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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

%%%基于大数据分析的视角
刘淑华!潘丽婷!魏以宁"

&摘要' 新媒体的迅速崛起与广泛应用# 对地方政府危机治理能力与政策传
播方式造成了挑战$ 论文运用个案分析法与社会网络分析法# 对天津爆炸事故
中的地方政府微博进行研究# 发现不同类型危机信息传播具有不同的网络传播
形态# 其中灾后恢复政策传播存在信息提供者子群& 信息转接桥梁子群和传播
放大器子群不同类型的关键节点群体# 三者在政策传播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并
认为# 地方政府在官微发布和政策信息传播方面依然面临较大挑战和短板' 地
方政府官微总体来看网络影响力比较低( 危机治理过程过分强调结果应对而忽
视过程应对能力的建设( 地方政府虚拟空间的危机治理政策信息发布和传播引
导能力与线下政策制定与实务治理之间缺乏协同( 虚拟空间传播网络三大子群
的分化裂变进一步挑战地方政府的危机治理& 网络发布与政策制定实施三位一
体的整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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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导论

*#世纪[#年代以来' 我国常态社会治理的衍生危机和危机处置过程中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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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危机频发' 公共危机成为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常态+ 与此同时网络*4# 广泛普
及' 网民数量飞速增长+ 特别是随着新社交媒体的发展' 网络空间为我国公众
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信息获取渠道( 交互沟通空间( 意见统一通道和力量集
结平台+ 再加上网民的公众参与意识逐步发展' 互联网' 特别是新生的社交媒体
成为了公众表达独立意见( 政府了解公众意志的独特通道与空间$刘淑华'

*#)$% + 网络的蓬勃发展与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攀升使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强大传
播威力在地方政府网络沟通和公共危机事件回应中的作用凸显$李放( 韩志明'

*#)+- 钟伟军' *#)"% +

我国对微博在危机信息发布和政府网络沟通的传统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聚焦以社会公众为主要信息发布主体的传播过程研究- 另一类则聚焦以中
央或全国性政务微博在危机处置过程中的作用研究为主+ 较少研究聚焦地方官
微并系统分析官微发布对地方政府网络沟通与危机处置的影响+ 随着国务院
*#)&年%月)*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
应的通知# 的颁布' 地方政府在未来的政务舆情应对中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

如何改善作为危机应对一线主体的地方政府在社交媒体时代的网络舆情应对能
力' 减少沟通不良引起的地方政府信任危机发生的频率将是未来我国地方政府
提升危机应对能力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聚焦天津)%,)** 爆炸事故' 通过系统持续的针对微博平台上地方政府官
微发布传播数据的挖掘和分析' 本研究动态重现了天津爆炸事件中公众对于八
种政府危机治理政策和治理行为的网上信息传播和网络互动的参与' 初步探讨
了地方官微发布过程中信息传播( 网民互动与网民意见网络进化之间的动态关
系+ 通过对信息传播( 网民互动( 意见统一网络核心节点特征的分析' 本文尝
试回答以下问题!

$)% 危机事件进化过程中地方政府官微政策信息传播网络具有什么特征.

$*% 危机信息传播网络特征给我国现代地方危机治理带来何种挑战和机遇.

二( 文献综述

随着X<I*4#理念的普及与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 基于社交网络服务的新型
互联网应用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传播信息( 沟通交流的重要
场所之一+ _./<I55J( S̀ @177<@( 微博和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兴起为各种不同类型的
信息传播提供了高效的途经+ 与传统方式的信息传播相比' 社交媒体上的信息
传播强调以个体的主动性( 参与性来进行信息的生产与传播' 从而形成了以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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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和共享为核心的传播模式$曹慧丹' *#)"% +

)一* 信息传播和信息传播模型

信息传播$G2P5@6.7152 E@5-.U.7152% ' 在目前的学术研究中有不同的表述方
式' 比如信息扩散$G2P5@6.7152 ]1PP;9152% ( 信息流动$G2P5@6.7152 _B5̀ % 等+ 信
息传播是指信息$包括数据( 新闻和知识等% 通过一段时间' 经过交互行为而
到达个体的过程$V5U<@9' *##"- .̂P.@.21<7.B4' *#)+% ' 它由传播者( 接收者
和传播媒介三要素组成+

目前的信息传播研究中已有一些经典的理论和模型' 比如独立级联模型(

线性阈值模型( 传染病模型和博弈论模型+ 这些模型主要从信息传播特性( 信
息传播最大化和信息传播的概率计算等角度出发' 进行定性和定量研究+

)二* 影响信息传播的因素

目前学术界关于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用户角度( 网络结构( 信
息内容等方面展开研究$O1.2U' *#)+% +

)a用户角色及其行为特征
一些学者从用户角色及其行为特征的角度分析用户对信息扩散的影响+ 一

般研究认为' 扮演)意见领袖* 角色的权威用户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具有重要的
作用' 可以通过用户认证( 用户注册时间( 粉丝数( 转发数和评论数等指标进
行测量+ 意见领袖在社交媒体中往往起到领导舆论风向的作用' 其观点更易被
公众接受并追随$聂颵等' *#)&- X:/J0;:9b\cT<1B' *##(- N.5<7.B4' *#)*%+

意见领袖致力于使公众接受自身观点' 公众在吸纳意见领袖的部分观点后更易形
成共识' 意见领袖越多则形成共识时间越短+ 可见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中充当了
)粘合剂* $O.B1B1' *#)"%+ 然而近来也有研究发现信息传播范围并不完全取决于
意见领袖和中心节点的作用+ 有的学者认为信息级联是否能够达到整个系统范围
很大程度取决于)隐藏的关键人物* $Q1==<2 G2PB;<271.B9% 而非意见领袖' 这些点
不是中心节点' 相反它们甚至是信息的防火墙$>.259<7.Ba' *#)"%+

*a网络结构
在社会网络分析中' 信息传播可以被视作由个体交互行为产生的网络' 信

息传播速度和影响范围受到网络结构的影响+ 网络结构可以分为微观( 中观和
宏观三个层次' 即节点( 社区和整体的网络拓扑结构+ 节点特征即用户特征在
上文已经进行介绍' 接下来将对社区和网络拓扑结构进行阐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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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通常被定义为网络中的若干个团' 团内节点的连接比较紧密' 团与团
之间的连接比较稀疏+ 在社交媒体中' 人们进行充满人类感情和长时间的公开
讨论而形成人际关系网络' 这种群体人际关系网络就是虚拟社区+ 一般研究认
为富有凝聚力和粘性的社区有利于信息在社区内部的传播$A1905@1<7.B4'

*#)+% ' 建立起社区之间的联系可以使得信息的传播由系统的局部范围扩展到整
体范围$K1II529' *##(- T<6.7d.=<0 <7.B4' *#)+% +

