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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意义］开放政府数据将产生巨大价值，而开放的目的在于利用。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数据改进公

共管理和服务具有较强现实意义。［方法 /过程］通过深度访谈获得原始数据，应用扎根理论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

编码、选择性编码，形成概念与范畴，研究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结果 /结论］研究发现社会经

济全面转型、提高政府绩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资源互补依赖与政企战略合作五个主范畴对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产生

显著影响。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是情境因素，提高政府绩效与提升企业竞争力是驱动因素，资源互补依赖是中介条

件，政企战略合作是行动策略。在此基础上建构了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对推进和深

化政府数据开放利用提供政策思路与实践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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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overnment Data Open and Utilization:

A Qualitative Study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Wang Fashuo1 Wang Xiang2

( 1． School of Public Management，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062;

2． Baidu Development Ｒesearch Center，Beijing 100085)

Abstract ［Purpose /Significance］Opening government data is of great value and the purpose of opening is to utilize it to the full． Ex-

ploring how to effectively use the government data to improve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service has a strong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eth-

od /Process］The original data was obtained through in－depth interviews． According to the grounded theory of open coding，axial coding

and selective coding to form concepts and categories，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overn-

ment data open and utilization． ［Ｒesult /Conclusion］The study finds that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improv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promot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resource complementation and dependence and government － enterprise

strategic cooperation are the fiv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government data open and utilization，in which comprehensive economic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situational factor，improving government performance and promoting enterprise competitiveness are driving factors，re-

source complementation and dependence is intermediary variable，and government－enterprise strategic cooperation is action strategy． Then

the influencing factor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model of government data open and utilization is constructed． The study can provide policy

ideas and practice path to advance and deepen the government data open and utilization．

Key words government data open and utilization grounded theory resource complementation and dependence government－enterpr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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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on

0 问题的提出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颠覆了数

据产生、收集与分析的传统模式。以容量大、类型多、
速度快、应用价值高为主要特征的大数据在推动经济

发展、完善社会治理、提升政府服务与监管能力方面作

用凸显。大数据应用需要整合来自政府、企业、社会组

织和公众等多种来源的数据，政府数据是其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开放政府数据供全社会利用将产生巨大价

值，这已成为全球政府治理变革的一种趋势。2015 年

8 月国务院印发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要

求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到 2018 年底前建成国家政

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带动社会公众开展大数据增值

性、公益性开发和创新应用。2016 年 2 月中办国办印

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提出支

持鼓励社会力量充分开发利用政府数据资源，推动开

展众创、众包、众扶、众筹，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提供

条件。国内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政府已经率先尝试

将一部分政府数据向公众开放。政府数据开放的根本

目的在于利用，而开放的政府数据不会自动产生社会

价值，需要通过构建某种数据利用机制才能“数”尽其

用，提升社会福祉。可喜的是在这方面国内外已有一

些尝试。美国交通部开放了全美航班数据，有程序员

利用这些数据开发了航班延误时间分析系统并向全社

会免费开放［1］。从 2009 年开始美国纽约举办一年一

度的 Big apps 大赛，鼓励公众利用公共数据创造更多

应用程序。2015 年上海成功举办了类似的开放数据

创新大赛( SODA ) ，产生良好效果。在学界政府数据

开放也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但遗憾的是当前研究

重点关注“开放”而有意无意忽略了“利用”，对于开放

的数据如何转化为提升公共价值的服务研究匮乏［2］。
事实上探索如何有效利用政府开放数据对改进公共管

理和服务，促进政府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现代化意义

重大。因此，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研究呼唤扎根于中

国经验的实证研究，通过对政府数据开放与利用全过

程的深描抽象出可供讨论的变量与命题，逐步建构解

释性框架与理论。基于上述目的，本文应用扎根理论

对江苏省交通厅与百度公司开展的智慧交通战略合作

进行个案研究，从微观视角呈现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

现实场景，挖掘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与实现

路径，尝试建构本土化理论模型。

1 文献综述

当前政府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国内外学界关注的前

沿问题，研究者主要从信息管理与公共管理两个视角

出发在讨论政府数据开放的涵义、价值、影响因素等基

本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与反思当前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的

