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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regards the government micro-blog as research object, discuss their daily published content, communication 

effects, especially their response model about crisis events and the influence of public opinion. Analysis on the innovation in government 

public management mode, development trend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government micro-blog. Have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social 

management and the transform of the public security and the court in the new media 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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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管理视角下我国政务微博的发展与反思 

孟盈  

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北京，中国 

摘  要  以政务微博为研究对象，对其发布的内容、传播效果，特别是危机事件中政务微博的反应模式和舆论影响进行探讨，分析

政务微博在政府公共管理模式上的创新、发展和存在的问题，对新媒体时代我国政府的公法变革、社会管理有重要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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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公共管理理论滥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发展至今日

其内容还在不断发展中，众多国家和政府都对它不断加以

探讨，实践。新公管理论主张政府公共管理应由服务效率

优先转向服务品质优先，同时自上而下的政府控制应转向

争取社会成员对政府工作绩效、工作价值的认同。新公管

理论的发展可以说是与新媒体发展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新

媒体发展、网络社会的发展改变了政府工作的环境、公众

对政府职能的期待，对政府的公共治理能力提出考验，敦

促政府更快更好的完成服务型政府和电子政府的改革；另

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建立为政府变革指明方向，为实现

电子政务、提升公共服务品质提供方法和条件。在此背景

下诞生的政务微博可以说是我国政府机关对此现实需求的

有效回应。 

政务微博包括党政机构微博和党政干部微博，党政机

构微博客是指各级党委、人大、政府、政协、纪委、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及其工作部门和机关内设机构，以及其

他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人民团体和事业单位开通的实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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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微博客；党政干部微博是在上述机构工作的干部开通的

实名认证微博。1我国政务微博诞生的标志是 2009 年湖南桃

源县官方微博“桃源网”的开通，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的“微

博云南”紧随其后，继而，一大批党政机关、领导的微博迅

速开通，特别是在政府变革中一直持保守态度的公法机构

在这过程中表现突出，来自公法机构、官员个人的微博在

数量和范围上都呈现持续、快速增长势头。经过不断探索，

政务微博已经在政府信息公开、信息沟通和信息服务、舆

论引导等方面承担起政府公共管理的事务，成为新媒体时

期政府公共管理的重要平台。 

 1. 政务微博创新公共服务模式 

政务微博与政府原有的公共服务模式不同，它对公共

服务模式的创新体现在以下方面： 

1.1 从渠道到平台——重视新媒体渠道、建设新媒体平台 

政务微博基于微博这个舆论场，不同于传统的政府服

                                                        
1 国家行政学院, 2012 年中国政务微博客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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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网站和问政网站。微博的准入门槛低，能够更直接、有

