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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报告·政务微博研究

政务微博战略定位评估
——以“上海发布”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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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从现有的理论文献出发，对政务微博的战略定位评估模型进行了提炼；以新浪微博平台上的“上海发布”为研究案例，
从定量定性的角度考察了政务微博的战略定位；观察分析了公共参与程度在每个不同战略阶段显示出的特点和趋势；并
为当前政务微博运营的战略阶段目标及其发展策略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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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政务微博发展势头迅猛，目前国内的研究

的重要部分，认为政务类社交媒体必须走向“公民所在的

较多集中于政务微博的运营技巧，本文将重点分析中

地方”，提升公众参与程度是公共部门社交媒体的重要战

国政务微博的战略定位。以新浪微博平台上的“上海发

略。[1]Ines Mergel将社交媒体战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推

布”为研究案例，从定量定性的角度考察政务微博的战

送战略（push strategy）、拉动战略（pull strategy）和互联

略定位，观察分析公共参与程度在不同战略阶段显示出

战略（networking strategy），每一类型的战略特征详见表

的趋势，同时在理论上建立可供参考的政务微博战略定

1。从表1可以发现，公众参与程度在推送、拉动、互联三

位模型，探讨政务微博战略定位的阶段性目标。为推动

个战略阶段呈现出逐步深入的趋势。

政务微博运营目标多样化，达到“提升信息透明度、促

（二）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互动的三种模式

进公众协商和参与”的目的。

杜治洲认为，电子政务能否改善政府治理模式，很
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与公众互动的模式。[2]他将电子政

一、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尚缺少专门针对政务微博战略定位的系

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定义为三种模式，分别为管
理型、协商型和参与型。

统研究，本文将首先综合国内外对于社交媒体战略定位

在管理型互动模式中，信息通信技术主要是指一种

的研究文献和公共参与理论文献，以梳理出一个适合中

技术上的进步，可提高公共服务的速度效率，降低成

国政务微博的战略评估模型。

本，使信息更好地在政府部门之间横向流动，从而打破

（一）重塑政府2.0时代：公共部门的社交媒体战略

部门边界和层层节制。在协商型中，信息被看作是一种

Ines Mergel将社交媒体战略定位视作电子政府2.0时代

用以形成更好政策和提供更好服务的资源。政府可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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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部门社交媒体运营的三种战略类型和特征

过网络了解公众在想什么，可以知道公众对一些问题的

（三）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程度阶梯

看法，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与管理型模式相比，

Kingston阶梯被用来表示公众对公共事务的参与程

协商型模式包含了更多民主参与的因素。前两种互动模

度，它是基于决策过程中政府赋予公众权力的层次而进

式强调政府与公众的垂直交流，而参与型互动模式强调

行划分的，共分六层，底部三层为低层次参与，上部三

复杂的、平行的、多方位的互动。政府可加速政治讨论

层为高层次参与（参见表3）。[3]

与互动，但同时政府也是众多互动主体中的一个成员。

表3

公众参与公共事务程度阶梯

在参与型互动模式中，知识被认为是发散的、随机的和
变化的，并且是在互动过程中出现的。
同时，该理论将三种模式六个方面的特征进行了对
比（参见表2）。

表2

电子政务条件下政府与公众互动三种模式在不同维度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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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公众参与阶梯理论

（五）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与公民的三种关系

Sherry Arnstein在《市民参与阶梯》这部经典著

OECD（联合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在2001

作中提出了一个阶梯模型，她把公众参与规划的程度

年定义了政策制定过程中政府和公民之间的三种

比作一把梯子上不同的横挡，将市民参与的阶梯分为

关 系 ， 分 别 用 来 表 示 公 众 参 与 的 不 同 程 度 。 [5]第 一

八级，随着阶梯的上升参与程度也依次提高（参见表

种是以信息为基础的单向传递（information-based

4）。 [4]阶梯从低至高分别是：操纵（manipulation）、

one way interaction），政府扮演准备和发布信息的

解决（therapy）、通知报告（informing）、咨询

积极角色，公民被动接收信息；第二种是双向征询

磋商（consultation）、安抚（placation）、合作

（consultation），公民向政府提供反馈；第三种是积极

（partnership）、授权（delegated power）、公民控制

参与（active participation），公民与政府一起积极地参

（citizen control）。其中最低两层不包含任何公民参与

与政策制定过程，尽管最后的政策形成和最终决定权取

（non participation）；第三层至第五层是象征性的公民

决于政府。

参与（tokenism），权力仍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第六
层至第八层中公民权利分别不同程度地影响甚至决定政

对上文提到的五个理论和分析框架，我们将各个战
略分类和特征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参见表5）。

策走向（citizen power）。
表4

公众参与阶梯理论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新浪平台上的（http://weibo.com/
shanghaicity）“上海发布”作为研究对象。“上海发
布”是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公室的官方微博，也是上海地
区政务微博中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政务微博。自2011
年11月28日上线至今的5个月中，在政府微博影响力排

