术和平台资源与科协自身的组织和专家资源相结

合，在准确感知公众科普需求的基础上通过彼此合作

提供精准化、个性化与均等化的智慧科普服务。
为了深入考察智慧化科普服务供给过程，本文通

过对中国科协科普部、科协下属学会及百度公司负责

人与关键参与人的访谈以及对项目全过程的参与观察

获得一手资料。访谈分个人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访谈

两部分。个人深度访谈的对象主要是中国科协科普部

及百度公司负责该项目的领导。访谈共进行 5 人次，

每次持续约 2 小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双方合作的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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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目标及总体思路。焦点小组访谈的对象是科协下

属学会与百度公司负责项目的专家与主要参与人。焦

点小组访谈共进行 4 组，每次持续约 3 小时，主要目的

为了解“科普中国 + 百度”项目推进中遇到的困境及

破解思路。基于调查获得的资料，本文根据上文构建

的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过程模型对智慧化科普服务供

给过程进行分析。
3． 2 智慧化科普服务供给过程

3． 2． 1 政策引导: 科普信息化顶层设计 随着新

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科普

主战场，科普信息化建设是带动科普公共服务转型升

级的必然趋势。近年来，各级科普主管部门出台了若

干政策文件，为利用新媒体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提供

了方向指引。2006 年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 2006 － 2010 － 2020 年) 》中提出发挥互联

网等新型媒体的科技传播功能，培育、扶持若干对网民

有较强吸引力的品牌科普网站和虚拟博物馆、科技馆。
2014 年 12 月中国科协发布的《关于加强科普信息化

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强化互联网思维，坚持需求导向，

借助大数据建立公众科普需求报告发布制度。通过科

普信息化服务创新实现从单向度、灌输式、同质化的科

普服务向平等互动、公众参与、受众细分、精准推送的

科普服务新模式转变。2015 年 6 月中国科协又发布

了《科普信息化建设专项管理办法( 暂行) 》，明确科普

信息化主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积极探索政府和

社会资本合作，建立“政社合作、风险共担、互利共赢”
的科普公共服务供给新模式，重点建设网络科普大超

市、网络科普互动空间、科普精准推送服务等项目。
3． 2． 2 需求感知: 发布《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

行为报告》 满足公众需求是智慧化科普服务的本质

特征。当前通过互联网搜索获取科学文化知识是越来

越多公众获得科普信息的主要来源，2015 年网民通过

百度搜索的日均请求达到 60 亿次。为了及时准确了

解我国网民真实的科普需求，提升科普产品设计的科

学性，中国科协科普部、百度指数与中国科普研究所从

2015 年起每季度定期发布《中国网民科普需求搜索行

为报告》，基于大数据着重了解中国网民的科普搜索

行为特点、科普主题搜索份额、科普搜索人群的年龄、
地域、性别等结构特征，并对不同终端上的搜索行为进

行分析。报告根据 2011 － 2015 年百度的搜索数据形

成健康与医疗、食品安全、航空航天、信息科技、前沿技

术、气候与环境、能源利用和应急避险等 8 个主题，在

参考专家意见基础上提出种子词，调取百度数据对种

子词进行计算衍生，将得到的衍生词库作为科普需求

热度的计算基础。报告显示 2011 － 2015 年第二季度，

科普搜索指数由日均 251 万增长到 1 041 万，移动端

为代表的即时型搜索以应急避险、健康医疗主题为主，

PC 端为代表的学习型搜索以前沿技术、气候与环境主

题为主; 健康与医疗成为最受关注的科普主题，互联网

成为常见疾病的问询平台; 30 ～ 39 岁和 20 ～ 29 岁人

群占据了 80． 26% 的搜索份额，29 岁以下年轻人呈现

出对航空航天主题的特别偏好; 地域分布上华东地区

科普搜索热度明显领先，北上广等科技发达城市是互

联网科普用户集中地; 主题分布上健康与医疗成为最

受关注的科普主题，地震与雾霾搜索突增与该时间段

的突发事件高度相关。
3． 2． 3 平台构建: 组建智慧化科普服务平台

“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依托百度公司技术平台

优势，在广泛收集涉及科普产品的互联网用户行为数

据、百度百科数据、百度地图及实景数据、百度文库数

据的基础上将科普信息化创新项目与运作较为成熟的

百度指数平台、百度搜索平台、百度地图平台、百度百

科平台有机结合构筑智慧化科普服务平台，利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搜索引擎、网络爬虫( 一种互联网自动