网络拓扑结构反映某个系统内部所有节点之间的关系' 在社交媒体中' 网
络拓扑结构通过用户的人际关系网络体现' 不同网络拓扑结构对信息传播的影
响不同+ 网络拓扑结构主要有规则网络( 随机网络( 小世界网络和无标度网络'

由于*#世纪[#年代以来' 学者们发现大量的真实网络既不是规则网络' 又不
是随机网络$周涛等' *##$% ' 真实网络具有小世界效应和无标度特性+ 社交网
络的小世界效应有利于信息在更广范围进行传播$X.779bH7@5U.7d' )[[%- 周涛
等' *##$- 夏承遗等' *##[- 宋晓龙' *#))% + 而社会网络的无标度特性可以延
长信息传播的周期' 使得信息存在更长时间$E.975@'H.75@@.9' *##)- 周涛等'

*##$- 黄格' *#)$% +

"a信息特征
信息本身的吸引力和价值主要受到信息内容的影响+ 有的外国学者根据活

跃期和对流行话题进行分类' 发现超过%$e 的都是头条新闻或持续性新闻
$ L̀ .J <7.B4' *#)#% + 有的中国学者对新浪上不同内容的微博转发次数作了分
析' 发现娱乐类微博通常被转发次数最高' 一般带有标签和连接的微博比较容
易受到用户的关注和转发$张赛等' *#)"% +

具有很强情感倾向的消息更容易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并得到传播+ 一些研究
表明负面的情感内容或者负面情绪$比如愤怒或焦虑% 能够引起人们的再传播
行为$><@U<@bA1BJ6.2' *#)*% + 情感在中国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可忽视'

有学者提出情感有助于竞争性的公共空间的形成' 空间的形成促进了公共参与
和公民舆论的产生+ 在公共领域' 利益冲突和情感争议( 社会矛盾都会暴露出
来$S52U' *#)$% +

)三* 信息传播对危机治理的影响

微博( 微信等社交媒体的崛起带来信息传播权的分散' 政府( 企业( 社会
团体( 公众人物和个人都可以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发布信息和引导舆论' 这
也给政府信息传播工作带来新要求$夏宝君' *#)+% + 社会传播格局的变化使政
府面临直接传播陷入)塔西佗陷阱* $S./17;9S@.-% ( 间接传播效力弱化和舆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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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控手段受到限制等问题$吴献举' *#)$% + 因此' 政府需要提高公众对政府传
播信息的信任度' 转变政府角色' 提高信息传播的透明度+

社交媒体新的传播方式引发了一场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革命+ 突发事件下
的信息传播涉及不同传播主体' 不同的主体在传播过程中担当不同作用+ 应急
管理的核心机制之一是信息的沟通和共享' 应急响应强烈地依赖于信息交换能
力和决策者依据收集的信息制定有效行动方针的能力' 而公众能够利用社交媒
体实现应急信息的生成( 交互和传播' 并为应急响应过程提供驱动力$ H7.@I1@= b

E.B<2' *#)#%+

有关突发事件中的信息传播研究可为政府提供参考和借鉴+ 从突发情况下
信息再传播的过程来看' 有学者的研究认为信息内容的情绪倾向跟转发量有较
强的相关性! 对于新闻性的消息' 消极的情绪能加速信息的传播- 而对于非新
闻性的消息' 积极的情绪有助于信息的扩散$Q.29<2 <7.B4' *#))% + 还有学者
分析了玉树地震和舟曲泥石流的新浪微博数据' 该研究认为' 消息的可信度(

吸引力( 提供者的专业程度( 消息展示的媒介种类数等对信息的转发量有正向
的影响+ 同时他们的研究还表明' 用户的专家特性有助于提高信息的可信度和
客观性' 专家用户的客观信息比主观信息更容易传播' 而对于一般用户而言'

结果则相反$M1; <7.B4' *#)*% +

图)!信息传播的三维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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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 目前影响信息和政策传播的因素主要有用户行为特征( 信息内
容和网络结构+ 已有文献对于信息传播影响因素的研究只关注单一维度的影响
因素' 考虑用户行为特征( 信息内容和网络结构三因素其中之一' 而忽略了网
民政策传播行为实际上是三个维度多重要素的互动影响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这
是目前相关文献不足所在+ 本文应用的社会网络分析在现有文献基础上' 综合
用户特征( 信息内容和网络结构三因素建立起三维分析框架$图)% + 相比于已
有研究只考虑单一维度' 三维的分析框架更为全面和立体' 有助于为政府处理
危机信息传播和舆情应对提供全面的政策建议+

三( 研究方法

根据新华社全文刊发的天津港)%,)** 瑞海公司危险品仓库特别重大火灾
爆炸事故调查报告' *#)$年%月)*日' 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天津港的瑞海国际
物流有限公司危险品仓库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后文简称天津爆炸事故% + 该事故
造成)&$人遇难$参与救援处置的公安消防人员))# 人' 事故企业( 周边企业
员工和周边居民$$ 人% ( % 人失踪$天津港消防人员$ 人' 周边企业员工( 天
津港消防人员家属"人% ( ([%人受伤$伤情重及较重的伤员$%人( 轻伤员(+#

人% ' "#+幢建筑物$其中办公楼宇( 厂房及仓库等单位建筑(" 幢' 居民) 类
住宅[)幢( *类住宅)*[幢( 居民公寓)) 幢% ( )* +*% 辆商品汽车( ( $"" 个
集装箱受损+ 截至*#)$年)*月)#日' 事故调查组已核定直接经济损失&%4&&

亿元人民币' 其他损失尚需最终核定$新华网' *#)&% + 本文选取)%,)** 天
津爆炸事故作为本文研究案例的原因是! 一方面天津爆炸事故造成了惨重的财
产损失和人员伤亡' 产生了严重的社会影响- 另一方面天津爆炸事故的突发性
以及其在微博上引发广泛的讨论' 对地方政府的危机处理和舆情应对能力提出
了严峻的挑战+ 因此天津爆炸事故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一* 数据收集

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 中央( 天津市和滨海新区政府采取措施进行抢险救
灾和安置安抚+ 从*#)$年%月)*日至*#)&年"月"#日' 天津市政府通过社交
媒体官方微博进行了信息公开及治理政策的公布' 与网民进行了多轮互动沟通+

本研究经过第一轮对地方政府微博的筛选后' 发现)滨海发布* )平安天津*

)天津发布* 和)天津消防* 四个微博的发布微博数量较多' 且参与微博评论
转发的网民众多' 因此在第二轮数据收集中聚焦)滨海发布* 等四个地方政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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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账号!