效、平等的与民众展开互动，进行政民交流，面向更广泛

的大众群体，符合新媒体时代传播特点和游戏规则。特别

是以前只依靠少量传统媒体渠道发布信息，甚少与公众沟

通的公、法机构，在抢滩微博舆论场中的表现尤为突出。

根据正义网络传媒研究院的统计，截至 2013 年 12 月 20 日,

全国公安、检察、法院、司法行政四类政法机关和公职人

员,在各大微博平台开通的官方微博总计已达 3.75 万个。在

政务微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政府新闻宣传体制、舆情应对

机制的改革，体现了政府对新媒体渠道的重视，以及建设

新媒体平台、加大舆论引导力量的决心。 

1.2  从内容到方式——创新政府公共服务范围、扩大政府

公共服务功能 

在政务微博中，表现最抢眼、具有较高的关注度和影

响力的是公安微博。以新浪政务微博为例，公安系统的微

博占据政务微博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如“公安部打四黑除四

害”、“平安北京”、“广州公安”、“平安中原”、“警民直通车

——上海”等都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这些政务微博获得高

人气的关键就是其从传播内容到传播方式上的创新。传统

的政务沟通内容只局限于信息传达、新闻宣传，而政务微

博的传播内容不断扩大，演变成一个综合信息服务平台，

并走向系统的微博问政，各级政法机关通过微博收集网络

民意、回应公众诉求、受理信访举报的例子不胜枚举。以

新浪公安微博“平安北京”为例，除了提供传统的案例报道、

公安活动介绍、先进人物宣传等信息外，更开通了与居民

生活息息相关的多个服务栏目，比如“安全课”（提醒居民

日常生活中可能引发安全事故的诱因，并针对此介绍防范

措施）、“天气预报”（向北京市民提供当日的气象信息、汽

车当日限号等）、“出行提示”（第一时间提供北京市最新路

况信息及出行提示）等栏目。此外，在信息沟通方面“平安

北京”开通了“平安北京直播间”栏目。在栏目选题设置中，

引入网友意见和建议征求机制，组织网友对备选选题进行

公开投票，根据结果组织策划活动，实现“我说什么您做

主”；改变以往网上互动的单一模式，将现场互动与网上互

动结合起来，如在预防煤气中毒宣传中，实时报道社区民

警入户检查，穿插介绍防范知识。 

1.3  由效率到品质——提升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轻骑兵 

政务微博作为信息服务平台能够缩减政府公共服务的

程序，公开、透明的网络环境能够敦促政府提升公共服务

绩效和服务品质，推动政府从等待事件发生到主动寻找问

题，解决问题转变。特别在危机事件中，政务微博和传统

媒体的联动使政府迅速获知信息，传达政策，掌握危机事

件中的主动权，大大提升了政府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例如雅安地震中，四川本地的政务微博通过及时、快速、

全面的灾情、物资、援助的信息发布，聚合举国能量，捍

卫灾区生命线。 

另外，政务微博在发布形式上也积极运用网络语言，

体现出人格化、口语化、务实、亲民的特点，为政府公共

服务增加暖度。特别是人们传统思维中与亲和扯不上关系

的公安、司法机关，通过微博走进百姓生活，重塑社会形

象，加强了公、法机关的认同感和公信力。这些创新扩大

了政府公共服务的内容和范围，大大增强了政府公共服务

功能，同时也是新时期我党群众路线与时俱进的体现。 

2. 从主体变革到观念变革——政务微博发展中的短

板 

政务微博作为一种新媒体，为民众提供了一个更加便

捷、开放和多元化的平台，增强了民众的话语权，在政府

公共服务中的力量日益凸显，然而它同时也是一柄双刃剑。

声音多样化、信息源多元化以及社会问题本身的复杂多变，

也使政府公共服务的难度加大。2在发展过程中，政务微博

难免出现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体现出“空心化、形式化、名

利化”的短板3，以新浪微博 14 年 2 月采集的数据为例，在

法院微博中，发布数量最多的“公正肇庆”与数量最少的“沈

阳中院”之间的数量差距达 460 多倍。在公安微博中，这一

比例约为 42 倍。究其根本还是观念的问题。 

2.1  改变心态，下到服务“第一线” 

政务微博的兴起实际上是一种新型民主形式创新，要

求政务机关人员改变原来高高在上的心态，下到服务“第一

线”的位置；改变应对危机事件时“重态度、重表彰、避言

原因、慎言结论、最后报进展”的传统工作思路，适应网络

传播环境和传播特点，积极回应，快速处理，透明公正，

在第一时间化解危机，引导舆论。2011 年南京出台《关于

进一步加强政务微博建设的意见》，意见中明确规定：对于

灾害性、突发性事件，要在事发一小时内或获取信息的一

小时内进行微博发布。只有这样才能被这个传播环境所认

可。 

2.2   真诚、公正、平等、高效 

面临突发事件时，由于少数媒体记者或网民的出位，

                                                        
2 张蓉 郑克强，试论微博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的作用，江西社会科

学，2011（10） 
3 冯荣刚，熊小刚，新媒体语境下政府部门公共服务模式的挑战

与创新——以政务微博为例.江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3）:127-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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哗众取宠，个别媒体片面不实的报道对政法机关的正面形

