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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三季度，网络安全成为互联网领域的关键词之一。第八届中

美互联网论坛上，中国倡导建设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网络

空间受广泛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草案)》公布，

我国第一部基本法意义上的网络安全法律即将推出，网络空间法

制化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在网络安全整治方面，国家网信办等四部门在全国范围内联

合开展的“网络敲诈和有偿删帖”专项整治已圆满收官。专项整

治结束后，相关工作将常态化开展，建立并实施九项长效机制，

契合了广大网民诉求；本季度，公安部针对少数网民围绕股市波

动、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抗战胜利 70 周年纪念活动

等一些重大突发事件和国家重要活动，在互联网和微博、微信大

肆编造传播谣言的情况，部署各地公安机关开展专项打击整治行

动；为期 3个月的互联网网络安全威胁治理行动已经取得阶段性

成果……一系列网络治理成果对本季度网络舆情产生了重要影

响。 

本报告对 2015 年第三季度社会热点舆情进行了系统性分

析、研判，力求客观、准确地反映本季度社会热点舆情状况，助

力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了解第三季度网络热点舆情现状、特点及

规律，为各方决策、治理提供借鉴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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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第三季度舆情热度较第二季度略有下降，但集中度较高，重

大热点事件对热度指数平均分贡献度较大。另从舆论情感倾向

看，本季度重要热点舆情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正面偏向，舆论场整

体较为积极健康。 

本季度，反腐倡廉类、社会民生类、社会公德类话题最受关

注，其中，行政管理类相关舆情凸显，公职人员素质及形象问题

引发舆论争议。从地域分布来看，江苏、河南、天津负面舆情指

数得分较高。 

舆论情绪方面，受“9·3”阅兵、习近平访美等“国家正能

量”影响，网民正向情绪高涨。据数据统计，国力提升和简政放

权为本季度引发网民“高兴”情绪最强烈的事。 

纵观指数排行，本季度受关注的热点舆情中，公共安全类事

故、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扶老人”现象、改革类话题等受到关

注。第三季度热词分析显示，“利民”成舆论认可的政府新形象。 

从传播角度分析，三季度舆论热度走势波动较大，天津港

“8.12”火灾爆炸事故、“9·3”阅兵、习近平访美等三大事件

成为影响本季度舆情走势的主要因素。 

综合研判，本季度舆论场价值认同度进一步提升，自媒体传

播作用显著增强，网民参与度再获提高。另一方面，重大突发事

故频发，“发展模式”再成舆论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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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2015 年第三季度舆情热度分析 

1.热度排行 

 舆情热度集中度较高，重要热点舆情呈正面偏向 

 公共安全类事故因事件严重性受到舆论高度关注 

 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引关注，“扶老人”舆情集中爆发 

 

本报告运用德尔菲法（Delphi method），结合新华网舆情监

测平台的大数据分析，对 2015 年第三季度的 300 余个舆情热点

事件进行评估，排行前 30位的热点事件如下： 

表 1.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事件 TOP30（按热度指数降序排列） 

排名 新闻标题 时间 地域 指数 

1 抗战胜利日阅兵 9月 3日 全国 88.29 

2 习近平主席访美 9月 22日 全国 71.19 

3 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 9月 24日 天津 61.42 

4 国企改革顶层设计方案出台 9月 14日 全国 55.71 

5 多部委接力稳定股市 7月 10日 全国 55.52 

6 
公安部:不再开具“我妈是我妈”等

18类证明 
8月 24日 全国 43.91 

7 
南京肇事宝马车主被鉴定患急性短

暂性精神障碍 
9月 7日 江苏 42.32 

8 刑法修正案（九）取消嫖宿幼女罪 8月 30日 全国 40.52 

9 山东平邑强拆致村民被烧死 9月 14日 山东 40.32 

10 北京部署通州建设行政副中心 7月 15日 北京 38.49 

11 北京张家口成功申办冬奥会 8月 1日 北京 37.73 

12 陕西山阳山体滑坡 8月 12日 陕西 37.04 

13 
网信办建常态举报机制治理网络敲

诈有偿删帖 
8月 26日 全国 35.65 

14 
国务院发文推进分级诊疗制 2017

年实现大病不出县 
9月 12日 全国 35.65 

15 
中国足协与体育总局脱钩 足协改

革全面启动 
8月 17日 全国 35.13 

16 
安徽女大学生称“扶老人被讹”陷

入罗生门 
9月 17日 安徽 3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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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南京两兄妹与狗同住 爷爷:让孩子