' 使用项目组开发的网络爬虫对四大官微发布的各类灾害治理政策及
信息根据设定的$ 组关键词在微博平台进行高频( 连续搜集抓取' 抓取频率为
)# ')$分钟' 每小时可处理" ### 条以上微博或其他社交媒体数据+ 然后研究
小组选取了截至*#)$年)*月& 日"转发和评论量均居前)# 位的地方政府政务
微博' 系统收集了地方政府通过官微发布的危机治理信息与政策' 分析了这些
信息在网上的传播形态与传播结构' 解构危机治理过程中政府治理措施和网上
沟通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截至*#)$年)*月&日' 本研究从新浪微博平台收集有效政务微博$# 条及
转发评论内容约*+[ &)* 条$见表)% ' 共抓取"" 项数据特征值' 包括! $)%

微博内容! S<f7( \@1U12.BS<f7等- $ * % 微博识别信息! AG]( G]( E.@<27等-

$"% 用户识别信息! CG]( H/@<<2 T.6<( C9<@T.6<等- $ + % 微博传播特征信
息! M<?<B( S16<( V<-597N5;27( _.?5@17<( N566<27N5;27( _5BB5̀<@N5;27(

_@1<2=9N5;27等- $$% 用户特征信息! E@5?12/<( K<2=<@( N17:( g<@1P1<=等+

表)!四大地方政府官微有效发布数据基本分布情况
滨海发布 平安天津 天津发布 天津消防 总计

选取微博个数 )" )* )" )* $#

评论 % %[( ** $[+ ) (+& "+ $&" &( %##

转发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社会网络分析

本研究将地方官微发布视为由官微( 微博大g和普通微博用户组成的大型
动态变化的社交网络+ 因此本研究的数据分析以地方政府官微原始发布作为社
会网络原发点' 官微传播过程的最终转发或评论作为网络节点构建地方政府官
微发布8传播社会网络图+ 以微博信息作为节点' 微博之间的转发8评论关系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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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滨海发布* )平安天津* )天津发布* 和)天津消防* 微博作为研究对
象# 有以下原因' 一是四大官微代表不同行政级别和专业类型的政府微博# 具有一定代表性#

)滨海发布* 和)天津发布* 分别是事故发生地区政府和市政府微博# )平安天津* 和)天
津消防* 微博是专业的政府机构微博( 二是微博的样本量# 四大官微在事故期间发布微博数
量和微博转发评论数量颇具规模# 影响广泛$

本研究正式数据收集开始前首先进行了数据预收集# 发现整个天津爆炸事故微博传
播共有两个连续的传播高峰# 第二个传播高峰的结束时间在*#)$年))月*#日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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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边' 构成有向的信息传播网络+ 通过网络拓扑结构分析不同类型地方官微的
信息传播过程和主要影响要素+ 其中微博转发关系分为直接转发关系和间接转
发关系+ >转发Y的微博' N又转发>的微博' 即N

&

>

&

Y' 则N和>( >和Y

之间存在直接转发关系' N和Y存在间接转发关系+ 以下为转发数据分析步骤!

)a直接和间接转发关系获取! 直接转发关系来源于原始数据库的变量
)AG]* 和)EYVZTS* ' )EYVZTS* 表示信息的发出者' )AG]* 表示信息的接
受者' 在$#条微博中存在)"" *(%条直接转发关系+ 由于新浪微博的设置限制'

直接转发关系网络无法完全反映信息传播的实际影响' 因此在构建网络时需要
将间接转发关系考虑在内+

*a网络节点中心度的计算! 通过社会网络分析软件计算网络节点的点出度
$\;7-;7]<U@<<% ( 中介中心度$><7̀<<22<99% ( 散播者权重$Q;I9X<1U07% ( 集
合者权重$Y;705@17:X<1U07% +

"a关键节点选取和分类! 关键节点是指对信息传播起到重要作用的微博'

可以利用网络的结构属性对关键点进行识别+ 首先分别筛选出在点出度( 中介
中心性( 散播者权重和集合者权重占据前) 8(位置的微博' 将+组占据前) 8(位
置的微博进行合并形成关键点名单+ 其次' 根据点出度( 中介中心性两种结构
变量和微博内容' 将关键点分为三类! 信息提供者( 传播放大器( 传播转接桥
梁+ 信息提供者是指微博用户不仅转发原始微博' 还多以评论的形式添加新的
信息' 并在较大范围的微博用户中产生影响力' 得到广泛传播- 传播放大器是
指微博用户仅仅转发原始微博' 不添加评论' 依靠自身的粉丝基础使信息传播
到更大范围- 传播转接桥梁是指在信息传播过程中扮演沟通中介角色的微博+

关键点的分类有以下指标!

$)% 对关键点的点出度( 中介中心性( 散播者权重( 集合者权重进行标准
化处理-

$*% 点出度的标准分大于或等于#' 且微博内容非)转发微博* 时' 则是
信息资料提供者-

$"% 点出度的标准分大于或等于#' 且微博内容仅为)转发微博* 时' 则
为传播放大器-

$+% 中介中心性的标准分大于或者等于#时' 则是传播转接桥梁+

!!

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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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发现及其讨论

)一* 地方政府官微信息发布类型及传播趋势

)a天津爆炸危机事故官微发布阶段划分与传播趋势
依据天津爆炸中地方政府官微发布个数和整个事故进展不同阶段的公众参

与度和传播效率差异' 我们以天津爆炸发生时间% 月)* 日*"!"# 为参照点' 将
时间划分为爆炸发生后(*小时( 爆炸发生后)+% 小时和爆炸发生后一周以及爆
炸发生一个月和一个月之后五个阶段$见图*% ' 分别观察四个地方官微在不同
阶段的信息发布类型( 传播趋势和传播效力!

图*!四大地方官微转发总量折线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第一个阶段是爆发期' 时间为% 月)* 日*"!"# 至% 月)$ 日*"!"# $见图
"% + 爆发期四个地方官微原创发布占了所有最受关注官微发布的&%e' 以情况
通报和救灾宣传为主' 分别占比*&e和)%e' 其次是谣言治理( 情绪安抚和信
息分享' 最少是降低次生灾害和市民自救+

第二阶段为高峰期' 时间为%月)$日*"!"#至%月)[日*"!"# $见图"% '

该阶段微博转发数量增长速度明显+ 高峰期间' 地方官微新增原创微博)*e'