风险与困境，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政府数据开放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免费地访

问、获取、利用和分享政府数据，数据开放应遵循完整、
原始、及时、非歧视、可机读、非私有等原则。政府数据

开放与信息公开的区别在于政府开放的数据属于未经

加工的一手原始记录，数据开放强调“用”而不仅仅是

“知”［3］。政府信息公开是政府数据开放的前提和基

础，而政府数据开放是政府信息公开的发展和跃进［4］。
关于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Kassen 的研究表明政府开

放数据改变了民众与政府的沟通方式，通过吸引公民

开发利用数据使政府更为透明和高效。［5］Bates 指出英

国的政府数据开放对当前新自由主义国家具有战略意

义。［6］杨东谋等对我国各地政府数据开放平台的研究

认为政府开放数据对于政府信息增值有积极作用。［7］

政府数据开放的影响因素既包括政府内部层面的创新

战略［8］、数据的收益模式［9］、雇员培训及跨部门合作机

制，也包括数据层面的原始性与完整性［10］、可获得性

与可用性［11］、收集及储存途径［12］、关联与整合［11］，还

包括利用层面的利用者类型［13］、利用方式与能力［14］

等。
基于对各国政府数据开放实践的观察，学者指出

当前政府数据开放面临的诸多风险与困境。有学者认

为政府部门的本能是保护数据而非公开数据，而要改

变政府部门的意识和文化十分困难。［15］Janssen 等人分

析了数据开放的障碍和迷思，指出缺少对使用者需求

的认知和合适的治理工具导致数据利用不足。［2］我国

政府数据开放存在数据价值与可读性低、授权条款模

糊［16］、完整性与规范性不足、缺乏合作与数据关联意

识等问题［17］，在数据有用性、易用性和利用效果等方

面与国外相比尚存在差距［18］。针对以上问题学者从

不同视角提出改进对策。有学者建议修改《政府信息

公开条例》［19］，改革数据管理体制［20］，制定统一的开

放数据标准［21］; 有学者主张构建基于数据集的开放平

台体系［22］，引导企业和公众合理使用政府数据创新创

业［23］，还有学者提出要用市场化方法实施成本效益评

估［24］，从政策、管理、技术多维度推进政府数据开放的

良性循环。［25］

总的来看国外研究呈现出明显的实践带动理论特

点，学者通过对各国政府数据开放运动较为充分的实

证研究，已经初步建立起政府数据开放理论框架。与

国外相反，国内的研究呈现理论先于实践的特点，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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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要以探讨政府开放数据的概念、原则、价值及介

绍国外经验为主，当前国内研究更多的关注到政府数

据开放体制机制、面临困境、推进策略等紧贴现实的深

层次问题。研究不足在于关注政府数据开放文献较

多，而研究如何有效利用政府数据的研究还不多见，尽

管有文献涉及到政府开放数据在应急管理［26］与智慧

城市建设［27］中的应用，但总体上国内外学界在这方面

的高质量研究严重不足，特别是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利

用的主体与客体、模式与路径、难点与成效等诸多重要

问题尚处于研究空白。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扎根理论 ( Grounded Theory ) 最早由社会学者

