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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gress of society, it has entered the information age of the Internet. The Internet has
changed people's daily life and working methods. Under this environment, the Internet is a
double-edged sword. The government has encountered i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New opportunities are also facing enormous challenges. For example, inappropriate information public
opinion will trigger a series of social crises. In this contex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s the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encountered by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under the Internet environment, and accordingly makes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strategies, hop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relevant field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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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已经进入了互联网的信息时代，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工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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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大环境下，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政府在行政管理中遇到了新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例
如：不当的信息舆论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危机。在此背景下，本文主要分析互联网环境下行政管理所面
临的挑战与遇到的机遇，从而做出相应的发展策略，希望为我国相关领域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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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今信息时代下，互联网的发展对社会形态、思想道德、人民生活、社会管理、文化传播、舆论
监督以及行政管理都带了非常大的影响，互联网已经逐渐成为大众传播、公众服务以及行政管理的新途
径、新平台。因此，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满足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需求，所以相关政府的行政
管理人员应当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优势，抓住机遇，优化改进现行的行政管理手段，来改善质量、提升效
率，获得大众的认可和支持[1]。

2. 行政管理在互联网环境下面临的挑战
2.1. 公开机制缺乏加上过分信息自由化从而引发危机
目前我国政府缺乏数据信息公开的机制，遇到重大事件难以快速用互联网进行回应，工作效率低，
加上没有权威的信息发布渠道，某些政府也会隐瞒公开的数据，甚至有些地方政府还会对信息进行造假，
这就很容易造成信息扭曲，从而使政府在面临重大事件前处于被动地位，往往使事件朝着恶化的方向发
展。在当今互联网信息时代下，信息自由化，人们的言论是自由的，这种自由可以在任何交流平台山发
表个人观点，但是过分的信息言论自由化往往会引发民主政治危机。

2.2. 政府的思维观念面临挑战
在当代互联网信息时代下，传统的政府思维观念应当被打破，应当朝向创新管理观念发展，这就要
求行政管理人员不仅要有精准的思维模式、科学的思维观念，还要有逻辑控制度，以来达到更有效率性、
质量性、精准性的社会新闻事物发展度。政府的服务对象也应该有所转变，从之前侧重点在单一的弱势
群体模式扩大到不同特征范围的公众，因为这种形式会增加服务难度，所以需要能力素质高的行政管理
人员去处理。虽然在互联网的大时代下，网络的自由化、便利性会冲击到政府的发展模式，但是政府思
维观念的转变，一会加大政府服务化的难度，二会加深政府服务的模式化，因此政府思维观念的转变在
互联网信息时代下对于相关工作人员是一大挑战。

2.3. 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处于起步阶段
电子政务是在互联网和行政管理相结合后应运而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目前电子政务在我
国的发展水平处于起步阶段，在发展中遇到很多问题，从而影响了政府职能的发挥。例如，一些地方政
府的电子政务只是服从上级指示或者是为了变现政府的业绩，具有一定的形式主义，是其未发挥应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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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能；还有一些地方政府的电子政务不具备一定的规划性，每个地方的标准不一，从而每个部门的职务
职能比较混乱，出现职能交叉重叠的现象，无法共享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政府的发展[2]。

3. 行政管理在互联网环境下遇到的机遇
3.1. 有利于加强政府的管理职能，避免官僚主义
从当前我国发展形势来看，我国政府职能正在向管理服务型模式进行转变。在互联网的大环境下政
府正好可以利用网上信息发布职能。比如政府官网可以发布制定的政策信息，使公民看到透明公平的信
息，除此之外，政府可以在网上发布便民服务信息，帮助公民解决疑难问题，使其社会热点问题有迹可
循，减弱政府官员的官僚主义。

3.2. 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使政府依法行政
如今人们对网络的利用越来越频繁，在此环境下，人们可以轻松方便的上网，不仅可以及时的了解
到各方面的信息，还可以自由的在网上发表见解、表达观点。因此这对于行政管理来说正符合民主政治
的要求，也保障了公民自由平等的权利和义务。人们可以在网络平台上与政府行政工作人员进行对话交
流，也可以参与决策管理。政府将决策公布于互联网上，公开透明，公民可以对新政策提出自己的见解，
政府可以根据公民的反馈了解到政策是否合理及有效。这样不但提高了行政办事效率还同时保障了公民
的知情权，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化，使政府依法行政。

3.3. 加大监督力度，使各部门更加协调
在传统行政管理的模式下，公众对于行政官员难以实现有效的监督，公众的意见被忽视。互联网这
个平台打破了传统的信息传递模式，可以让信息直接传递到领导层，可以有效的加大监督力度，发挥监
督职能，规范行政管理人员的行为。以往举报者的个人信息容易暴露，而互联网可以具备匿名性，可以
使公众人员的举报得到保障，这样可以提升监督的有效性。政府可以通过互联网了解到大多数人的需求，
从而保证决策的合理性，使决策执行的更加顺畅；目前随着我国互联网用户的增加，包含了不同类型的
群体，政府在制定决策中考虑的如果不够全面，会导致各个群体之间出现矛盾，此时互联网的作用就显
现出来，可以通过其了解到不同群体的需求，进而保证决策顺利的执行。

4. 行政管理在互联网环境下做出的发展策略
4.1. 更新管理体制，加大人民参与度
加强公众参与、提升决策质量、避免行政疏漏可以通过更新管理体制来实现。在权利下放的途径中
取消部分下放政府的权利，来建立履行职能强的政府，杜绝官本位思想，树立为民服务的意识，尊重并
适当采纳民众的建议。政府行政人员首先要意识到更新管理体制的必要性，结合自身积极转变行政观念，
之后相关人员应建立政策协调、监督、咨询的平台，鼓励人们自觉主动地参与其中，最后要简化程序，
加强绩效评估，杜绝腐败现象出现。

4.2. 加强网络技术，推广电子政务
目前我国的电子政务形式化严重且水平较低，因此需要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建构合理的职能层次，
防止出现职能重叠或者自成一体的部门，避免资源的浪费，使信息共享才能提高办事效率。积极转变政
府的职能，强化为民服务的观念，做到切实为人们的根本利益所考虑。最后，信息的载体也要升级，手
机、电脑、大数据等要充分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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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及时发布信息，做到公开透明
在信息时代下，可以通过大数据技术来分析储存管理数据和信息，这可以非常便利的为政府收集公
共资源，政府如果做到将信息及时发布到网上，对于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焦点问题，做到公开透明，公众
可以起到有效的监督作用。

4.4. 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公众监督行为
随着我国信息时代的高速发展，网络为人们的生活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这也同时为不法分子
提供了散布不良信息的途径。所以，我国政府应该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网络监
督。首先应该建立关于互联网政治的相关法律，引导正确的舆论导向，使人们理性参与；然后政府应该
对不良信息、谣言等积极回应，引导公民学会分辨信息真伪。对于违反法律法规的网民要做到严惩不贷，
培养公民的道德意识，使其更好的参与行政监督[3]。

5. 总结
对当前行政管理在互联网环境下所面临的公开机制缺乏，加上过分信息自由化从而引发危机、政府
的思维观念面临挑战、电子政务发展水平处于起步阶段等挑战进行分析，然后对行政管理在此环境下所
遇到的机遇进行论述，最后结合以上做出了相应发展策略，一是更新管理体制，加大人民参与度；二是
加强网络技术，推广电子政务；三是及时发布信息，做到公开透明；四是制定法律法规，规范公众监督
行为。互联网的发展对于行政管理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政府应该面临挑战，把握好机遇，促进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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