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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互联网成为中国的主要交流渠道以来，“问政于网”成为网民向政府提问、质疑、要求

解答的重要途径。网络问政把网民的利益诉求反映给了政府，也迫使政府应对网民的压力做出反

应和姿态。网络问政是网民借助互联网向政府传达见解、表达诉求和提出问题，促使政府解决问

题，其过程是“倒逼改革”。政府迫于网络的压力做出的回应和改革行动固然体现了政府的适应

能力，但直到网络上的压力达到一定程度后才出现的改革使得政府总是被互联网的舆论压力牵着

鼻子走，总是处于被动应对的局面，在实践层面上，网络问政对政府步步紧逼，长此以往，政府

的公信力不但不会得到改观，反而会有所下降。

网络问政形成的网络舆论压力与传统媒体形成的舆论压力究竟有何不同？网络问政对政府形

成的挑战体现在什么方面？应该如何来应对这种挑战？本文从网络社会入手，着手分析网络社会

对传统官僚制形成的挑战和分析，从而提出中国网络理政的目标和理念。

一、文献综述

最早研究网络问政的论文出现在2009年。当年的两会开启了网络渠道，公众可以在互联网上

与各位代表进行沟通（潘子江、戴兵，2009）。问政是公民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网络问政不

同于传统问政方式，有其优越性，如平等性、开放性。它是政府问政于民，公民监督政府的重要

媒介（席琳，2016）。网络问政是互联网环境下推动政府科学决策的有效渠道，也是推进民主政

治建设的重要方式（冯泽杰，2015）。

深究“网络问政”背后的动因，不难发现我国传统政治运行方式习惯于不公开、不透明，

【摘 要】自从互联网成为中国的主要交流渠道以来，“问政于网”成为网民向政府提问、质疑、要求解答的重

要途径。网络化社会对官僚制形成了挑战。互联网的发展从实践和理论上的发展推动中国由网络问政转向网络理政。网

络理政指国家和社会通过互联网，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公共利益全面增进的活动与过程。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一方面

促使政府转型加快进程，另一方面，推动建设数字政府，来最终实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目标的实现。中

国网络理政的目标是实现数字治理。中国网络理政的理念包括网络安全、数据和信息开放、网络回应、网络服务和网络

协商等。

【关键词】网络问政；网络理政；数字政府；数字治理

【中图分类号】G210.9                      【文献标识码】A

网络理政：中国的挑战、目标和理念

沈国麟   李良荣
（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 200433）

[作者简介] 沈国麟，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

           李良荣，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本文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高峰学科新媒体课题“中国网络理政的理念和实践”的成果。



108

政策制定过程缺少公众参与，在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信息不对称，公民知情权不足直接导致

监督权的缺失，公众利益诉求渠道不畅等，是导致“网络问政”受到重视的根源所在（朱艳秋，

2010）。

作为互联网技术支撑下的公民政治参与的新形式，网络问政提高政府效能，化解社会矛盾，

促进社会和谐，转变政府职能，加快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培育政治文化环境，促进民主化进程等

（张尚仁，2010；付茹月，2018）。有学者研究网络问政在当下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如网民的

素质良萎不齐、官员执网能力不强、问政平台的单一化、网络问政所引起的伦理危机等等（许媛

媛，2011）。还有学者研究网络问政推动政府建构回应机制，认为有效的沟通包含必要的反馈，

良好的行政沟通应当是双向沟通（李传军、李怀阳，2017）。

综述网络理政的文献，发现已有的文献聚焦在网络问政的定义、性质以及网络问政对于政府

的挑战，所面临的问题等等，但网络问政究竟在社会形态上对政府结构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网

络问政形成的网络舆论压力与传统媒体形成的舆论压力究竟有何不同，政府为什么一定要对网络

问政进行回应这些问题在已有的研究论文中涉及不多，论述也不深。

二、网络化社会对官僚制的挑战

网络问政的背景是信息化社会的形成。互联网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代表，是信息化社

