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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promotion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of investment benefit of G2C projects. However, local
governments often pay more attention to constructing than promoting, which seriously affects the
benefit exerting of G2C projects. Learning from the experience of promoting E-Commerce platform,
and considering the own characteristics of E-Government projects, the research puts forwards
four strategy suggestions for effectively promoting G2C projects. The objective is promoting the
universal using of G2C products to help governments get higher investment benefits and let more
citizens benefit from G2C products.

Keywords
E-Government, G2C, Public Service, Project Promotion

电子政务G2C项目的推广策略研究
纪媛媛
安徽师范大学法学院，安徽 芜湖

收稿日期：2019年2月26日；录用日期：2019年3月12日；发布日期：2019年3月20日

摘

要

项目推广是G2C项目投资效益的重要保障，然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重建设、轻推广”现象严重影响
了G2C项目效益的发挥。研究在充分借鉴电子商务平台推广经验的基础上，结合电子政务项目自身的特
点，提出了四点用于有效推广电子政务G2C项目的策略建议，以期推动电子政务G2C产品的普及使用，
帮助政府获得更高的投资效益，让更多的公民从G2C产品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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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G2C (Government-to-Citizen)电子政务是各级政府通过网络系统向公民提供的各种公共服务[1]，目的
是向公众提供便捷、高质量的服务，开辟公众参政、议政的渠道，建立政府与公众的良性互动平台。目
前我国电子政务 G2C 项目产品的主要形式有政府门户网站、网上政务大厅、智能服务系统、手机政务
APP、政务 BBS、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公众号等。作为直接面向社会大众的电子政务应用模式，G2C 项
目在我国电子政务项目建设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成为最受大众瞩目、最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信息化工程
之一。然而，地方政府普遍存在的“重建设、轻推广”现象使得很多 G2C 项目没有发挥应有的效益，如
何促进电子政务 G2C 项目推广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
纵览学术界已有的相关研究，关注电子商务项目推广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而关注电子政务项目推
广的研究可谓凤毛麟角。值得庆幸的是，前者大可以作为后者的借鉴，为后者提供有益的思路与启示。
本文以强调 G2C 项目推广的重要性为前提，充分借鉴而不盲从电子商务平台推广的经验，结合电子政务
主体与性质的特殊性，提出有效推广电子政务 G2C 项目的策略建议。

2. 项目推广是 G2C 项目投资效益的重要保障
我国近年来愈加重视电子政务项目管理，于 2007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管
理暂行办法》，目的是为了保证工程建设的质量，提升投资效益。然而现实情况是，对电子政务的大规
模投资似乎并没有产生理想的效益。南洋理工大学的一项调研显示，大陆城市中 47.53%的受访者从未访
问政府网站，而经常访问的则只有 26.19% [2]。可见，尽管我国每年在政务信息化方面投入高额费用，
但公民享受电子政务的成果却远不尽如人意，政府所提供的很多电子化公共服务并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
用，使得 G2C 项目的投资效益大打折扣。
G2C 电子政务的核心在于公众使用，只有用户真正使用电子政务，其相对优势和潜在价值才能得到
最大程度的发挥。为了促进公众使用，政府应当不遗余力地对 G2C 项目进行推广，即努力扩大项目的应
用范围，提高项目成果的认知度、使用率和满意度。然而对“建设”过程的重视显然远远超过了对“推
广”过程的投入，不少地方政府认为只要各种电子化公共服务系统开始正常运行，就代表项目建设已经
圆满完成，却常常忘记了项目建设的初衷——建设的目的在于使用。实际上，G2C 电子政务项目的投资
回报应该是一条“微笑曲线”：在前期的规划阶段和后期的推广阶段投入的回报最高；相对而言系统开
发与建设阶段的回报则较低。一个不被大众接受、认可和使用的系统，即使建设得再完美，也只是徒有
其表，既浪费了大量资源，也无法实现预期的目标。由此可见，项目推广是 G2C 项目投资效益的重要保
障。
项目推广不力有很多原因，比如缺乏重视、渠道单一、投入不足等，也有可能是出于维护既得利益
的考虑。但随着我国电子政务浪潮的不断推进，政府公务人员思想与素质的提升，理念和制度上的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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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必会越来越少，由此 G2C 项目推广的重点和难点便集中在：如何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推广策略，帮助
政府在最短时间内提高 G2C 项目的投资效益。

