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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Internet and new media are also developing 

rapidly.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gin to use new media to assist their own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media, the new media has larger capacity, the carrier has been updated, the interaction is stronger, 

and the timeliness is faster.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work has some shortcomings that are hard to make up, but the 

emergence of new media just solves this problem. With the assistance of new media, the administrative workflow has 

become simplified, the efficiency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efficien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system has been greatly improved,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ping to help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etter carry out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with the help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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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最近几年，科技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互联网和新媒体也随之快速发展着，各高校开始运用新媒体来辅助自身

的行政管理。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相比，它具有更大的容量、载体进行了更新、互动性更强了、时效也更快

了。传统的行政工作有一些缺点难以弥补，但是新媒体的出现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有了新媒体的辅助，行

政工作流程变得简化，行政管理的效率得到了大大的提高，高效的行政管理体系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完善，这

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本文对高校的行政管理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希望能够借助信息化的手段，帮助高校更

好地进行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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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校在进行行政管理过程中运用新媒体的

必要性 

新媒体是互联网时代衍生出来的一种新型的媒

介方式，他正成为现在应用最为广泛的一项工具。新

媒体是一种媒介，通过移动通信技术以及数字互联网

技术等向用户提供信息，新媒体具有双向化、个性化

以及传播速度实时化的特点。目前新媒体发展速度很

快，其覆盖的范围很广，推广的成本低，渠道多。新

媒体智能化，它可以把行政事务信息化，你凭借其特

点进行互动教学，把传统的行政工作数据化、移动化、

便捷化以及系统化。这样一来，可以减少办公成本，

还可以提升办公的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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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行政管理过程中新媒体实际应用情况 