会的重要工具。卡斯特把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称为网络化社会：“信息化社会，意即知识生产、经

济生产力、政治—军事权力以及媒体传播的核心过程，都已经被信息化范式所深深转化，并且连

接上依此逻辑运作的财富、权力与象征的全球网络。”（曼纽尔•卡斯特，2003：24）“信息时

代的特征正在于网络社会，它以全球经济为力量，彻底动摇了以固定空间领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

或所有组织的既有形式。”（曼纽尔•卡斯特，2003：3）在卡斯特看来：传统观念认为社会是互

相叠合的层次构成，技术与经济是地下室，权力位居中间楼层，文化则在阁楼上（曼纽尔•卡斯

特，2003：32）。

互联网正是打破了工业化社会的垂直结构。信息社会并不是这个新科技范式的上层结构。

它立足于抽象的信息处理的物质力量与社会寻求有意义的文化认同二者之间的历史紧张关系（曼

纽尔•卡斯特，2003：70）。卡斯特把这样的新社会结构称之为网络化社会。这样的社会，“并

不仅仅建立在网络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电子技术支持的网络之上，具备驾驭各种复杂情况的能

力，能够通过各种规模、各种复杂程度的网络来协调各种功能，完成各种任务。”（曼纽尔•卡

斯特，2015：30）

网络化社会对垂直的政府官僚体系形成了挑战。官僚制是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通过对

工业社会的观察归纳出来的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组织模式。官僚制有六个特点：（1）固定

的劳动分工，即人员的专业化；（2）职员的等级制，即等级化；（3）指导个人行为的一系列规

章，即规范化；（4）公、私财产和权力的分离，即法理化；（5）技术资格基础上的人员选择，

即技术化；（6）对参与者而言的职位雇佣，即职位分工（马克斯•韦伯，1997：248）。官僚制

是工业时代的产物，是工业时代政府、企业和大型组织进行管理和治理所采用的基本体制，是工

业社会各种社会组织中普遍的占主导地位的组织形态。这一组织模式对工业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

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作为信息时代产物的互联网，其所代表和推动的网络化结构对

官僚制形成了挑战。在信息时代，官僚制的一些弊病暴露无遗。官僚制组织的发展使其成为机构

规模膨胀、人浮于事、缺乏生机和活力、脱离社会环境、组织规模的无限制扩张等等弊端与信息

时代的网络化社会产生了很多矛盾，也与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环境的急剧变化产生了矛

盾，致使官僚组织丧失了适应性，从而表现出整体的无效率。

官僚制以规章制度为本，按部就班，层级分明，循规蹈矩。而由互联网推动的网络社会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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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是信息的发布者和传播者，甚至是组织者，而且节点是流动的。一个向

上负责的官僚机构，其核心任务是高效率地完成自上而下的任务，信息的传递也是严格按照等级

层次来进行的。但这样一个机构体制处在网络社会的结构中，内部信息的流动受到新的沟通工具

的影响而变得“网络化”。官僚制中的个体也是网络社会中的个体。个体在网络社会的地位和权

力从形式上、载体上、类型上都有所不同，也产生了与传统社会结构不同的分层状况，并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着传统的社会结构形态。不同于传统社会结构等级的沟通模式也在影响着官僚制的运

行。组织中的最高指令可以直接下达到最基层,基层的信息也可以瞬间传递到高层，从而置组织

的大量中间层级于尴尬的境地,使中间层次的许多权力支配职能失效（张康之，2008）。互联网

促成政府内部进行变革，摒弃层层汇报、层层报批的管理体制，使得官僚制更加扁平化，以适应

互联网时代的需求。政府转换其职能，将大量繁琐的行政管理和日常事务在网上实施，以降低政

府管理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即是政府简化内部管理流程，以适应网络社会的例子。

从官僚制和整个社会之间的沟通而言，社交媒体所具有的即时性和互动性给官僚体制带来

了压力，传统的金字塔结构开始向扁平型发展。特别是在突发性事件中，官僚制本质上就不善于

处理突发性状况和偶然性事件，但快速的信息传播要求相对应的政府回应与作为，要求政府自身

进行改革，通过在政府机构内部建立相应信息系统以加快信息传播，减少部门壁垒的限制以及众

多纸质文档的繁琐（梅琼林、聂静虹，2009）,同时也要求政府结构趋向扁平化，以避免信息传

播层级过多带来的失真和缓慢（王彤，2011）。尤其是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对政府部门快速发布