救灾宣传类和谣言治理类保持稳定增长态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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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方官微首个传播高峰转发数量折线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截取天津爆炸事故发生后一周内的微博转发数折线图可以发现*#)$ 年% 月
)"日凌晨)!+"' )天津消防* 作为首个地方官微发布首条情况通报微博确认爆
炸事故的发生' 网民随即进行大规模转发与评论+ 在危机发生后的三天时间内
$%月)* ')+日% ' 不仅地方官微集中进行了大量情况通报类和救灾宣传类原发
微博' 网民也进行了大量转发和评论+ 其中)天津消防* 对应急救援进展的通
报最受网民的关注+ )天津发布* 作为省级政务微博' 其对事件环境影响( 伤亡
情况的通报也有一定的关注+ 从)+日)&!+# 现场明火被全部扑灭之后' 网络受
众传播与关注重点数量上和重心分布上开始呈现幂率递减趋势' 慢慢由简单的
对情况通报和救灾进展的关注向事故原因( 责任主体和空气污染和水质检测等
问题重心偏移+ 而伴随着天津市政府)+ 日首次召开的新闻发布会结束之后' 网
民害怕的情绪逐渐平息' 开始逐渐理性反思事故本身+ 首先网民担心事故后续
带来的环境污染' 其次对事故暴露的问题进行反思' 抨击新闻发布会未回应公
民诉求' 怀疑地方政府官员和涉事企业存在勾结' 要求对事故进行彻查+ 此外'

有媒体报道了)受损房屋* 房贷照还的新闻' 引起网友的强烈关注+

第三阶段为停滞期' 时间为% 月)[ 日*"!"# 至[ 月* 日*"!"# $见图+% '

该阶段微博转发数量增长缓慢甚至出现停滞状态' 衰减速度加快+

第四阶段为二次爆发期' 时间为[ 月* 日*"!"# 至[ 月)# 日*"!"# $见图
+% ' 尽管该阶段的转发数量增长速度远远不如第一阶段' 但相比第三阶段' 该
阶段由于)滨海发布* 的两条富有争议性的灾后补偿政策类信息的发布带动了
总体转发数量的显著增长+

#!

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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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地方官微第二个传播高峰转发数量折线图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数据内容分析显示' )滨海发布* 的恢复政策初期发布并未引起网民关注和
积极参与' 只有少数官微账号进行了转发' 因此初期传播效应非常不明显' 表
现在折线图上几乎边际传播增速趋近于无+ 由于初期政策传播效应不明显' )滨
海发布* 于[月*日对自己的发布进行了二次转发+ 出乎意料的是二次转发由
于非大g微博用户)西风残照汉陵阙* 的长篇批评性评论被大量转发和附议'

引发了针对地方政府灾后房屋修复补偿政策最为严厉的批评和网民的广泛参与'

形成了天津爆炸事故地方官微无心驱动下的第二个传播小高峰+

第五阶段为衰亡期' 时间为[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在经过
短暂的二次爆发期' 微博的转发陷入静默期' 相关官微发布总量增长速度非常
慢' 转发和评论边际呈递减趋势明显+

*a地方官微广泛关注的危机治理信息发布类型
从四大地方官微政策信息发布的转发评论情况来看' 各官微发布的政策信

息相关微博的总体转发量和评论量都不是非常大' 单个微博的最大转发量都未
超过十万$见表*% + 比较而言)平安天津* 和)天津消防* 虽然总体转发量相
对较大' 但深度类型分析显示这两类地方官微被广泛转发的信息集中在救灾宣
传和情况通报类' 这一方面显示了地方官微在情况通报和权威信息发布上的独
特地位和重心选择+ 但另一方面相比网络大g动辄百万的转发评论量确实彰显
了地方政府官微在社交媒体沟通交流权威地位上面临的困境和尴尬+

从四大地方官微发布中得到广泛转发评论的政策信息发布内容来看$见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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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分为降低次生灾害( 情况通报( 情绪安抚( 市民自救( 信息公开( 救灾
宣传( 谣言治理和灾后恢复政策八大类危机治理政策信息' 其中情况通报和救
灾宣传微博得到最多的转发和评论+

表*!四大地方官微不同类型有效发布转发数量分布情况
转发 滨海发布 天津发布 平安天津 天津消防 总计

降低次生灾害 ) &(( # ) %%[ # " $&&

情况通报 ) $)% " ##( " *)$ $[ )$& && %[&

情绪安抚 + *(* +(& # # + (+%

市民自救 # $[# # # $[#

信息分享 # ) %+) % $"& # )# "((

救灾宣传 # # &" #&* *" #%# %& )+*

谣言治理 ) %&+ # + +)[ *(+ & $$(

灾后恢复政策 * ["& # # # * ["&

总计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表"!四大地方官微不同类型有效发布评论数量分布情况
评论 滨海发布 天津发布 平安天津 天津消防 总计

降低次生灾害 ) &&& # ) (#$ # " $()

情况通报 " %(* ) )+& ) )&" *# [(* *( )$"

情绪安抚 ) %)$ )#$ # # ) [*#

市民自救 # ))" # # ))"

信息分享 # "%* +(& # %$%

救灾宣传 # # )" (#$ )" )*) *& %*&

谣言治理 $(& # $ $+$ +(# & $[)

灾后恢复政策 (&% # # # (&%

总计 % %[( ) (+& ** $[+ "+ $&" &( %##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a地方官微广受关注的政策信息的主要传播形态
情况通报类是唯一一类四大地方官微都不同程度参与的信息发布类型' 也

是事故发生的后(*小时内各地方官微发布的重心+ 其中)天津消防* 所有被大
量转发评论的微博发布全部都出现在这一阶段+ 这显示了我国自*##" 年抗击非
典之后灾情通报慢慢已成为应急处置机构和政府危机应对的标准化流程之一'

为社会公众了解危机进展和参与公共事务讨论提供了基本的数据基础+ 同时也显示
了专业应急管理机构官微与行政部门官微在危机管理领域的不同分工和重心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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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天津消防# 首条情况通报微博传播形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从传播形态上来看' 以)天津消防* 最受关注的首条情况通报发布为例
$见图$% ' 这类信息发布传播形态主要呈现)波纹式* 形状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蔓延' 其传播轨迹呈现为以官微原始发布为中心' 像水波一样不断向外延伸'

边缘密集互联' 呈现出像毛绒绒的聚集状' 微博的转发和评论量迅速增长的同
时' 边际增长率呈迅速递减趋势+ 这显示了这类危机信息发布通常被网民视为
无争议性公共议题' 除了正面的意见反馈和支持外' 没有明显的意见参与' 特
别是负面意见反馈' 大量网民参与以转发和点赞为主' 因此整个官微主导的传
播随着参与讨论人数的不断增长而均匀的向外扩张' 最终随着衰减的速度加快
而完全停止+

总体发布数量最多并得到网民广泛关注的第二类政策信息发布集中在救灾
宣传上' 如)平安天津* 在*#)$年%月)$ 日发布的救灾宣传微博! ) h一线直
击h冲天火光照亮了他们无畏的身影' 惊天爆炸定格了他们年轻的生命' 灾难来
临他们选择了前进' 使命面前他们忘却生死+ 天津市公安局用大量一线资料'

真实记录了在/%,)*0 特大爆炸事故中消防战士( 公安民警舍生忘死( 救灾助
困的英雄事迹+*

!