2.1.行政办公方面 

在文件传递方面，以往传递文件是由专人按照一

定的工作流程进行传递，这样文件传递效率比较低，

文件内容时效性差。现在通过应用新媒体软件，在线

上进行文件的传递，即使相隔千里也只需几秒钟即可

实现上下传递，随时随地文件的签约者都可以阅读，

以及签批文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这样一来，

文件的处理效率得到大大的提高，文件的时效性较强。

对于新闻行业来说，新闻的时效性非常重要，有了新

媒体这一媒介，新闻的传播更加高效，甚至还能通过

监控系统来控制风险，防患于未然。还可以通过微信

公众号的一些服务模块，进行饭卡充值，水电缴费以

及学生考勤
[2]
。 

2.2.教学教务方面 

目前教育发展的主流有“微教育”以及慕课等，

凭借着新媒体的优势，深受教师以及学生的喜爱。这

种网上课堂比线下课堂时长短，只有线下课堂的一半，

有的甚至只有五分钟，这些教学视频以新媒体为载体，

供学生任意使用，学生可以随时随地，所遇的进行学

习。老师，把大量的教学视频放到网上，学生可以按

照自己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也可以采取直播的形式，

增加学生与老师之间的互动，在网上平台上还可以发

布一些测试，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3]
。录播的课程学

生可以事先下载好，即使没有网络，也可以观看，学

习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而且与传统教学方式相比，

非常新颖，教学的创意感得到增强。 

2.3 在学生管理方面的运用 

高校在实行行政管理的过程中，姜新媒体运用

到学生管理当中，主要是通过企业微信号等方式。

通过企业微信号可以记录学生的日常考勤以及相关

的奖学金、助学金等，学校也可以通过企业微信号

进行学生档案以及学生成绩记录等方面的管理。这

种通过新媒体的手段，记录学生的日常生活和相关

的活动可以极大地降低记录成本和管理成本。 

3.高校在行政管理过程中应用新媒体时所出

现的问题 

3.1.缺乏规范的建设标准，改进的进度缓慢 

在高校进行建设数字化校园的初期，其存在的主

要问题就是整体性不足，院校自主研发的信息系统与

第三方软件系统没有办法协调合作，这就需要不同的

平台来承载，导致多个平台并存，这样一来，院校管

理起来比较复杂困难。在建设初期，没有整体性，后

期就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改进。而且各

院校指导建设的领导人员自身的数字化专业技能不

高，难以科学合理地进行指挥
[5]
。学校对人事的管理，

主要侧重于教师的管理，技术人员的管理规定较少，

教师有职称竞争，但是技术人员没有这一竞争压力，

因此，高校信息技术研发团队发展缓慢。 

3.2.在新媒体使用中的安全隐患 

3.2.1.大数据信息安全隐患 

现如今，大数据已经遍及整个社会，信息化时代

的普及在校园中也同样重要。校园中几乎所有的信息

都在数据中心，因此，在共享信息的同时，对于信息

系统的防御和监控的保护也极为重要。信息化校园在

教学以及资料查询和管理方面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

往往这些便利后面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和漏洞，像校

园网的普及，为学生们提供了上网的便利，但同时也

让同学们的信息有被泄漏的可能。微信企业号的广泛

利用，方便了同学们的信息流通，但也有人利用非法

手段从中获取用户个人信息，导致数据丢失，个人信

息受到威胁。总的来说，我们在享受信息化校园带来

便利的同时，更应该注重其背后的隐患。像各种基础

设备，服务软件，硬件设备等无故障碍，都是数据中

心可能面临的风险。 

3.2.2.网络攻击安全隐患 

网络安全问题不仅在商业圈中经常出现，校园网

络安全问题也出现在大众的视野。虽然校园网络中并

不涉及国家机密或者商业机密等内容，但是，我国高

校是人才培养的集中区域，其中所涉及的课题，实验

项目等其中的信息价值也极为重要。因此，校园网络

的攻陷，也是一件极为严峻的问题。 

3.2.3学校宽带资源不太稳定 

校园网络主要依赖于当地的运营商，运营商的网

络运输速度决定了整个校园网络的稳定程度和运输

速度。而对于学校来说，人口较多，使用网络的人也

相对较多，使用网络的时间也相对较多。因此，拥有

一个相对靠谱和稳定的运营商对于整个校园网络的

正常运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就目前的调研结果来

看，大部分学校的网络是不太稳定的，造成这种不太

稳定的结果是由于大多数学校属于单一运营商垄断，

这一点需要改进。最重要的是由于技术的不断增强，

而 WiFi 的特性导致了许多盗用身份以及攻击防火墙

等现象的出现，严重的影响了同学们在进行新媒体使

用过程中的安全性。 

3.3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大多数是依赖于软件

的运营商，而没有自己的信息化建设系统，这样子会

造成信息化的技术水平较低。而市场上的软件运营商

种类颇多，如果学校没有一定的规划或者没有一定的

前瞻性，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就会导致购买的失误。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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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失误会给学校带来额外的金钱损失。如此之外，由

于信息技术的水平参差不齐，许多老师没有办法适应

这项新的技术，从而影响到整个教学的效果。这些由

于技术水平造成的损失，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4.针对新媒体使用的应对策略 

4.1.建立完善的管理机制和法律法规 

有法可依，违法必究，不仅现代社会需要法律的

维护，虚拟网络社会也应该有法律的维持。因此，各

高校可以发布相关校园网络安全建设的法律法规，帮

助新媒体建设和运行。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合理利用

网络信息平台，加强各部门对信息平台的维护。在新

媒体运行时，严格遵循，本校发布的法律法规以及国

家出台的相关网络安全的法律条文，形成本校独特的

网络安全法律体系，同时可以设立网络安全维护小组，

实时监督新媒体的使用。 

4.2.增强信息安全管理 

针对网络安全问题实时监控，提倡早发现，早维

护，确保问题能够得到及时解决，减少不必要的网络

安全风险。同时可以定期设立网络安全测试，对于信

息安全问题的处理设立严格的奖惩机制。还应该建设

相关网络安全维护团队，团队中应该有在建设，维护

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员，并且针对他们的薄弱环节进

行定期培训，在全方面提升他们的专业业技能。除了

以上外部因素，最重要的是新媒体使用内部因素的维

护，在各种网络设备中，用电安排，权限设置，和系

统配备等方面加强监督，在信息泄漏不良信息传播的

方面，应该加强防火墙的功能，以保证网络使用过程

中的安全性，同时在储存信息方面，可以策划多种途

径的储存方案，例如云储存等来保证信息的完整性。 

4.3 可以将 CIO 体制引入到新媒体使用当中 

首席信息执行官，其英文简称 CIO(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其主要的功能是负责参与学