Claser 和 Strauss 提出，目的是帮助研究者由事实、数

据资料中发展和验证理论［28］，被视为质性研究领域中

比较新颖和科学的一种方法。扎根理论主张不事先提

出研究假设，而带着研究问题在系统收集资料的基础

上寻找反映社会现象的核心概念，通过建立概念之间

的联系而形成理论。［29］从扎根理论基本思想来看内涵

和外延尚不明确或存在争议的理论概念更适合应用该

理论。［30］当前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研究还处于起

步阶段，学界缺少比较成熟的理论框架，因此适宜运用

该理论进行探索性研究。扎根理论强调一切皆为数

据［28］，对数 据 资 料 的 收 集 和 分 析 包 括 开 放 式 编 码

( Open coding ) 、主轴编码( Axial coding ) 、选择性编码

( Selective coding ) 三个阶段。
本研究的原始数据全部来自对智慧交通项目相关

人员访谈，根据理论饱和准则确定了 18 个受访对象

( 其中交通部科技司 2 人，交通部公路科学研究院 2
人，江苏省交通厅 5 人，百度公共事务部 4 人，百度地

图事业部 5 人) ，基本覆盖项目的负责人及重要参与

人。访谈采取个人深度访谈和焦点小组访谈相结合的

方式，一对一深度访谈共进行了 9 人次，每次访谈时间

约 1 小时，焦点小组访谈共进行了 2 组，每次访谈时间

约 3 小时。首先，课题组根据访谈录音整理形成约 12
万字的访谈记录，随机选取其中 2 /3 内容进行分析，另

外 1 /3 留作理论饱和度检验。其次，根据访谈记录进

行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性编码并撰写备忘录，

形成初始概念、范畴及核心范畴，分析范畴间关系形成

故事线( Story line) ，进而构建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影响

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最后，通过将事件与概念持续

比较( Constant comparison) ，不断提炼和修正理论直至

理论饱和，研究程序如图 1 所示。

图 1 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程序

3 范畴提炼与模型建构

3． 1 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指以一种开放的

心态，根据原始资料所自然呈现的状态逐字逐句进

行命名与编码，产生初始概念并范畴化的过程。范

畴化的任务是分析概念之间的同义、相关与属分关

系，若发现不同概念都指涉同一现象则归为一组，

并由一个高层级概念( 即范畴) 来统摄。研究过程

中我们遵循扎根理论编码原则，围绕政府数据开放

利用影响因素这一主题，对收集到的访谈资料进行

逐字逐句的编码和概念化，在此基础上对概念进行

分析、比较、归类并进一步范畴化，共得到 653 条原

始语句及相应的初始概念，剔除无效和重复概念后

得到有效概念 117 个，范畴 18 个，如表 1 所示。
表 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与范畴

范 畴 概 念

政府转型 服务型政府; 创新政府; 智慧政府; 简政放权; 职能转变; 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高行政效能

观念转变 思维转换; 大数据思维; 互联网思维; 用户思维; 众包思维; 长尾思维; 免费思维; 平台思维

技术进步 移动互联; 大数据; 用户画像; 云计算; 物联网; APP; 人工智能; 基于位置服务

产业升级
产业变革; 传统产业提质增效; 互联网产业与传统产业融合; 线上线下互动; 产业智能化; 向服务业主导转型; 新业态涌现; 分享

经济; 新增长点

领导重视推动
交通部部长提出以智慧交通为主战场; 两位副部长调研; 交通部科技司指导督办; 交通部公路院下发实施指南; 依托大平台; 与

大企业合作; 执行力强; 多次赴京推动

落实上级精神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政府数据开放共享;“互联网+”便捷交通; 促进大数据发展;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智慧江苏建设; 江苏“六

个交通”建设

满足公众需求
提供出行信息服务; 解决出行难题; 保障出行安全; 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 社会高度关注; 关注用户体验; 提升数据分析能力; 以

人为本、服务领先

实现公司战略 实现战略目标;“连接人与服务”战略; 百度“互联网+”战略; 百度智慧交通战略

优化推广产品 提升产品质量; 推广百度地图; 丰富数据资源; 多种产品受益

履行社会责任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创造新业态; 扩大影响力; 提升公众口碑; 树立企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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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开放式编码形成的概念与范畴