)天津消防* 和)平安天津* 两大官微主导了这类信息公开+

两个官微发布居政务微博转发评论量前)# 位的微博中' 这类信息发布差不多占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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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总发布数的一半' 并主要集中在事故发生后的)+% 小时内即高潮期内+ 宣传
对象上' 尽管两大官微本来的定位不同' 但两者的宣传对象却都集中在消防官
兵的悲情救援上' 既包括了对消防官兵救援激情的渲染' 也包含了救援成果的
积极宣传' 同时对救援官兵及其家人的牺牲进行了肯定和宣扬+

从传播形态上来看' 救灾宣传类官微发布的传播形态接近)蒲公英* 形状
$见图&% ' 与波纹状传播比起来' 救灾宣传类不再是单一传播中心' 相反' 其
他官微和大g账号加入正能量的传播序列' 从而形成多个官微和大g账号为中
心但是传播方向和网络增速较为一致的传播形态+ 以)平安天津* 发布的消防
员无畏精神的宣传微博为例' 一经发布即成为)平安天津* 转发评论量最大的
微博+ 先后得到了)环球时报*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 )新浪天津* 等偏官方
色彩的大g账号的转发评论' 而这些大g账号又分别引领自己的粉丝形成独立
社区子群+ 由于网民反馈相对比较正面' 依然以转发和点赞为主' 因此官微主
导相对圆润的传播形态并未被破坏+

图&! "平安天津# 救灾宣传微博传播形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在事故发生)+%小时和停滞期内另外两类受到广泛关注的官微发布集中在
谣言治理与情绪安抚两方面+ )天津消防* )平安天津* 和)滨海发布* 都针对
不同的谣言进行了澄清' 同时向公众通告了对于谣言制造者的制裁和处理措施+

值得注意的是' 在转发和评论量居前十位的官微发布中' )天津发布* 作为地方

'!

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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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官微发布喉舌' 其在信息分享和情况通报类的作用得到了公众的集中参与'

这确实显示了其作为地方主要社交媒体账号的权威性+ 不过其在其他各类政策
信息发布的表现平平' 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和积极参与+

从传播形态和过程来看' 谣言治理和情绪安抚类信息发布的传播过程相对于
前两类信息的传播过程和形态开始发生变化+ 不但传播时间延长' 个人非大g

用户参与程度也不断增加+ 不同于前两大类官微发布的是' 原始官微发布传播
过程中' 在个人非大g用户主导下开始形成少量与原始微博基调不同的公众评
论' 且得到了广泛传播' 在传播后期开始形成了以个人非gGE微博用户为中心
的传播子群+ 不过这类传播子群参与的微博用户数量尚未形成大多数' 未改变
官微传播的意见主导基调+ 以)滨海发布* % 月)" 日发布并在% 小时内被大量
微博用户转发评论的情绪安抚微博的传播形态为例' 尽管在传播中前期' 多个
官方微博与影星李易峰等网络大g进行了转发或相对正面8中性的评论' 传播形
态接近蒲公英状$见图(% + 但)复旦大学冯玮* 发布的质疑)正确的废话* 的
微博在官微发布传播末期激起了一轮新的传播小高潮并得到大量网民支持+ 原
始较为圆润的传播形态开始发生变化' 出现短暂的)拖尾* 现象' 这表示传播
开始出现不同意见基调' 在官微主导的传播网络边缘开始出现新的小子群' 从
而较小幅度地改变了原始传播形态+

图(! "滨海发布# 情绪安抚微博传播形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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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最大的一类政策信息官微发布集中在灾后恢复政策的颁布实施和转发
评论上' )滨海发布* 完全主导了这类信息的发布并得到大量网民的积极参与'

网络评论与不同意见急速增长+ 其先后在*#)$ 年% 月底和[ 月* 日的两次灾后
恢复政策发布都引发了网民的强烈不满和批评' 如)滨海发布* 于*#)$ 年[ 月
* 日*"!#*发布的灾后恢复政策微博! ) 1受损住宅处置协议共签约+ "%)户' *

万元奖励截止到[月"日*+时2 h情况通报滨海在行动h截止今天$[ 月* 日% '

天津港/%,)*0 事故受损住宅处置协议共签约+ "%)户+ 对[月"日*+时以前
签约的给予*万元奖励' 超过这个时间签约的' 不再享受这一奖励政策+*

! 这
一方面显示了)滨海发布* 作为事发主管行政区危机治理政策信息发布渠道的
权威性' 同时也显示了公众对补偿恢复政策这一主题的强烈关注+

从传播主导权上看' 恢复政策类官微信息的发布传播过程不再受制于官微
和大g用户的意见基调+ 非官微非gGE微博用户首次开始占据传播主导地位'

引领网民对官微评论和转发的方向趋势和社群聚集的重心重构+ 从传播网络结
构来看$见图%% ' 整个天津爆炸事故官微发布的传播过程中' 非大g用户首次
成为官微发布传播网络的中心+ 而由于此次事故与其他危机事故发生原因不同'

且财产损失几乎是建国以来安全事故财产损失最为巨大的事故之一' 而事故责
任主体也主要为企业主体而非国家主体' 因此财产补偿和恢复政策是救灾结束
后网民的主要关注对象+ 同时由于受损居民和网民认为受损住宅补偿政策的制
定缺乏透明度和科学依据' 因此微博用户)西风残照汉陵阙* 主导的批评性意
见一经发布' 即逆转了原始的官微意见基调' 非大g的普通微博用户数量不断
加入并积极参与' 为整个信息网络持续提供多样类型的意见和信息' 整个信息
网络内涵越来越丰富+ 从传播时效上来说' 由于是非大g网络用户缓慢但持久
的信息发布( 意见讨论和行动联合' 其延续的时间比较长' 参与用户也比较多'

因此影响深远+ 从传播形态上看' )长尾* 效应首次出现' 整个传播呈线性并不
断横向延伸的形状' 这显示随着微博讨论话题的深入( 网民参与的深度和广度
不断拓展' 持不同意见的异议社区子群随着话题的深入而不断增长细化' 参与
讨论的微博用户也随之对话题了解得更全面' 参与成熟度也不断提升' 这些合
力最终共同改变了官微发布传播网络的主导意见基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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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滨海发布# 灾后恢复政策微博传播形态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地方官微争议性危机治理政策信息传播过程深度分析! 关键节点识别
与影响进化

天津爆炸事故危机应对过程中' 地方官微的情况通报( 情绪安抚( 救灾宣
传类等主要政策信息发布' 都得到了微博用户相对正面的传播' 整体官微发布
意见基调变化不大+ 只有恢复政策类信息发布出现了相对负面的传播' 整体传
播网络意见基调完全逆转+ 因此对争议类政策信息传播网络的深入分析有利于
了解地方官微类政策信息发布传播的主要影响因素和关键网络节点的形成过程+

分析透视传播网络的核心节点的结构形成和关键信息节点的核心内容对解析地
方官微和政策信息发布面对的挑战与机遇具有重要意义+

从)滨海发布* 住宅补偿政策微博关键节点特征分析可以看出' )滨海发
布* 关于住宅补偿政策的传播从首次发布开始到网民讨论高潮在官微发布平台
上迸发' 可以大体分为"个阶段!