搜索程序) 、LBS ( 定位服务) 等技术构建智慧化科普

服务项目集群，综合图文、视频、虚拟现实等形式，在

PC 端和移动客户端向公众呈现多元化科普创新服务，

实现从单向到互动、从可读到可视、从一维到多维、从
平面媒体到全媒体的转变( 见图 3) 。

图 3 智慧化科普服务平台基本架构

3． 2． 4 合作生产: 多元主体的复合供给 智慧化

科普服务包括公共部门、企业、社会组织、专家与公民

等多元主体参与。中国科协是科普信息化建设的倡导

者、组织者与监督者，代表政府与企业建立 PPP 模式

(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合作。按照巴希尔·玛祖兹关

于 PPP 模式的分类，科协与百度的合作属于共生型

PPP 项目，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价值、使命、目标

上的一致而产生的相互高度依赖的合作［17］。科协凭

借其组织和专业优势在产品设计、项目推进、效果评估

上拥有决策权，同时为创新项目提供公共资金，协调调

动科协自身和下属学会、科普基地的资源。百度公司

则负责项目的具体实施，百度凭借其在搜索引擎、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方面的技术和平台优势打造满足公众

需求的虚拟科普产品。科协下属学会中来自各个领域

的专家为项目提供智力支持。目前 14 家学会的 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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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专家参与共建 2 万余个具有较高权威性的百度科学

百科词条，专家的参与有力保障了科普产品的专业性、
科学性和精准度。作为科普产品消费者的公众在智慧

化科普的产品设计、评估与优化中也承担重要角色。
“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的决策基础就是基于公

众在数字空间留下的行为轨迹的网民科普需求报告。
在开放的科普社区，公众可以对智慧化科普产品和服

务提出改进建议，与专家和网友互动，参与线上与线下

交汇的活动。
3． 2． 5 服务提供: 个性化、精准化与均等化的智

慧科普服务 “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作通过多元

主体的合作生产向公众呈现“科普指南针”“科学大观

园”“百度科学百科”与“科普天下”等个性化、精准化

与均等化的智慧科普产品与服务。“科普指南针”是

基于百度搜索平台的科普网站统一入口，在该入口输

入科普关键词将呈现科普资源整合后的窗口模块，为

用户提供符合个性需求的科普信息资源。“科学大观

园”是在百度地图平台上标注科普基地，通过引入顶

尖拍摄团队构建真实场景，结合精准的位置和导航信

息，真实模拟场景内外行走浏览，实现全景虚拟漫游，

同时内嵌精品展示和互动，用户可在“大观园”中选择

符合自身兴趣的虚拟景观游览。“百度科学百科”是

基于百度百科平台的科普专业化词条，在保证词条专

业性准确性的同时“百度科学百科”可实现线上与线

下的互动，线下参观时扫描展品附近的二维码可即时

连接权威词条内容，无需人工讲解便可了解展品详情。
“科普天下”是基于百度大脑和百科平台打造的全球

最大的中文众创、众享科普开源生态社区。“科普天

下”以用户需求为核心，通过大数据分析技术个性化

连接用户与知识、用户与专家，聚集自动智能系统、专
家、公众三方合力解答用户问题，用户可通过语音、图
像等自然的方式进行科普问答和交互。无论身处何

方，只要连入移动互联网用户就可以超越时间、空间的

局限享有均等的科普服务。

4 结论、不足与展望

本文提出大数据时代公共服务供给是一种智慧化

供给模式。在界定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内涵与特征的

基础上本文建构了包括政策引导、需求感知、平台构

建、合作生产与服务提供等维度在内的公共服务智慧

化供给过程模型，并通过对“科普中国 + 百度”战略合

作案例的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解释力。本研究的不足

存在三个方面: 一是本文建构的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

过程模型主观性较强，模型包含的概念、维度和因素的

合理性和解释力有待进一步检验。二是本文选取“科

普中国 + 百度”作为典型个案对模型进行验证，单一

案例的代表性不足。三是“科普中国 + 百度”项目目

前还在推进过程中，项目成效未知，本文对于公共服务

智慧化供给的优劣进行判定稍显武断。后续的研究一

方面可以通过考察更多智慧公共服务案例对模型进行

优化与修正，另一方面继续跟进“科普中国 + 百度”项

目，通过测量用户反馈对公共服务智慧化供给的效果

与不足进行深入研究。
大数据本质上是一场革命，不单单是技术的变革，

更意味着一场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大数据时代的公共

管理实现了从粗放化管理到精细化管理，从单兵作战

型管理到协同共享型管理，从柜台式管理到全天候自

助型管理，从被动响应型管理到主动预见型管理的大

转型。［18］未来，基于大数据技术，“云计算 + 智能终端

+ 社会化网络”的智慧化生存模式将渗透到社会生活

的每一个场景。然而，在我们为大数据尽情狂欢的同

时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数据治理创新的关键不是炫

目的技术运用和多彩的程序开发，而在于彻底改变胡

适所说的中国人凡事只讲“差不多”的习惯［19］，告别

“数据小农”心态，树立大数据价值观、方法论与思维

习惯，通过各类基础性制度的完善与整合推进各类数

据特别是公共数据的公开、共享与利用，同时要及时有

效应对大数据可能带来的侵犯公共安全及个人隐私、
加深数据鸿沟、消耗大量能源等负面影响，才能真正享

受大数据时代智慧政府与政务为全社会带来的大福

利，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善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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