范 畴 概 念

数据互补依赖
公共交通数据; 出租车数据; 公交车数据; 轨道交通数据; 基础路网数据; 城市道路数据; 高速公路数据; 两客一危数据; 百度互

联网行为数据; 百度地图数据; 百度位置数据

资金互补依赖 财政专项支持; 企业资金配套

人才互补依赖 百度技术人才优势; 政府管理人员; 政府运维人员

政府数据开放 数据整合与开放; 向全社会开放; 向企业开放; 分类开放; 限制开放; 数据按需共享

企业产品研发
加大企业研发投入; 成立研发团队; 智慧交通云平台; 江苏交通出行信息服务系统; 百度地图及开放平台; 交通大数据分析模

型; 出行分析; 迁徙分析; 空间经济分析; 实时公交系统

沟通协调机制 公益优先原则; 高层互访; 联席会议; 协调会; 交通部指导; 非正式沟通

监督考核机制 全过程监督; 定期汇报; 专人负责

风险规避机制 确保数据安全; 逐步开放数据; 数据脱敏; 高安全等级; 密钥访问; 实时预警; 7* 24 小时运维

3． 2 主轴编码 开放式编码所得到的范畴都是独
立分散的，彼此间关系需要进一步分析。主轴编码是
根据各范畴间关系和逻辑次序，分析各范畴在概念层
面的内在联系，归纳形成主范畴与副范畴并重新归类

的过程。本研究共提炼出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提高政
府绩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资源互补依赖与政企战略合
作五个主范畴，表 2 为主副范畴及彼此关系内涵。

表 2 主轴编码形成的主副范畴及关系内涵

主范畴 对应副范畴 二者关系内涵

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政府转型 政府职能转变是当前经济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内容

观念转变 转型期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等新观念颠覆传统观念

技术进步 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助推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产业升级 产业转型升级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标志

提高政府绩效

领导重视推动 各级领导是提高政府绩效的最主要推动主体

落实上级精神 有效落实上级精神可以提高绩效的含金量

满足公众需求 满足公众需求是提高政府绩效的目标和归宿

提升企业竞争力

实现企业战略 提升竞争力是企业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优化推广产品 改进产品质量、扩大产品影响力能够直接提升企业竞争力

履行社会责任 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形象有助于提升企业竞争力

资源互补依赖

数据互补依赖 分布在政府与企业中的各类交通数据是发展智慧交通必须的基础性资源

资金互补依赖 政府投入的财政资金与企业投入的配套资金是智慧交通建设的物质保障

人才互补依赖 政府的管理运维人员与企业技术人员是推进智慧交通的主要人力资源

政企战略合作

政府数据开放 政府向企业开放各类交通数据是双方合作的基础

企业产品研发 研发和推广智慧交通产品与服务是政企合作的目标和成果

沟通协调机制 政府与企业通过有效沟通有助于合作顺利推进

风险规避机制 有效防范可能对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侵犯是项目合作成功的前提

监督考核机制 对项目推进全过程制度化的监督考核是确保合作效果的必要条件

3． 3 选择性编码 选择性编码要从主范畴中挖掘

出具有统领性的核心范畴，开发故事线，将大部分研究

成果囊括在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范围之内，并用所有

的资料验证这些关系。本研究在对范畴之间联系反复

比较的基础上提炼出反映案例全貌的核心范畴为“政

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围绕这一

核心范畴的故事线为“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为了落实国务院、江苏省政府

关于政府数据开放共享及智慧江苏建设的精神，进一

步提高政府交通治理绩效，满足公众交通服务需求，江

苏省交通厅通过与百度公司开展智慧交通战略合作积

极推进政府交通数据开放利用。政府与企业优势资源

的互补依赖是双方达成合作的前提条件，合作中江苏

省交通厅向百度开放公共交通数据，百度凭借技术优

势研发智慧交通产品和服务，同时双方通过建立沟通

协调、风险规避、监督考核等机制突破项目实施中的种

种困难，确保取得创新成效，实现政企双赢。”根据应

用扎根理论对访谈资料分析，本文挖掘出经济社会全

面转型、提高政府绩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资源互补依

赖与政企战略合作五个对政府数据开放利用构成显著

影响的主范畴。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是现实情境因素，

呈现出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宏观背景; 提高政府绩效

与提升企业竞争力是驱动因素，确保项目方案能持续

推进; 资源互补依赖是中介条件，构成政府与企业达成

合作的前提和基础; 政企战略合作是行动策略，规定了

合作双方的责任与工作机制。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政

府数据开放利用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即“情境－
动因－条件－行动”模型( 如图 2 所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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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