第一阶段$官微原发主导阶段% ! % 月底)滨海发布* 首条关于住宅补偿政
策的官微发布后' 官微转发总量并没有明显增长' 从传播层次来看' 这一层传
播网络的节点也多为其他官微账号' 多数微博用户只是简单对原始发布进行了转
发' 因此构成了以滨海发布为中心的第一阶段' 转发数量低' 相对影响比较小+

第二阶段$发酵阶段% ! [月*日*"!#*分)滨海发布* 对原始微博进行了
二次转发' 一方面要求居民尽快与政府签订住宅补偿协议' 另一方面则规定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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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一定期限不签协议的居民将不享受奖励*万元的优惠政策+ [月"日*"!+) 微
博用户)西风残照汉陵阙* 发布了针对住宅补偿政策执行过程的长篇批评性微
博! )你逼国企员工签' 不签字就开除' 你逼事业单位签' 不签字就没未来' 你
逼刚下夜班的同事签' 不签字不许睡觉+ 你怎么不报道报道签署的过程呢. 你
怎么不报道报道那些被逼的走投无路一面哭一面签字的人们呢. 他们做错了什
么被你们这么欺负. 合理赔偿无辜者的损失不是一个国家政府应该有的基本担
当吗..*

! 该微博为整个危机信息网络提供了新的意见信息' 个人非大g用户
主导的危机政策信息传播基调开始发酵酝酿+ 而)胡戈* 等微博大g对这篇长
篇性批评微博的转发' 直接导致转发波峰开始攀升并在[ 月+ 日)$ 时左右形成
了相对密集的传播高潮+

关键节点中心度特征变化分析显示危机治理政策信息传播网络的节点用户
角色从发酵阶段开始分化裂变' 整个危机传播网络慢慢分化为由原始信息提供
者( 传播放大器和信息转接桥梁三大关键节点用户和普通微博用户群体共四大
用户群体+ 尽管三大关键节点用户在整个社交网络总体用户中占比不高' 但却
主导着整个危机政策信息传播网络的进化( 蜕变与发展趋势+

!!!信息提供者

!!!传播放大器
!!!

!!!信息转接桥梁

图[!三大子群转发时间间隔累计频率分布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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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恢复政策信息传播网络三大关键节点群体中既有)西风残照汉陵阙*

批评微博这样的原始信息提供节点' 虽然原本在微博平台上寂寂无名' 但由于
原创微博的犀利笔锋和系统完整的问题质询' 为相对松散的恢复政策信息网络
讨论提供了聚焦的视角' 提供了广大网民吸收( 理解和讨论协调的基础+ 也有
像网络大g )胡戈* 这样的信息转接桥梁' 本身并不为信息网络的进化提供新
的信息或内容' 而是通过个人强大的号召力不断推动粉丝和其他普通微博用户
对批评微博的大量传播转发及积极参与' 无形地引领个人为首的网络交流子群
的意见基调变化及引申发展' 从而加快推动整个网络的壮大和网民的参与能力
的成熟速度+ 而连接这两大关键节点群体的就是传播放大器用户子群' 这类微
博用户本身并没有很大的号召力' 但他们的社交网络中往往包含具有很大影响
力的微博大g+ 微博大g对原始信息提供者批评性微博的转发比较容易进入信
息转接桥梁子群用户的视野' 无形中提高了原创信息提供者的影响力' 成为后
者影响力提升的推进器+

就时间顺序来看$见图[% ' 总体上信息提供者子群出现的时间要稍早于传
播放大器和信息连接桥梁子群' 首先为微博讨论提供了原始素材+ 但三类子群
对)西风残照汉陵阙* 的批评性微博的转发都在*$ 小时内达到非常高的频率'

因此)西风残照汉陵阙* 的批评性微博在短时间内即迅速成为危机治理争议性
政策信息传播网络实际的中心节点+ 信息连接桥梁子群在转发过程中首先开始
衰减但衰减速度却非常慢' 事实上信息连接桥梁子群是三大子群中衰减速度最
慢且生命线最长的子群' 显示了正是由于这个具有很强影响力的网络子群的不
懈转发才使整个争议性政策信息转发网络的生命线不断延伸发展并推动公众参
与的进化成熟+ 相比而言传播放大器子群转发频率攀升最快' 迅速达到顶峰'

将信息提供者子群名不见经传的原始微博推至争议性政策信息传播网络的风口
浪尖+ 但是传播放大器子群衰减速度最快' 该子群在批评性微博发布约不到)##

小时后就开始停止生长' 显示了这一子群虽然传播能量很大' 但对单一话题的
传播兴趣并不持久或不能持续发挥影响+

第三阶段$高潮阶段% ! 三大关键节点子群的协调合作趋势在进入高潮阶段
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大关键节点子群的合作不但推动了整个官微发布政策信
息网络意见基调的变化' 同时也在此过程中完成了自身网络传播影响力的加强
和传播范围的扩展+

随着危机治理争议性政策信息传播网络的进化发展' 三大子群自身影响力
受单个危机治理争议性政策信息传播变化影响不尽相同+ 对于传播放大器子群
来说' 发酵期这个子群影响整个网络的方式主要依赖于其对自身社交网络中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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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发酵期和高潮期不同类型关键节点的标准化中心性对比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有影响力大g用户的影响来显示+ 因此从散播者权重指数的衡量上看这个子群
节点共同的特征就是散播者权重分值较高$见图)#% ' 即其社交网络中有比较
有影响力的重要节点+ 但进入高潮期后' 有很大一部分散播者权重值为负数'

但中介中心值比较高的网络节点成为了这个子群的成员' 加入了传播放大器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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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 这显示了长尾传播的争议性政策网络传播的特点' 即随着后期传播总量的
下降和衰减' 新的传播子群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网络结构对单个节点的依
赖增强' 因此尽管这些中介中心性值比较高的网络节点本身对其他微博用户或
有影响力的微博用户的影响不大' 但由于其在结构上成为了不同节点或子群的
关键连接节点' 因而成为了高潮期和其后网络传播放大器子群的关键成员+ 信
息提供者子群节点个数高潮期与发酵期变化不大' 但是从散播者权重和中介中
心性衡量的角度可以看出' 主要网络节点在高潮期的度量值都大幅上升' 显示
了)西风残照汉陵阙* 的批评微博在危机治理争议性政策信息发布网络上当之
无愧的领袖地位+ 信息转接桥梁子群中公众影响力较高的大g网络节点是整个
危机治理政策信息传播网络受益最大的子群+ 由于其转发了)西风残照汉陵阙*

的批评性微博' 其散播者权重和中介中心值在高潮期都大幅上升' 这标志着信
息转接桥梁子群中的大g用户在推动批评性信息广泛转发的同时' 自身影响力
也大幅提升' 不仅稳固了在自己的粉丝网络中的影响' 还进一步提升了在整个
政策信息传播网络中的影响力和地位+

五( 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随着国务院*#)&年% 月)* 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
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 的颁布' 地方政府在未来的政务舆情应对中改善
作为危机应对一线主体的网络舆情应对能力' 减少沟通不良引起的地方政府信
任危机将是未来我国地方政府提升危机应对能力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从天津爆炸事故过程中地方官微发布的深度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在
官微发布和政策信息传播方面依然面临较大挑战和短板!