3. 电子商务 B2C 平台推广的经验借鉴
相较于政府在电子政务 G2C 项目推广方面的经验不足，企业在电子商务 B2C 平台推广方面有着更
令人惊艳的表现。以网站推广为例，电子商务平台推广值得借鉴的主要经验可以总结为如下四点：

3.1. 明确推广目标，制定推广计划
电子商务网站推广的主要目的是提高网站的知名度、注册量、访问量和成交量，留住老客户，争取
新客户，从而创造更多的商业机会。为此，企业会根据自身情况和需求制定明确的推广目标，如网站的
注册用户数、日独立 IP 访问用户数、年度浏览量等。继而制定详细的推广计划，选择合适的推广方式，
并利用跟踪措施、数据分析、专业网络机构合作诊断等方式对推广效果进行评价。

3.2. 考虑成本收益，灵活使用多种推广渠道
成本低、效果好，无论对于企业还是政府都是用来选择推广渠道的首要标准。企业往往会将多种推
广方法结合使用，观效一段时日之后再选择其中更为有利的渠道重点出击。以网站推广为例，企业选择
电子商务平台推广渠道的常见策略可归纳为以下三种：
1) 线下推广与线上推广相结合
线下推广主要是利用报刊、广播、电视、印刷品、户外广告及活动体验等传统媒介进行宣传。虽然
网络时代已经削弱了传统媒介的影响力，但传统媒介仍有其难以替代的价值。线上推广则是利用基于
Internet 的各种现代媒介进行宣传，包括搜索引擎优化、网络广告、友情链接、BBS、微博、电子邮件、
导航网站、百度百科、微信、QQ、软文推广、免费服务吸引、有偿调查问卷等，目前已成为电子商务平
台推广的主流趋势。
2) 免费推广与付费推广相结合
免费推广大多是线上推广方式，如 BBS、微博、电子邮件、友情链接、微信、QQ、软文推广等，虽
然成本低，但需要更多的智慧投入。付费推广大多为线下推广方式，如广播、电视、印刷广告等，线上
推广中也有一部分是需要付费的，如 SEM (Search Engine Marketing，搜索引擎营销)、网络广告、社区营
销、软件付费等。
3) 产品策略与渠道策略相结合
无论线下、线上还是免费、付费的推广方式，其实都属于“渠道策略”，意即将企业做好的网站、
软件、微信平台等产品通过各种渠道加以宣传，以赢得更多的客户。然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产
品本身质量有很大问题，那么无论多强大的推广手段都无法获得客户持续的关注和青睐。因此，打造一
个功能齐全、方便实用、结构合理、设计美观、服务周到的网站才是网站推广的根本，此为“产品策略”。
“产品策略”的关键是对用户进行需求分析，让用户参与产品的设计和体验，努力做到产品设计简约化、
产品功能大众化、产品操作人性化。

3.3. 检验策略有效性，合理分配资源
企业通常会结合自身实际对各种推广方法进行整合，制定一套合适的网站推广策略，但策略是否有
效，还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检验工作可以分总体效果的监测和策略中各个推广方法的效果监
测。监测方法主要通过统计网站每天、每周、每月等不同时间段的流量，对访问者所在地区、进入网站
的入口、访问网站的时间、在网站各网页停留的时间等项目进行统计与分析。从流量上可以看出总体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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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的效果；通过查看客户进入网站的入口，可以检验策略中一些推广方法的有效性；监测客户的所在地
区，可以了解目标客户的主要分布区域；统计访问时间和在各网页停留时间，可以了解客户对那些产品
及服务感兴趣[3]。参照检验结果，企业一方面可以针对推广策略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修正，另一方面
可以根据各种推广方法的效果更加合理地分配资源。

3.4. 既要提升访问量，也要提高成交量
访问量体现网站价值，成交量才是网站根本[4]。对于电子商务网站来说，吸引客户访问网站只是第
一步，能成功地实现交易获得利润才是最终目的，因此电子商务网站必须采取访问量与成交量相结合的
推广策略。提升访问量需要分析来访量、来访 IP、点击率、停留时间、来访区域等细节，并从专业内容、
畅通速度、网站互动、链接设置等因素入手，在编辑手段、发布时间、诚信度、热点事件等方面掌握技
巧，从而提升 PV (Page View，页面浏览量)值；提高成交量则需要关注网站订单及其转化率，对销售量
和销售额进行数据分析和评估，还可以通过 CPS (Cost Per Sale)网络广告、代销等方式提高销量。
企业推广电子商务平台的经验为电子政务 G2C 项目的推广带来宝贵的启示，但由于电子商务和电子
政务的主体、性质、目的及核心等截然不同，所以这些经验显然不能全盘照搬。政府应当合理区分二者
的不同，在明确 G2C 电子政务目标定位的基础上，充分吸取电子商务平台推广的有效经验，为我所用。