校的信息战略规划。十三五规划当中，教育科技司司

长则表示高校在进行新媒体使用的过程中，应当引入

首席信息执行官制度。把这一项制度引入到学校的信

息管理中，有利于学校信息管理的然后运行也有利于

在技术层面上实现有效的沟通，使得学校的信息安全

得到进一步的保障。 

4.4 提升新媒体专业人士的素养 

新媒体不同于传统媒体，具有个体特性、广泛的

社会性以及主体性等特征，使得学习者必须要具有一

定的使用能力和判断能力。为提高新媒体在高校行政

管理当中的应用，也应当提高相关的新媒体人才的专

业素养。使得这些新媒体专业人才能够更加友好的进

行新媒体创造管理和互动交往。首先，在高校行政管

理当中正确的使用新媒体，就需要培养相关师生的新

媒体使用意识，使得相关的使用者能通过相关理论的

学习与一定实践的操作，迅速的了解到新媒体的使用

方法与操作手段，使得新媒体能够更好的服务于高校

的行政管理。其次，相关的自媒体专业人才需要拥有

终身学习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相关的使用人员要不

断的巩固自己已经学习的知识，并且在这种知识的基

础上努力的吸收新的知识，用新的知识与之前所学的

知识进行融合，然后能够更好的应用于工作和实践当

中去。 

4.5 加强对信息化人才的培养 

进行信息化人才的培养，就要求高校制定相关的

信息化人才培养的方案，包括培养体系以及培养的具

体内容的。可以从高校的信息化专业角度出发，与相

关的 it 企业以及相关的 it 行业，或者从事软件开发

和软件测试等企业或者行业建立一定的人才输送政

策，最好可以形成产学研研究基地，通过产学研研究

的方式进行一定的人才打造和人才培养。同时，在进

行相关人员培养的过程中，除了应当重视相关人员专

业知识上面的培养，还应当重视相关人员人格上面的

塑造，包括三观的塑造等，此外，还应当重视相关人

员的个性化发展。 

除了通过学校和企业合作以外，还可以使得学校

自己建立一支具有研发技术的教师队伍，使得该教师

队伍参与对外的相关新媒体信息化方面的研讨。通过

这类研讨会的形式，将本校的新媒体信息化队伍所学

到的知识，与外校的新媒体信息化队伍所接触的知识，

进行不断的融合和发展，从而形成一个更加严密、更

加具有逻辑性和更加能够实践的新媒体信息化专业

知识体系。 

其次，还可以建立相关的研究基金，这个研究基

金可以是通过国家财政或者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也

可以是通过企业的拨款，或者高校自建的基金池内的

拨款获得的。这一部分基金运用于腺载体信息化项目

的研究，可以给予相应的研究人员一定的资金支持和

资金奖励。 

最后，除了可以建立校企合作以及相关的人员培

养基金以外，还可以通过与政府合作。当然这一切都

是建立在拥有一个合理的法律法规的保障下，以及相

关的激励机制的作用下。因此，在进行信息化人才的

培养的过程中，应当注重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相关

激励机制的建立，通过这些完善的法规和相关的激励，

吸引相关的人才留下来发展。 

4.6 借鉴外国的新媒体在高校行政管理当中
运用的经验 

由于国外的新媒体在高校行政管理当中运用的

时间较早，因此，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我国

的新媒体技术运用在高校的行政管理当中，就可以借

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这种借鉴并不是全盘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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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而是经过一定的实地考察、观察美国以及欧洲等

发达国家，如何将新媒体良好的运用到高校行政管理

当中的技术手段，并且进行一定的总结。在进行了相

关的学习与总结之后，再将学习到的精华运用于我国

当中。在运用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采用先试点的方式，

试点的效果好，再进行大规模的推广，而不是一味的

想当然的直接进行大规模的推广。 

5.结论： 

在信息化互联网迅速发展的当下，作为信息最时

效化传播的媒体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大新媒

体竞相出现，新兴媒体正成为当今热潮。新媒体贯穿

在我们生活中，亦然也成了我们当今校园的一部分。

我们的教学学习方法及作息生活因新媒体技术的到

来也有了相应的改变，更加方便便捷，极其具有个性

化的充实我们的生活。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至

少有 8.02 亿网民，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 57.7%，国内

4G 网络覆盖率达到 99%。显然，在新媒体时代，院校

必须经过互联网＋及信息化教育来达到培养优秀信

息专业人才目标，不断引进新理念教育模式，创新开

放教育体系，从而推进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技

术及相关理念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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