地方政府官微总体来看网络影响力依然比较低+ 在天津爆炸事故治理过程
中地方政府广受关注的官微发布总量转发未超过*# 万条+ 且大量官微发布在整
个事故应对和政策发布过程中' 如果未出现公众质疑或者批评的声音则都会很
快地在微博平台上消亡+ 这一方面可以归咎于地方官微的总体影响力较低' 但
另一方面也暗示了地方官微可能在应对网络危机时缺乏对话参与意愿和应对能
力+ 主要体现为地方政府多把官微作为发布平台' 一旦完成原始政策信息相关
发布' 后续不再进行跟踪' 也未对微博用户的质疑和提问进行任何沟通+ 这种
应对态度不仅会进一步增强网民的挫折感和不满' 同时也会进一步挫伤公众与
地方政府对话的意愿' 进一步降低地方政府在政民对话中的权威性和地位+

危机治理过分强调结果应对而忽视过程应对能力的建设+ 我国传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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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比较强调危机本身及其直接影响的应对结果' 表现在天津爆炸事故微博发
布上' 无论是前期的情况通报还是救灾宣传' 都尝试将网络用户的注意力集中
在危机的直接影响结果应对本身' 尝试通过单向的信息通告来凝聚公众思维'

而忽视了网络舆论次生危机生成过程的跟踪应对和危机恢复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方面相对僵化正式的语言和固定的发布形式无法长时间保持网络公众的注意
力+ 另一方面'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 网络空间为我国公众提供了一个相对独
立的信息获取渠道( 交互沟通空间( 意见统一通道和力量集结平台' 网民的公
众参与意识不断成熟' 对政府危机过程应对能力要求进一步细化多样+ 这使得
无论是在关注重心上' 还是在对话沟通方式上' 地方政府官微发布都显得较网
民需求慢了半拍' 且面对网民连续( 尖锐( 系统( 统一的质疑和问题应对上都
显得较为力不从心+

地方政府虚拟空间的危机治理政策信息发布和传播引导能力与线下政策制
定与实务治理之间依然各自为战' 缺乏协同+ 官微在政策信息发布并引起网络
争议后' 并没有针对性的进行进一步信息发布' 更没有对日渐多样细化的传播
网络子群的需求( 角色定位和影响进行系统分析解读+ 无论是原始信息提供者
的系统质疑( 还是传播放大器子群成员的针对性推广( 以及信息转接桥梁群体
的广泛推动' 都似乎对地方政府信息发布和治理没有任何触动+ 这直接导致传
播网络开始裂变分化' 传播网络成员开始自我协调推动相关批评信息的广泛传
播' 不同子群也在危机治理政策信息官微发布过程中进一步成熟发展' 继社会
微博讨论空间地方政府话语权和公信力面临挑战的同时' 地方政府官微政策信
息发布的意见基调也进一步被网民重新定义+ 可以预期的是社交媒体对危机治
理和舆论网络的传播子群裂变驱动不会消失' 相反' 社交媒体上公众对公共事
务的讨论交流将不断地深化界定不同网络子群的角色和影响' 未来的官微发布
传播网络也将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网络子群裂变( 角色定义和定位成熟的影响+

虚拟空间传播网络三大子群的分化裂变进一步挑战地方政府的危机治理(

网络发布与政策制定实施三位一体的整合能力+ 单纯的公众舆论危机很少能够
在话题层出不穷的微博平台上绿树常青' 相反虚拟空间的舆论危机往往是实体
空间中部分治理能力缺陷的映射+ 表现在争议性政策信息发布和传播上' 地方
政府在发布了住宅补偿政策信息后推动居民签署补偿协议的方式广受争议' 才
引起了虚拟空间公众的集中讨论和公开质疑+ 而在舆论高峰发生后' 地方政府
却未就争议重点进行任何澄清和应对' 更未对补偿标准制定依据和补偿过程进
行任何透明公开的互动沟通+ 这些都间接助力了批评性意见基调在官微发布平
台上的广泛蔓延和快速传播' 使得地方政府在灾后住宅补偿和恢复治理上进一步

%"

地方政府危机治理政策传播与信息交互行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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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入了被动+

事实上' 从天津爆炸争议性政策网络的传播过程和三大子群的集合者权重
值上看' 整个危机治理争议性政策信息传播网络进化过程中各子群关键节点的集
合者权重值都非常低' 这显示争议性政策传播网络中并未形成权威的信息发布
点' 即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舆论领袖+ 尽管)西风残照汉陵阙* 的批评性
微博确实一经发布便很快成为整个传播网络的中心节点' 但该微博实际上反映
了公众针对争议性政策的一系列疑问和关注+ 但由于这一系列问题始终没有得
到回答' 而)西风残照汉陵阙* 此后也再未发声' 而推动整个网络不断发展的
关键性回答或进一步质疑并没有出现' 也就没有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舆论领袖+

如何及时了解政策信息传播过程中传播网络关键节点表达的公众的信息需求'

针对性地进行信息公开( 政民互动方式的重新设计和治理能力的提升是地方政
府重新取得自身权威信息发布地位( 定义官微发布基本意见基调( 将公众需求
与政策制定( 地方治理提升整合发展' 推动地方公共事务治理能力和治理方式
现代化的关键+

本文目前还停留在对地方政府不同类型政策传播网络的描述性特征上' 还
没有对影响政策传播的原因进行深入的分析' 这是本文不足之处' 也是研究的
下一步工作+ 项目组未来将分析政策传播网络的影响因素' 并在此基础进行建
模( 仿真和预测+

参考文献
滨海发布! *#)$ "a情况通报+滨海在行动a新浪微博' 077-

'

88̀<1I5a/568"##[(%%(&$ 8

N:O)N>&Li, P@56j-.U<k )##)#&"##[(%%(&$ k -@5P1B<b̀ ?@j&b65= j <̀1I5716<b7:-<j

/566<27a*#)(年)月)"日访问a

曹慧丹!*#)""a论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模式a新闻前哨# *#)"!+"