相关信息的要求增强；政府部门需要根据多方面的群众意见对现行工作进行方案调整与及时反馈

（Jaeger et al.，2007）。有学者在分析2006年到2013年的50个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基础上，对于

政府回应的标准做出更细致的划分，研究表明政府的主动性、时效性、透明度和公正性越高，事

件的解决效果越好（杨立华、程诚、刘宏福，2017）。以时效性为例，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就曾提

出处置突发事件的“黄金四小时原则”，说明政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是有效平息舆情的关键（李

鹤，2010）。主动性、时效性、透明度、公正性都对政府的官僚机制运行提出了改革的要求。

三、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互联网时代的中国治理转型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对民意基本上还上按照官僚制的逻辑来回应。传统媒体会选择一部分

的民意进行报道，或者通过内参的形式向有关部门进行汇报，民众也可以通过信访的形式向政府

反映情况。但在网络化社会，经过传统媒体和传统官僚制而进行上通下达的回应已经越来越不适

应互联网时代的需求了。网民平时利用网络问询政府、问责政府，而在群体性事件中，网络也会

成为事件的组织工具和平台。网络问政对传统官僚体制造成了空前的压力。

网络问政是单向的，由网民问责政府，是政府被动地接受网民的质疑，而且仅仅停留在政

策问询的层面和阶段。本文认为应该从网络问政转向网络理政。网络理政指国家和社会通过互联

网，实现公共事务有效治理、公共利益全面增进的活动与过程。把“网络理政”提高到国家治理

的高度，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是执政理念的有效变革、也是国家治理方式的重要转变。

网络理政指的是互联网时代的治理，这种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是对传统媒体时代官僚制逻辑的

一种创新和再造。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体现了互联网时代中国治理转型。与西方相比，中国

特有的政治关系格局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治理是从政党—政府—社会关系逻辑展开。党是现代国家

治理的主导性力量，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执行力量，社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力量。中国

的治理体现出了“政党主导—政府转型—社会成长”的特点。

在中国，治理以政党为主导。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主导力量，由此决定了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的“社会造国家、国家造政党”的道路，而是

一条“政党造国家、国家造社会”的道路。网络理政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来主导治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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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互联网上凸显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需要执政党创新治理理念、措施和机制，来更加有效

地治理国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

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

（中新网，2016）

执政党主导治理需要政府转型来实现。一方面，政府职能不能无限扩张，另一方面，政府要

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进行有效的管理。政府转型体现了中国治理实践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互

联网对政府的官僚机制形成了挑战，推动着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责任政府、回应政府转型。

中国网络理政的基础是社会的成长。中国的社会发育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社会个体的独

立与自主，这为中国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最为坚实的现实基础；其二是社会民间组织的发育和

成长，这不仅大大改变了中国社会的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而且也使得社会成为能够与政府和市

场合作的治理力量。互联网还为社会的组织和成长提供了组织工具和沟通平台，并且推动了中国

社会的成长，使得社会成为国家治理的基础力量。

四、目标：建设数字政府、推动数字治理

在“政党、政府、社会”三者关系中，政府是治理的执行机构。政府转型是中国网络理政的

中间环节。改革开放以来，转变政府职能是政府转型的核心命题。在国家和社会关系重构的背景

下，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一直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命题。而改

革开放以来，政府开始由全能型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由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依法行

政、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今后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改革的目标。互联网的普遍应用一方面促使