3． 4 理论饱和度检验 扎根理论主张在理论构建

完成后要对理论是否饱和进行检验，如果未饱和要重

新收集资料寻找新的概念和范畴。本研究在对留作理

论饱和度检验的 1 /3 访谈资料分析后未发现新的概念

和范畴。因此，上文建构的理论是饱和的。

4 模型阐释

本文建构的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影响因素与实现路

径模型表明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受到情境、动因、条件与

行动四个维度因素影响，但这四个维度因素彼此间存

在何种关联，分别对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产生怎样影响

需要进一步阐释。
4． 1 情境因素: 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政府数据开放

利用植根于一定宏观环境之中，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全

面转型构成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现实情境因素。这种

全方位的转型表现在政府转型、观念转变、技术进步以

及产业升级等方面。新一届政府成立以来将简政放

权、优化服务作为政府职能转变、构建服务型政府的

“先手棋”，高度重视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及

互联网产业等新兴业态发展，大力推进实施大数据、
“互联网+”、政务公开等颇具前瞻性的国家战略。理

念层面上新的时代背景下大数据思维、互联网思维、用
户思维、众包思维等新观念打破了全社会特别是政府

的传统思维定势，为提升政府社会治理与公共服务能

力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理念。技术上近年来移动互联、
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孕育

了一种技术—人文—政府—社会组织—普通民众相互

融合的“云治理”模式。［31］而新理念新技术最终将以产

业转型升级的形式推动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当前以

互联网产业为代表的新业态不断涌现，传统产业与互

联网产业逐步融合，以服务为中心的智能化产业与大

数据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 2 动力因素: 政府企业双轮驱动 政府数据开放

利用受到提高政府绩效和提升企业竞争力双方面因素

的驱动。既有研究表明政府创新的动力包括追求政

绩［32］、政府间竞争［33］、领导意志［34］、应对发展压力［35］

等。在本案例中江苏省交通厅推进交通数据开放利用

的根本动因在于提高政府交通治理绩效。智慧交通建

设既可以改进公共交通服务、满足公众需求，又体现了

落实中央及上级政府精神，同时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

重视与着力推动。这三方面动力因素与学界对我国政

府创新动因的研究基本吻合。对于企业方百度公司而

言，利用政府数据打造智慧交通能够最大程度的提升

企业竞争力。首先，智慧交通符合百度“连接人与服

务”的总体战略，同时也是百度“互联网+”战略的重要

组成部分; 其次，利用政府数据能够优化与推广企业核

心产品; 第三，向社会免费提供智慧交通产品和服务体

现了企业社会责任，能够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和口碑。
总之，交通数据开放利用对于政府和企业双方而言都

具有比较重大的现实价值，这是二者合作的利益基础

和诱致因素。
4． 3 中介条件: 资源互补依赖 政府数据开放利用

能够从理念层面走向操作层面不仅需要参与主体的强

烈愿望，更取决于主体各自资源的分布与配置情况。
调研中了解到对于江苏省交通厅而言实现交通数据开

放利用可以选择多种模式，例如可以直接向全社会开

放交通数据，举办数据利用大赛激发社会创新活力，还

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向有能力利用数据的企业公

开招标。而江苏省交通厅最终选择了与百度公司开展

战略合作正是看重其在大数据技术、平台、人才与应用

方面的优势能够与政府交通数据和管理经验方面的优

势形成互补。因此，政府与企业在资源上的互补与依

赖是双方展开智慧交通合作的关键支撑条件。资源依

赖理论认为没有一个组织是自给自足的，财政资源、物
质资源、信息资源等重要资源都是从环境中得到的，因

此组织不得不依赖这些资源外部提供者。［36］在智慧交

通项目中政府与企业的资源互补依赖体现在数据、资
金与人才三个方面。首先，江苏省交通部门拥有的交

通数据( 如实时路况、公交信息等) 和百度公司掌握的

交通数据( 如百度地图数据) 是发展智慧交通不可缺

少的数据资源; 其次，智慧交通建设资金来自于政府财

政专项资金和企业配套资金两个渠道; 第三，项目有效

推进依赖企业方技术研发人员与政府方管理运维人员

通力协作与配合。
4． 4 行动策略: 政企战略合作 江苏省交通厅与百

度公司在智慧交通项目实施中采取了双方地位相对均

衡的政企战略合作模式。其中，政府的主要职责是整

合与开放包括公交、出租车、轨道交通、路网等公共交

通数据并确保数据的稳定性与可靠性，企业的主要职

责是研发与改进智慧交通云平台、交通出行信息服务

系统、百度地图及开放平台等智慧交通产品，提升交通

信息服务质量。调研中了解到项目推进中存在不少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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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障碍。为了克服难题，确保项目的有序推进，双方