'

"" '"$a

黄格!*#)$"a复杂社会网络中舆情传播模型及影响因素分析a湘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a

刘淑华!*#)$"a大数据时代网络抗争治理%%%基于江苏启东事件的个案研究a中国行政管
理# (

'

)*) ')*$a

聂颵& 吕涛& 潘丽!*#)&"a基于用户相对传播能力的分层网络传播模型%%%以)平江火电厂
事件*为例a科技管理研究# )"

'

)&+ ')&[a

平安天津!*#)$"a首次播发真实记录%4)*保障事故救援现场a新浪微博' 077-

'

88̀<1I5a/568

")&"(%**)) 8N?g5$0]?0, P@56 j -.U<k )##)#&")&"(%**)) k -@5P1B<b̀ ?@j &b65= j

<̀1I5716<b7:-<j/566<27a*#)(年)月)"日访问a

宋晓龙!*#))"a突发事件的互联网信息传播规律研究a哈尔滨工业大学硕士学位论文a

吴献举!*#)$"a社会化媒体崛起背景下政府传播面临的挑战及对策a中州学刊# $

'

)&[ ')(*a

西风残照汉陵阙! *#)$ "a微博评论a新浪微博' 077-

'

88̀<1I5a/568)&++$([[$" 8N:HG"d<(l,

&"

#

专栏! 大数据与公共治理



公共行政评论*#)(年第)期

P@56j-.U<k)##$#$)&++$([[$"k-@5P1B<b̀ ?@j&b65= j̀ <1I5716<b7:-<j/566<27a*#)( 年)

月)"日访问a

夏宝君!*#)+"a社会化媒体中的政治传播机制与策略研究a网友世界# *)

'

))) ')))a

夏承遗& 刘忠信& 陈增强& 袁著祉!*##["a复杂网络上的传播动力学及其新进展a智能系统
学报# +!$"

'

"[* '"[(a

新华网!*#)&"a天津港)%+)**爆炸事故调查告a新华网' 077-

'

88̀`̀ a7,af120;.2<7a/568*#)&

'#*8#$8/k)))%##$**)a076a*#)&年&月*&日访问a

钟伟军!*#)""a公共舆论危机中的地方政府微博回应与网络沟通%%%基于深圳)$+*&飙车事
件*的个案分析a公共管理学报# )

'

"* '+*a

张赛& 徐恪& 李海涛!*#)""a微博类社交网络中信息传播的测量与分析a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

'

)*" ')"#a

周涛& 柏文洁& 汪秉宏& 刘之景& 严钢!*##$"a复杂网络研究概述a物理# "+!)"

'

") '"&a

><@U<@# OabA1BJ6.2# LaMa! *#)* "aX0.7A.J<9\2B12<N527<27g1@.B,a2)3$&#/)45#$6+"%&'

7+8+#$.9# +[!*"

'

)[* '*#$a

>.259# VaYa# >5@U<'Q5B705<P<@# OabA5@<25# Ra!*#)""aS0<V5B<5PQ1==<2 G2PB;<271.B912 70<

]1PP;9152 5P\2B12<G2P5@6.7152 N.9/.=<9a:02;#"# !.%+&.+# *!)"

'

) ')&a

N.5# Ta# M12# RaVa# H;2# iaQa# M.d<@# ]a# M1;# Haiabm;# QaAa!*#)*"aX019-<@'

S@./12U70<H-.7157<6-5@.BE@5/<995PG2P5@6.7152 ]1PP;9152 12 V<.BS16<a<$#&8#."%)&8)&

=%83#/%>#"%)& ?,)*@3"+$A$#@9%.8# )%

'

*&+[ '*&$%a

K1II529# ]aZa!*##("aG27<@5@U.21d.7152.BT<7̀5@J H7@;/7;@<9.2= ]1PP;9152 5PG2P5@6.7152 70@5;U0 .

Q<.B70 H:97<6aB*+$%.#& 2)3$&#/)403C/%.(+#/"9# [(!["

'

)&%+ ')&[*a

Q.29<2# MaLa#Y@?1=9952# Ya#T1<B9<2# _aYa# N5BB<521# ZabZ77<@# Aa!*#))"aK55= _@1<2=9#

>.= T<̀9YPP</7.2= g1@.B17:12 S̀177<@a,)**3&%.#"%)&8%& ,)*@3"+$? D&4)$*#"%)& !.%+&.+#

)%$

'

"+ '+"a

O.B1B1# Aa!*#)""aZPP</795PM<.=<@9.2= H5/1.BE5̀<@52 \-12152 _5@6.7152 12 N56-B<fT<7̀5@J9a

!%*3/#"%)&' <$#&8#."%)&8)4"9+!).%+"14)$5)-+/%&' #&- !%*3/#"%)& D&"+$&#"%)&#/# %[!$"

'

$(% '$%%a

O1.2U# RaNa!*#)+"a]1PP;9152 12 H5/1.BT<7̀5@J9' YA;B71.U<27E<@9-</71?<aD:::<$#&8#."%)&8)&

!18"+*8# +$!*"

'

)[% '*)"a

L̀ .J# Qa# M<<# Na# E.@J# QabA552# Ha!*#)#"aX0.719S̀177<@#.H5/1.BT<7̀5@J 5@.T<̀9

A<=1.,aG2 0$).++-%&'8)4"9+)["9 D&"+$&#"%)&#/,)&4+$+&.+)& E)$/- E%-+E+CFT<̀ R5@J' YNA

E;IB1/.715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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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评论#

*#)(年组建专栏与投稿邀请函
本刊自创刊以来! 一直坚持以专栏的形式集中反映公共管理实践领域和

学科内的热点$ 重点问题以及引领学术讨论! 专栏已成为本刊的最重要特
色之一! 并深受各界的好评" 为集思广益! 博采众长! 本刊诚挚邀请在公
共管理领域学有专长的学者与我们一起组建专栏! 把此一品牌栏目办得
更好"

有组建专栏意向者! 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请提交拟组建专栏的计划
书! 计划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专栏主题$ 文章篇数$ 文章题目$ 作者简
介$ 交稿日期"

另外! *#)(年本刊较为关注的议题有# 公共管理理论前沿与新方法$

公共管理跨学科研究$ 国家创新$ 社会管理创新$ 财政政策$ 行政伦理$

绿色监管$ 精准扶贫$ 智慧城市研究$ 地方治理创新$ 环境治理问题$ 公
共卫生问题$ 信访制度问题$ 信息技术发展与公共管理$ 决策过程$ 重大
政策评估$ 工作&生活平衡$ 儿童福利$ 教育政策与教育管理问题! 等等"

欢迎各位学者能就以上议题或者其他重要议题为本刊组建专栏或赐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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