在狗笼是为安全考虑 
7月 28日 江苏 34.66 

18 
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实名举报系列

事件 
7月 27日 河南 34.01 

19 
湖南一派出所发文批民政局：多为

百姓办实事 
8月 6日 湖南 33.88 

20 
中国时隔 40 年拟特赦贪污受贿者

不被赦免 
8月 25日 全国 32.90 

21 
养老金并轨进入实质启动阶段 多

地公布实施办法 
8月 6日 全国 32.79 

22 
中共中央给予令计划开除党籍开除

公职处分 
7月 21日 全国 32.48 

23 
山东平度回应孤寡老人饿剩皮包

骨：将享低保待遇 
8月 10日 山东 32.20 

24 
高速公路收费征求意见 拟将长期

收费 
7月 21日 全国 32.08 

25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郭伯雄开除党籍

处分 
7月 31日 全国 31.75 

26 
河北一县委书记贪腐过亿 自称未

获升迁心理失衡 
8月 3日 河北 31.47 

27 
网络支付新规意见征集结束 跨行

转账或将收费 
8月 28日 全国 31.29 

28 
女子扶摔倒老人被诬 监控还原事

发经过证清白 
9月 21日 广西 31.02 

29 
人大教授宣布断绝与一新生师生关

系 斥其狂徒 
9月 22日 北京 30.86 

30 国家卫计委否认年内全面放开二孩 7月 23日 全国 30.85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热度指数

是依据舆情事件或话题在互联网新闻、论坛、微博、微信等媒介中的信息量，结合社会影响

力、传播路径等指标，并赋予一定权重和算法的综合评估数据） 

从舆情热度看，第三季度较第二季度略有下降。本季度舆情

指数平均分为 7.384，较第二季度下降了 1.085；而从热度指数

榜前 30的事件看，平均分则上升明显，由 26.832提升至 40.19。

由此可以推断，本季度重大热点事件对热度指数平均分贡献度较

大，舆情热度集中度较高。 

纵观指数排行，本季度热点舆情主要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公共安全类事故因事件严重性受到舆论广泛关注，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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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诸多相关问题讨论。在公共安全领域，东莞“城铁工地地陷”、

荆州电梯“吃人”事故、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等，均

因其严重性迅速成为舆论焦点。尤其是天津港“8·12”火灾爆

炸事故，因影响范围广、危害程度大，舆论对事故的关注度高、

争议点多、关注持续时间长，事故暴露出的城市规划、安全生产、

政府管理、信息公开等诸多方面问题，也引发了广泛讨论，由此

成为本季度最受关注话题之一，带动相关安全生产话题热度的提

升。 

其二，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社会保障引关注，拷问政府基

层管理能力。同情弱势群体是公共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本季度，

山东平度孤寡老人饿剩皮包骨、河南男孩与猪同住、江西 5岁男

童被继母打死、南京两兄妹与狗同住等事件，在媒体以文配图方

式报道之后，再度激发公众同情与怜悯弱势群体的本能，形成强

烈的舆论反馈。在此类涉弱势群体事件中，尽管当地政府在媒体

曝光之后迅速介入并进行了相关救助，但靠“被发现”解决问题

的管理方式引发舆论质疑。此类事件折射出的社会救助制度短

板、社会保障能力不足、社会管理工作滞后等问题，亟需各地方

政府予以关注并加以改进。 

其三，“扶老人”舆情集中爆发，引发社会道德争议及制度

反思。“扶老人”一度是舆论热点。8 月下旬，四川三名小孩扶

老人被讹诈，获 5000元“委屈奖”，引发舆论热议，令此类话题

再度回到舆论视野，并在 9月集中爆发。9月，河南开封、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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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淮南等地，相继曝出“扶老人”相关事件。尤其是安徽淮南

女学生扶老人事件，剧情反转，一波三折，引发不少反思。这一

现象背后的社会诚信、舆论审判、保险制度、司法介入等问题，

各级相关部门应进行思考研究，合力破解这一社会问题，营造良

好的社会生活舆论环境。 

其四，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类话题继续受到关注。本

季度，相关部门积极推进整顿和改革，涉及国企、金融（第三方

支付新规）、房产（房地产税立法、不动产登记）、司法体制（刑

法修正）、社会民生（养老金并轨、简政放权）等多个领域。其

中，以“证明”为主题的一系列事件最受关注。今年 5月，国务

院常务会议讨论确定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

别，李克强总理也对中介评估、“奇葩”证明等提出批评，“证明

类”话题由此成为媒体追逐焦点。本季度，湖南娄底冷水江市、

云南盐津县、浙江省温州瑞安市等地，连续爆出基层派出所吐槽

开证明的事件；随后，民政部门表示不再办理“单身证明”等，

被视为政府“简政放权”又一进步，获公众期待。 

2.事件类型分析 

 反腐倡廉类、社会民生类、社会公德类话题最受关注 

 行政管理类舆情凸显，涉公职人员素质及形象问题 

 

图 1.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事件类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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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据新华网舆情监测显示，2015 年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事件