表5

各理论框架使用的战略分层和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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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榜上稳坐第一宝座。[6]“上海发布”是上海市最高级

所表现出来的角色定位和微博战略定位阶段。

别外宣系统微博，与司法、公安、旅游等系统微博相
比，其内容涵盖更为全面，结论适用性更为普遍，对专
业性要求较小。“上海发布”自2011年年末上线以来，
在政务研究报告中较少被提及，缺乏专门的样本研究，

三、研究发现
（一）“上海发布”的微博内容包括发布型、互动
型和参与型

但就其巨大的影响力看，“上海发布”未来极有可能成

根据上文的政务微博战略定位模型，研究发现“上

为中国政务微博的运营典范。“上海发布”的基本信息

海发布”微博的内容包括发布型、互动型、参与型三种

详见表6（本文所有数据截至2012年4月30日）。

类型，这三种类型微博内容的数量和所占比例展示了微

我们整合文献综述所归纳的理论框架，综合社交媒

博发展所处的战略阶段（参见表8）。

体的特点，设计了针对政务微博的战略评估模型（参

发布型微博内容主要以两部分为主，一部分是推送

见表7），研究将根据此评估模型围绕“上海发布”开

新闻，例如“政策解读”“连接区县”等，另一部分以

展。

发布服务类信息为主，比如“早安上海”“交通快讯”

本文研究将对“上海发布”的微博内容根据定义进

等。“上海发布”已经形成了几个固定的发布型微博话

行分类，然后从表现形式入手，统计相关数据，观察其

题，例如“菜里乾坤”“上海新闻”“灯下夜读”等

表6

“上海发布”基本信息（数据截至2012年4月30日）

表7

政务微博战略阶段评估要素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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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上海发布”微博分类

等。发布型微博是政府发布信息和提供公共服务的新途

间，最后辐射到政府，网民的参与直接影响政府的关注

径。

并产生了最终的政策。

互动型微博内容表现为微博管理人员和粉丝之间进

（二）以发布型微博内容为主体

行的互动，主要以回答公众提出的问题和在线征询网民

我们又对上述三类微博内容的数量进行了观察统

意见为主，同时，新浪微博平台也为政务微博提供了进

计，统计结果显示（参见表9），发布型微博内容占全

行电子投票的可能性。互动型微博内容是三类微博中话

部微博的89%，是“上海发布”微博内容中最主要的组

题形式最多样化的。在互动型微博中，粉丝可以进行意

成部分；互动型内容较少，占全部微博内容的11%；而

见表达并得到政府的回应，政府也可以主动地向粉丝征

参与型微博内容仅有上文中提到的一例，共4条微博内

询意见，但这些互动一般不会直接影响到政策议程的制

容，其中三条是俞正声书记对于粉丝意见的反馈，另一

定。

条是最后针对此事进行的政策制定事宜的公开。

参与型微博在“上海发布”的运营过程中有一个典
型的案例，某网友将一封癌症晚期患者之子致俞正声书
记的公开信告知“上海发布”，从而引发的书记回信事
件。“上海发布”贴出书记对于此事反馈的同时，上海
市相关主管部门以此事件为契机，在全市17个区县设立
舒缓疗护病区关怀晚期癌症患者，并将具体措施发布在
微博上。在这个事件中，信息的传播首先是在公众之

表9

“上海发布”各类型微博数量及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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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互动型与参与型微博内容的影响力强、传播

“俞正声书记回信”为例，评论量高居榜首，转发量也
排名第二。在评论量前十的微博内容中，互动型微博内

力度广
虽然从数量上看，互动型微博与参与型微博数量

容占30%。这从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互动型微博内容的话

较少，但是其影响力仍然不容小觑。我们将“上海发

题本身是在粉丝中较受关注和有争议的议题，而参与型

布”截至2012年4月30日的所有微博内容进行了统计，

微博内容中政府表现出的姿态更是在粉丝中引起了史无

梳理出转发量、评论量排名前十的微博（参见表10、表

前例的热议。值得注意的是，互动型微博内容中的“微

11）。

调查”，即基于新浪微博平台的电子投票，虽然转发量

从表10、表11我们可以发现，互动型与参与型微博

和评论量并不高，但12次微调查的平均参与人数达到了

内容虽然占总数比例较少，但是其评论量和转发量都十

975人，这一数字也超过了绝大多数的发布型微博内容

分可观，传播影响力很强。以仅有的参与型微博内容

的转发和评论量。

表10

“上海发布”微博转发量排名前十的微博

表11

“上海发布”微博评论量排名前十的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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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上海发布”选择了形式多样的互动型话题