建立了具体的工作机制。一是沟通协调机制。政府与

企业基于文化和结构产生的沟通不畅制约项目有序推

进。合作中通过部委指导、政企高层互访、召开联席会

议等方式确保政企间信息流动通畅。二是风险规避机

制。数据风险问题是困扰政府信息服务中大数据应用

的最大难题。［37］为此，双方通过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政
府数据分类逐步开放、数据脱敏处理、设置实时安全预

警与 7* 24 小时运维等方式确保数据安全。三是监督

考核机制。为了取得预期成效，合作中政府通过设立

专人专项全程督查制度确保项目按计划实施。

5 结论与讨论

5． 1 研究结论 本文研究表明经济社会全面转型、
提高政府绩效、提升企业竞争力、资源互补依赖与政企

战略合作五个主范畴对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产生显著影

响。其中，经济社会全面转型是外部情境因素，提高政

府绩效与提升企业竞争力是内部驱动因素，政府与企

业资源互补依赖是中介条件，政企战略合作是行动策

略。在此基础上本文建构了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影

响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 “情境－动因－条件－行动”模

型) ，对当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过程与机制进

行解释。该模型的理论贡献与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从宏观情境因素、微观驱动因素、中介条件与行动

策略等维度提炼了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影响因素; 二

是指出政企合作是适合我国当前国情的一种较为稳妥

可行的政府数据开放利用模式，而政企间资源互补依

赖程度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对双方合作的达成和实施

效果产生直接影响; 三是从操作层面提出了促进政企

有效合作需要建立的若干工作推进机制。
5． 2 政策启示 政府数据开放利用是大数据时代

政府治理变革与服务创新的趋势。江苏省交通厅与百

度公司开展的智慧交通战略合作是当前一个可贵尝

试，这一典型案例为推进和深化政府数据开放利用提

供三方面政策启示: 一是政府特别是政府主要领导的

理念是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的核心推动力和决定因素。
各级政府部门要将政府数据开放利用真正落实就要摒

弃惯有思维，不怕困难与阻力，敢于下决心，敢于真创

新。二是目前我国政府数据开放与应用总体水平不

高。而大企业可以在公民和政府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成为数据开放利用的催化剂。［38］因此，政府数据开放

利用初期可以采取政府与大数据领军企业合作的方

式，通过成功项目的成果示范效应扩大政府数据开放

的广度与深度，逐步朝着政府数据向社会全面开放并

自由利用的方向迈进。三是政府数据开放利用中政府

的作用不能止于开放数据，还在于构建各种实施机制，

推进、协助、监督数据的合理、安全与有效利用，尽可能

的规避风险，实现政府数据最大程度增值。
5． 3 足与展望 本文应用扎根理论方法构建了政

府数据开放利用影响因素与实现路径模型，这对于探

索“互联网+”背景下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实现机制具有

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我国政府数据开放利用实践才

刚刚起步，本文基于个案研究发展形成的理论模型主

观性较强，模型中各影响因素的权重还需要更大范围

的样本进行检验和修正。未来可将访谈中提炼出的概

念操作化后作为自变量、因变量、中间变量与控制变

量，在开发相应量表基础上进行大规模问卷调查，深入

分析变量之间的因果联系与逻辑关联，发现政府数据

开放利用过程中的普遍规律与作用机理，建构具有更

强解释力的理论模型。此外，本文提出的政策建议主

要针对通过政企合作利用政府数据的方式，当前我国

各地实践中还存在其他实现政府开放数据有效利用的

模式与机制则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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