政府转型加快进程，另一方面，推动建设数字政府，来最终实现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

府目标的实现。

数字政府是在数字信息环境下，依托数字信息技术进行服务、决策和管理的政府，是真正

体现了“以公民为中心”的服务型政府，在制度上对人民民主、政治参与和公民权利进行保障。

数字政府也是一个平台型政府。从世界范围而言，发达国家都在建立数字政府方面加大努力。例

如，美国白宫主导建设21世纪的新平台——数字政府，来为公众进行更好的服务，包括建设一个

数字化服务创新中心和顾问团队，建立一个跨部门治理机制以改进数字化服务的提供，统一政府

部门的资产管理和采购工作等等。英国政府成立了“政府数字服务小组”，专门负责定制公众的

数字服务，提升在线政府服务的规模和质量（马克•格雷厄姆、威廉•H•达顿，2015）。在我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牢牢把握信息技术变革趋势，

实施网络强国战略，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信息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加快推动信息

经济发展壮大。”数字政府的建设是网络强国战略的重要支撑。建设一个开放、透明、负责任的

数字政府，可以大幅度提高行政效率，节约成本，改善公共数据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为公民提

供更好的服务，让互联网发展的成果惠及到每个中国人。

数字政府超越电子政务。电子政务是把政府事务用数字的方式来进行运转，而数字政府是构

建数字环境下的政府运作形态，是对以往政府运作方式的全面革新。在信息技术发展到大数据、

云计算、物联网和智能终端的条件下，原先电子政务的思路如信息公开、活动交流、政务服务等

已经远远不能满足时代的需求了。数字政府是借助于最新的数字技术，让政府和社会更好的互

动，更进一步的挖掘信息，了解公众的需要和需求，引入更多的参与机制。

建设数字政府是为了推动数字治理。数字治理是互联网环境下对治理的一种创新。互联网是

沟通的大平台，数字政府是平台化的政府，数字治理是平台化的治理。数字治理理论的提出者帕

特里克•邓利维（Patrick Dunleavy）看到了数字技术和信息系统对于政府部门改革的重要性。

在英国，政府的信息系统创造的价值超过GDP的1%。他主张数字治理是促进权力运行的共享、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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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实现还权于社会、还权于民的善治（Dunleavy，2006）。数字技术的普及使得沟通、服务、治

理成本大大降低，从而使得治理变得更为开放，治理也从过去的以政府为中心真正转向以公民为

中心。数字治理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不仅仅是把部分政务放到网上，提供一些简单的

信息，而是时时刻刻了解公民的需求，真正以公民为中心；其次，数字治理要求政府结构趋向扁

平化，过于强调科层等级制的政府系统在互联网时代难以采取有效迅速地治理行为，互联网时代

要求政府对其自身的结构作出相应的改革，特别是改革政府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提高服务质

量，降低服务成本，满足公民的需要，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从而为发展提供新的动力（丁元竹，

2013：62）；第三，数字治理要求不同政府部门之间能够协同合作，保持一致的政策目标，达到

合作无间的目标的治理行动；第四，数字治理以公共理性为精神原则，实现公共利益。数字治理

强调在公共理性的指导下，各类政府组织与各类社会组织、公民进行沟通、协调，实现公共利益

和社会正义。

五、中国网络理政的五大理念

数字治理其实是整体性治理。竺乾威曾经对整体性治理做出概括：（1）组织结构整合：从

金字塔组织结构向扁平化的网络状组织结构转变；（2）信息资源的整合：形成跨部门之间以交

换共享为特征的信息运行环境，打破了碎片化的分割模式下各部门相互隔离、独成一体，信息资

源完全孤岛化的状况；（3）业务整合：实现以跨部门业务协同为特征的流程再造；（4）服务和

提供途径的整合：实现以一体化为特征的便捷服务，形成了“一站式窗口”以及网络整合等具有

鲜明整合特点的一体化政府服务体系（竺乾威，2008）。中国的网络理政是治理的创新，其着

眼于政府内部机构和部门的整体性运作，从分散走向集中，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碎片化走向整