“上海发布”的所有微博内容（截至2012年4月30日）

研究发现，目前“上海发布”的互动型微博内容形

按日期（每逢5的倍数，例如5日、10日、15日等）进

式多样，有你问我答、微访谈、微调查、回应、紧急求

行了抽样，统计了各种类型微博内容的数量（参见图

助、回复、微问答等固定互动话题，同时还包括紧急求

2）。

助、两会关注等特辑，其中微访谈和微问答属于线上访

我们可以发现，发布型微博的内容总体上呈并不明

谈活动，你问我答、回复、回应等话题则是针对粉丝提

显的上扬趋势，每天发布的微博数量差别较大；互动型

问和反映的回复。

微博内容保持在每天零到一条，间歇出现的高点是由于

我们对所有话题的发文数量进行了统计（参见图

当天进行了微访谈或者微问答活动；参与型微博内容的

1），结果发现，占据超过半数以上的话题是微访谈。

数量维持在零线（参与型微博仅有一例，并未出现在抽

微访谈是由“上海发布”或者其他职能部门（委办局）

样中）。图２显示发布型和互动型内容未有明显的线性

发起的与民众之间交流沟通的线上访谈活动，每次活动

变化。

进行后都会产生数量较多的微博。
所有的互动型微博内容都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由
政府主动发起的意见征询和互动交流，例如微调查和两会
特辑；第二类是由粉丝（公民）主动引发的提问或意见反

四、讨论与分析
（一）“上海发布”目前处于发布型阶段，互动型
战略刚刚起步

映。针对这种分类，我们可以从统计中发现目前第一类占

根据本文整合的战略模型，政务微博的内容类型显

据主导，第二类数量仍然较少，互动型微博内容的话题选

示了微博所处的战略阶段。依据目前“上海发布”微博

择权仍主要掌握在“上海发布”的运营者手中。

内容的构成，我们可以判断其仍处于发布型阶段，以推

（五）微博内容没有明显的趋势变化

送新闻和发布服务信息为主，信息传递方式是政府对民

为了观察“上海发布”微博战略发展趋势，我们对

众的单向传递。从“上海发布”目前已经发布的微博来

图1

互动型微博各个话题微博数量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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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上海发布”三种类型微博数量统计

看，发布型微博已经日趋成熟，话题涵盖面广，既有传

参与方式，尤其是新浪微博平台提供匿名投票功能，对

统的民生和政策新闻，也有大量全面的服务类信息，包

参与者隐私予以保护，更加人性化。“上海发布”很好

括轨交出行、天气预报、文艺演出预告等。“上海发

地识别出了一些能够引起公众热议的话题进行专门回

布”已从一般的“政府信息公开”的角色拓宽到了“为

复，例如沪语报站、养老金增加等话题，或是曾经在网

公众提供更高效的服务”，相较于目前国内的大多数政

上由众多网民提出被广泛讨论，或是百姓最关注的贴近

务微博，“上海发布”已经很出色地实施了发布型战

民生的问题。然而，由公民主动发起的互动在数量上仍

略。“上海发布”互动型战略已经有了良好的起步势

然没有政府主动发起的互动多。唯一的一例参与型微博

头，互动型微博占到了微博总数的十分之一以上，形式

内容前后共包括4条微博，政务微博在这一过程中出色

也非常丰富，这说明了“上海发布”已经有了升级微博

地完成了公众和政府之间的衔接，把民意上传到政府，

战略定位的意识并付诸行动，对于公民在微博上发出的

并借此事件对公共服务的相关方面作出了实际的改善。

声音也能够予以关注。而参与型微博数量仍然极少，这

可以说，目前政务微博的战略发展中并不缺少公众的参

一现象可能需要到互动型战略成熟时才会逐步提升。

与热情，然而“上海发布”对于互动战略的实践尚未满

（二）公众对互动型和参与型微博内容需求很大
从影响力最高的部分微博内容看，公众对于互动型

足公民的需求。
（三）“上海发布”的战略发展趋势不明显

微博和参与型微博内容表现出的兴趣高于发布型微博，

从上文的图表中我们不难发现，“上海发布”的战

这表明网民对于参与公共事务有很高的积极性。其中微

略定位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变化趋势，这表明“上海发

访谈、微问答、微调查等都是由“上海发布”主动发起

布”的战略定位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停留在以发布

的，你问我答、回复、回应等都是针对粉丝提问进行的

型为主、互动型为辅的战略阶段。发布型微博内容数量

回答。微调查的参与率超过了一般的互动型微博，这可

的微幅上升表明“上海发布”的信息资源仍在不断扩

能是因为对于网民来说电子投票是一种更为便捷的公众

充，对于各类新闻信息的发布更为积极。从目前情况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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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上海发布”在推送新闻和信息的基础上，开始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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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持并提升互动型微博质量的同时，再进一步向参与
型战略过渡。同时，互动型战略和参与型战略并不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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