4. 电子政务 G2C 项目有效推广的策略建议
相比于企业，政府在项目推广方面其实有着天然的优势，公信力高、竞争少、目标明确，为公众谋
利的公益性质更是推广过程的强助攻。凭借这种先天优势，政府只需要提高重视和投入、采取有效的推
广策略，就可以轻松扭转 G2C 项目推广不力的局面。

4.1. 统筹规划，将推广纳入项目管理范围
加强项目管理是保证电子政务项目成功实施的重要手段，而有效的推广是 G2C 项目获得真正成功的
关键一环，所以项目推广也应当被纳入项目管理的范围。在项目规划阶段就应认真考虑如何推广的问题，
推广方案应当成为项目总体建设方案的一部分，推广成本应当纳入项目经费预算，推广成效应当纳入项
目效益评价指标，推广失败也应是风险管理中必须考虑的内容。此外，推广成果也应当作为项目验收的
重要条件之一。《国家电子政务工程建设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电子政务项目建设实行验收和后
评价制度。项目审批部门根据电子政务项目验收后的运行情况，可适时组织专家或委托相关机构对建设
项目的系统运行效率、使用效果等情况进行后评价[5]。”此处“后评价”的主要指标是项目的“系统运
行效率、使用效果”，而推广得力与否正是影响这一指标的关键。

4.2. 组建团队，制定详细可行的推广方案
推广 G2C 项目的首要任务是确定推广主体，即谁来推广的问题。相对来说，项目建设单位更了解推
广的目标和用户的需求，项目实施单位对产品的运行方式和功能特点更为熟悉，而第三方专业推广机构
拥有更为专业的推广资源和推广技巧。因此，一个完整的推广团队，最好由这三类人员共同构成，各自
发挥所长以协作完成推广任务。
此外，制定一套详细可行的推广方案是保证推广过程得以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方案应认真考虑如
下问题：推广的目标群体是哪些人；他们的需求是怎样的；推广的目标是什么；推广的时限是多少；怎
样的推广方式更为有效；推广过程如何一步步推进；如何筹措资金和管理经费；如何对推广成效进行监
测评估；等等。方案必须详尽而全面，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但同时也需留有一定的拓展空间以便必要
时做出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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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综合考虑，灵活选择有效的推广渠道
企业形形色色的推广渠道为 G2C 项目提供了很多选择的可能性，但政府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选
择更适合自身情况及产品特点的有效推广渠道，而非全盘照搬或随意择取。选择 G2C 项目推广渠道应主
要考虑以下因素：①推广效果。不同的产品适合不同的推广渠道，不同的人群易接受的渠道不同，同一
渠道在不同的推广时期效果也会发生变化。因此政府要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合理分析各种渠道的优劣，
选择推广范围广、推广速度快、推广效果好的渠道进行宣传。②推广成本。考虑到投资收益率，政府应
尽量选择成本较低且效果较好的渠道进行推广，而在经费充足的情况下，成本较高但效果出色的推广渠
道也是上佳之选。③推广难度。选择推广渠道必须考虑可行性，如果一种渠道成本低、效果好，但政府
缺乏相应的人力资源或技术条件去实现，或者实现起来难度超出了可承受的范围，那便只能退而求其次。
鉴于以上考虑，本文为电子政务 G2C 项目推广渠道的选择提供以下建议：
1) 线上推广为主，线下推广为辅
截至 2017 年 12 月，我国网民规模达 7.72 亿，普及率达到 55.8%，超过全球平均水平(51.7%) 4.1 个
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46.7%) 9.1 个百分点。其中，在线政务服务用户规模达到 4.85 亿，占总体网
民的 62.9% [6]。越来越多的人习惯于通过互联网来获取信息，政务服务线上化速度明显加快，网民线上
办事使用率显著提升，各种政务新媒体及服务平台正不断扩张其服务范围。种种数据表明，通过互联网
进行线上推广理应成为 G2C 项目推广的首选。
但与此同时，
传统的线下推广方式也并未完全失去其活力，
例如社区宣传、活动体验之类面对面的宣传，虽然覆盖范围小，但影响程度深，群众体验深刻，可以通
过口口相传、以点带面的方式达到推广的目的。
2) 免费渠道全面撒网，付费渠道重点出击
在推广初期需要尽可能地扩大宣传覆盖的范围，不妨全面撒网，采用多种免费推广渠道同时推广，
如 BBS、微信、政务微博、邮件群发、合作链接、软文宣传等，既可以扩大覆盖面，又可以节约成本。
其中，SEO (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搜索引擎优化)可以利用搜索规则来提高网站在搜索引擎内的排
名，政府技术人员只要掌握一定的 SEO 技术，就可以在不增加广告预算的基础上，迅速提高网站的知名
度。由于政务网站存在公益性质，所有搜索引擎对政府网站的评级通常很高，有着 SEO 优化推广的天然
优势[7]。付费推广方式则由于需要付出高低不一的成本，推广效果也参差不齐，因此需要慎重选择。可
以先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几种公认的投资回报率高的推广渠道进行试推广，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
评估之后，再选择其中效果最好的一两种渠道，加大资源投入重点出击，方可获得最佳推广效果。
3)优秀的产品是根本，有效的渠道是关键
“酒香不怕巷子深”，无论对推广渠道进行怎样的精挑细选，高品质的产品才是推广成功的根本保
证。因此，有效推广的前提是尽力打造一个设计合理、功能完善、服务周到的 G2C 产品，有效的推广必
须建立在有价值的内容基础上。不妨鼓励公众参与到产品设计和体验中来，充分调查公众的需求和意见，
打造一个更受公众欢迎的优秀产品，留住老用户的同时争取新用户，从而获得公众持续的关注和使用。
然而，如果不加以宣传和引导，公众往往会淹没在海量的信息中难以注意到政府想推广的产品——“酒
香也怕巷子深”。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仅凭着对产品质量的自信而不用心加以推广，显然要冒极大
的投资风险。毫无疑问，选择合适有效的推广渠道是推广成功的关键所在。