合，进行总体的谋划、统筹和协调。中国网络理政应包含安全、开放、回应、协商和服务等五大

理念。在整体性治理的框架下，安全是保障，开放是原则、回应是态度、协商是过程、服务是目

标。这五种理念共同构成了网络理政的整体性框架，凸显了政党主导下国家和社会的协调合作。

（一）网络安全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正逐渐受到重视。网络安全是治理的安全保

障。互联网的安全分为基础设施安全、数据和信息安全两部分。基础设施安全主要包括自然灾

害、人为事故、网络安全漏洞、网络恐怖主义、云安全、物联网安全、无线局域网安全七个部

分；数据和信息安全则包括个人信息安全、企业信息安全、网络色情信息、网络暴力、政治安全

五个部分。中国立法明确使用“网络空间主权”的表述，并就主权适用于网络空间安全治理提出

了自己的主张。中国政府近年来连续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网络安全法》表明中国已经把网络安全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设置高级别的协调机构、维护网

络基础设施、打击网络犯罪和网络恐怖主义，并且参与到国际治理中去。

（二）数据和信息开放

开放是治理的原则。数据和信息是一种公共产品。它是国家治理、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保障。关于政府运行，生产、生活的重要信息只有政府才拥有，因此政府

有责任也有义务向全社会公开权威的数据和信息。互联网成为重要沟通平台后，在互联网上公布

数据和信息节约了很多行政成本，减少纸张印刷、交通邮电等方面的成本。其次，公众通过互

联网获取信息的途径更方便，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很容易地接触到政府法规、条例、命令政策等各

种信息。通过网络公开政府信息，充分保证了权利与义务的履行。大数据时代使得信息开放走

向数据开放。2015年9月初，国务院印发《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指出2018年底前，要建成

国家政府数据统一开放平台，率先在信用、交通、医疗等重要领域实现公共数据资源合理适度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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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开放。在此之前，广东、辽宁、四川等省份均已有地方政府成立大数据管理局，拟由政府牵

头，统筹公共数据开放，推动产业发展（新华网，2016）。数据和信息在互联网上公开的要求是

及时、全面、客观和准确。时间上是定时，机制上要有保障。数据和信息公开是为了建构信息政

府，形成数据征求、挖掘利用和服务的体系，置政府行为于民众的压力之下，为信息政府提供保

障。

（三）政府回应

政府回应指政府对公众接纳政策和公众提出诉求要作出及时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

问题。回应是治理的基本态度。政府回应不仅仅是对公民要求的及时和负责的反应，还包括定期

地、主动地向公民征询意见、解释政策和回答问题。政府回应包括三个机制：第一，政府应该主

动就公共政策公开征询网民的意见，探求网民的反应，并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进行及时的调整；第

二，政府对网民的诉求进行及时的回应和回复，并且采取积极措施来解决问题；第三，政府在危

机事件处理过程中，应存在问责行为。大数据时代为公共需求的精准识别提供了技术条件，识别

需求后就要进行回应。在已有的实践层面，中国政府网开通了总理“留言板”，使得一般网民可

以在互联网上随时向总理问询相关事宜，政府回应从定期与网民交流互动发展到了常态化的建言

收集。

（四）网络协商

协商民主的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协商民主有助于矫正代议制民主的不足，同时也有助于

不同层面的政治共同体的政治实践，协商民主倡导公民直接的政治参与。公民与官员之间就共同

相关的政策问题进行直接面对面的对话与讨论（陈家刚，2005：54-60）。协商是治理的过程。

互联网为协商民主提供了基本的渠道和平台。网络协商民主的机制设计要注重线上线下的互动。

一方面，在互联网上网民可以相对自由地发表言论，公开交流，把关人相对而言较少。但另一方

面，互联网上发表的言论容易失去理性，走极端，变成个人私愤的宣泄。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协