象产生巨大的破坏力。此时，政务微博的回应稍有不慎就

会成为新一轮民愤的激发点，致使谣言和猜测泛滥成灾，

造成不可逆转的恶劣影响。因此，只有尽可能发布全面、

权威的信息，并且态度真诚，才能在舆论引导中发挥其正

面作用。 

2.3   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 

政法宣传工作在开展工作、满足公众知情权的同时，

应该注意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不能端架子，也不能哗众

取宠。应对突发事件时，更应该谨慎，选好角度，充分体

现对当事人基本权利的尊重和对社会主义法治权威的维

护。在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的问题，尽最大努力解决民众的

合理诉求，避免谣言扩散，掌握舆论主动权，最大限度地

化解或减少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有效应对突发事件。

正如习近平在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

中指出的，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

进网络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

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握好网上舆

论引导的时、度、效，使网络空间明朗起来。 

3.   政务微博的管理与发展 

3.1  实现政府权利下授至“沟通第一线” 

政府从管理型到服务型变革的关键是权利的下授。政

务微博作为政府民众的沟通第一线相当于多元化、全方位

的民众触点，如同一个全功能的柜台，通过政务微博实现

多种形式的权利下授，可以帮助政府更快更好的完成公共

事务处理，探查民意，建立“顾客”关系。因此，发展政务

微博也应注意系统推进政府新闻宣传体制的整体改革，加

强各部门，特别是加强公、法系统对新闻宣传工作的认识

和力度，提高整体媒介素养，明确责任，建立专业微博运

营团队，切实把权利下授，重视公共事件的解决方法和治

理效果。 

3.2  深化创新、整合服务 

政务微博作为政府电子政务的一部分，深化创新和服

务整合是关键。一方面是打通纵向链条，以微博微基础建

设全媒体平台，通过和媒体互动，利用各种终端，实现网

络问政的全面覆盖；一方面是横向联合，通过大型政务微

博群实现区域“集团效应”。例如上海市政府就是这方面典

型。上海市政府的官方微博——上海发布组成微博矩阵，

包括“警民直通车——上海”、“上海发展改革”、“上海商务”、

“上海教育”等市级委办局微博五十个；“浦东发布”、“上海

黄浦”、“上海静安”等区县政府微博 17 个；“上海工会发布”、

“上海供水”等主要社会群众团体、公共服务机构、国有企

业微博 15 个。在“上海发布”的统领下，政府机构及官员均

开设微博，官员的参与度普遍比较高，公、法系统微博活

跃度高，在微博平台上打通了不同政府机关之间僵化的行

政壁垒，促成机构间的合纵连横，大大降低行政成本、交

流成本和信息损耗，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能够更好的

统筹调配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利用人力、财力、物力。 

3.3  加强政务微博绩效评估与监督 

政务微博的长效发展还需要加强绩效评估，进一步建

章建制，包括政务微博信息发布的审核、信息内容的规范、

信息服务范围的确定和网上办事流程的建立。优质政务微

博要求专业的微博管理团队，使微博管理常态化、科学化。

在考核中还可考虑将政务微博服务效果纳入政府机构部门

绩效考核中，加大政府机关对其的重视度。另外，政务微

博还需主动倾听民众的声音，需要有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对

其进行监督。 

当前，创新政府公共管理已经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共

识，作为政府公共治理的新平台，政务微博在短短几年内

已成为“官民对话沟通的喧嚣广场”、“化解分歧、弥合裂痕

的桥梁”，成为“修复公信、凝聚民心的粘合剂”、“新时期贯

彻我党群众路线的一线阵地”。4政务微博发展任重而道远，

它不止是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部分，还承担着民主政治建设、

引导社会舆论、建构意识形态的任务，对推动公、法变革，

建构政府公共服务模式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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