4.4. 层层推进，分阶段逐步实现推广目标
实现推广目标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电子政务 G2C 项目的推广过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铺垫期。也可称预推广阶段，主要任务是对公众需求进行调查和分析。它本属于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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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而非推广阶段的任务，但实际上对公众需求进行调查的过程也在一定程度上让服务对象对项目本身
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了解，这未尝不是一种隐性推广。
第二阶段——开拓期。主要任务是大力宣传，打响知名度，迅速提升用户数量。这一时期的目标是
在短时间内提升产品的认知度和注册率，为此需要利用多种快速有效的推广渠道吸引公众了解并使用
G2C 产品。
第三阶段——调整期。主要任务是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策略，重点突击。经过开拓期的努力，推广
已经体现出一定成效，各种推广渠道的有效性也得到了充分的检验和证明，此时应当及时调整方案，优
化资源的分配，选择更为有效的推广方式重点出击，让越来越多的用户不仅注册，而且要充分使用产品
功能、享受服务。
第四阶段——稳定期。也可称后推广阶段，主要任务是持续更新维护，优化用户体验，稳步提升使
用率与满意度。此时主要的推广工作已经结束，服务对象的注册率和使用率已经初步实现了预期目标，
但余下的任务仍不可松懈。只有不断提升产品服务质量，才能留住老用户，吸引新用户，让长期稳定使
用 G2C 产品成为公众常态化的日常行为。

5. 结语
电子政务 G2C 项目的推广较之电子商务 B2C 平台的推广，虽有相似，亦有不同，既要充分借鉴，
也不可盲目移植。各级政府首先要充分认识到项目推广对于电子政务 G2C 项目乃至整个电子政务大局发
展的重要意义，继而主动采取一系列措施以促进电子政务 G2C 项目的有效推广：统筹规划，将推广纳入
项目管理范围；组建团队，制定详细可行的推广方案；综合考虑，灵活选择有效的推广渠道；层层推进，
分阶段逐步实现推广目标。科学有效的项目推广是电子政务 G2C 项目获得投资效益的重要保障，也是引
导公众切实享受新时代优质公共服务的必要手段。期待更多学者关注这一课题，也期待更多相关的研究
成果能在各地电子政务实践中得到检验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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