商需要以下几种机制：第一，有专门的机构（政府所属机构或者相关的专业组织）把网络言论进

行科学地归纳分析；第二，线上线下的互动机制，即线上的观点和线下的协商能够结合起来。特

别是需要有一些相关的社会组织（如智库）组织相关的政府部门和代表性的网民或者网络团体就

一些公共议题进行民主协商，达成共识。

（五）网络服务

网上政务办事大厅运用现代新的技术构建服务型政府。利用互联网来进行政务服务的机制

应该包括：第一，利用网络对公众进行各类政务服务；第二，部门之间在互联网上的协同服务；

第三，公众对政务服务质量的反馈机制。服务是治理的目标。网民在判定政府机构的服务范围、

服务标准、服务质量是否达到规定的要求等方面可以在互联网上向政府反馈，以驱动政务服务的

创新。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要求政府应该提供在线的公共服务，即定位于以公民

为中心的政府，政府可以根据公众不同的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并将需求者和服务提供者匹配

起来，构建以用户为中心、服务导向的政府。网络政务服务机制的目标是建立“整体政府”（也

称“一站式政府”），要求加强政府各部门之间、政府与非政府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以实现协同

治理。2016年4月26日，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通知，提出全面推广以“一号”申请、“一窗”

受理、“一网”通办为典型经验的“互联网+政务服务”，通过强化政务服务部门间互联互通、

数据共享、协同联动（新华网，2016）。公民可以获取更广泛的政府服务，拥有更高的公民参与

度，可进一步整合政府运作，降低成本，并提高政府服务的质量和效率，这些好处使得政府对将

电子政务转型为数字治理有了更为迫切的需要。

安全是国家对整个互联网基础设施、数据和信息安全的保障，信息和数据开放是政府向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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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的主动开放，回应是政府回应公众的质疑和需求，协商需要政府和公众共同参与协商和治理，

服务则是在互联网环境下构建服务型政府的目标。网络理政是执政党在互联网新媒体迅猛发展的

条件下，加强与社会各界的沟通，随时了解社会的基本动态和利益诉求，宣传和解释自己的执政

理念和方针政策，以及主动征求对解决有关问题的建议。网络理政下的数字政府建设，是借助最

新的数字技术提高执政能力与水平，让各界人士借助互联网更好地参与到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中

来，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与和谐。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文件中，“治理”一词被提到有24次

之多，网络理政中的“理”更多的是治理的意思。在当今时代，互联网作为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和

平台，治国理政能够也应该运用互联网来保障和实现人民的利益。网络理政其实就是扩大人民民

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真正实现

人民当家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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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Governance with the Internet: Challenges, Goals and Ideas

·  SHEN Guo-lin, LI Lliang-rong
[Abstract] As internet becomes the major vehicle for communication in China, Chinese netizens 
always, question, supervise and press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internet.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transform from pressing government by internet to governing with internet, which refer to the 
process that state and society achieve the governance of public affairs and promote public interest 
by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 internet in China restruc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ate and 
society.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is the process of overlapping and condensing. The penetration 
of internet prompts Chinese government to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construct a digital government to attain the goal of limited government, rule of law and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The goal of governance by internet is to realize digital governance. The 
mechanism of governing with internet includes cyber security, opening of data and information, 
response of government, online governmental service and online deliberation.
[Keywords] pressing government by internet; governance with internet; digital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114  Social Satisfaction Statu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Online Media Practitioners

·  DU Zhi-tao, LIU Ying-hua
[Abstract] The social satisfaction degree of internet media practitioners can be measured from three 
dimensions: satisfaction with life, identity acceptance and social confidence.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include level of living, expect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cognition and personality traits. Through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n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various factors 
and social satisfaction was verified. In other words, the level of living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the expectation and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satisfaction with life; the expectation,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the identity 
acceptance; the level of living, the expectation, external environment cognition and the personality 
traits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to social confidence.
[Keywords] internet media practitioners; degree of social satisfaction; influencing factor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