类别占比与第二季度较为相似，反腐倡廉、社会民生、社会公德

三类话题数量依然位居前三，分别占比 18.3%、17.4%和 16.4%。

可见，近段时间舆论对这三类话题的关注度相对稳定。 

本季度，行政管理类舆情凸显，因此在事件类型中独立占有

一定比例。其中，不少涉及公职人员素质及形象问题，如“陕西

一派出所长骂询问案情老汉:再来打断你腿”、“南京官员殴打

酒店服务员 边动手边喊‘我是处长’”、“浙江人大代表欠债

两亿不还”、“河北高校领导乘车检阅军训方阵”等等。尽管此

类事件数量占比不高，仅为 8.2%，但由于关乎公职人员队伍形

象，对于政府公信力有直接影响，因此不容忽视。 

3.地域分布分析 

 江苏、河南、天津负面舆情指数得分较高 

 排名靠前省份所涉及的负面事件较为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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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事件地域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作图工具：地图汇。统计时间：2015 年 7

月-9月） 

如图 2所示，本季度热点舆情主要集中于中部、南部及部分

西部地区，广大北部地区相对较少。较之第二季度，北京、江苏、

河南、四川、广东几个省市依然处于第一梯队，热点舆情曝光指

数均在 15 以上，陕西、天津则为第一梯队新晋省份；浙江、湖

南、山东、安徽、湖北等省份次之，热点舆情曝光指数在 10-15

之间；再次为河北、江西、重庆、云南、广西，热点舆情曝光指

数为 5-10 之间；黑龙江、上海、福建等其余省份热点舆情曝光

量较少。 

图 3.第三季度负面热点舆情地域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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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作图工具：地图汇。统计时间：2015 年 7 月

-9月） 

如图 3 所示，2015 年第三季度负面热点舆情曝光度较高的

几个省份为江苏、河南、天津。纵观本季度负面热点舆情曝光度

排行，排名靠前省份所涉及的负面事件较为集中，如排行前三的

江苏、河南、天津三地，主要分别因南京宝马案、释永信案、“8·12”

火灾爆炸案推高当地负面舆情曝光度。可见，重大负面舆情事件

因舆论关注度高、关注持续时间长，对于相关地区的网络形象及

舆论健康度负面影响较大。 

4.情感倾向性分析 

 重要热点舆情呈现较为显著的正面偏向 

 重大灾难事故信息爆炸式传播，次生舆情推高负面影

响 

 

图 4.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事件情感倾向性分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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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如图 4 所示，2015 年第三季度热点新闻中，属于国家政策

和数据发布、社会现状报道、新闻性事件播报等中性新闻占比

44%，含有恶性犯罪、非正常死亡、贪腐、社会失德等负面情感

倾向的新闻占比 27%，属于社会问题治理、重大案件侦破、社会

先进事迹表彰等正面新闻占比 29%。 

本季度，中性新闻占比有所下降，热点新闻在舆论情感倾向

上呈现两极化。 

一方面，“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南京肇事宝马

事件”、“山东平邑强拆致村民被烧死事件”几起重大事故，因事

件性质、人员伤亡等因素而备受舆论关注，事件复杂波折，次生

舆情频发，负面影响随之扩大。尤其是天津港“8·12”火灾爆

炸事故发生后，自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跟进了信息的发布和传播，

由于传播源头多、速度快，信息呈现爆炸式传播。信息传播的复

杂化以及事故本身的震撼性，使得早期舆论场谣言滋生、负面信

息膨胀。网民对涉事企业身份、环评报告以及危险化学品存放等



11 
 

问题的质疑声不断，众多信息触及到民众对于危险品、环境污染

和公共安全的恐慌心理，事件舆情热度居高不下。 

另一方面，“9.3阅兵”、习近平主席访美等事件，强烈地激

发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获得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评

价，为舆论场注入强大正能量。具有强关注度的正面热点事件相

对分散了媒体及网民对于地方性事件的注意力，地方性负面舆情

较此前有所减少。重要热点舆情事件对于舆论场整体情况具有一

定导向作用。由此，本季度舆论场整体较为积极健康。 

5.舆论情绪分析 

 网民最“高兴”：国力提升和简政放权 

 “社会公德”成为网民情绪的爆发点，舆论理性推动 

社会道德秩序建设进程 

 

图 5.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事件舆论情绪分析图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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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引发“愤怒”情绪的热度前五位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1 媒体追问：天津爆炸涉事企业到底什么来头？ 突发事件 

2 女子扶摔倒扶老人被诬 监控还原事发经过证清白 社会公德 

3 山东农民被烧死事件目击者：有人拎灭火器未灭火 突发事件 

4 女子身中 7刀死亡 警方：是她把刀立桌上后自杀 司法事件 

5 深圳血液中心薪酬曝光 献血人数“锐减”影响手术 行政管理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表 3.引发“高兴”情绪的热度前五位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1 抗战胜利日阅兵 其他 

2 解读习近平访美 49 项成果：影响国人生活 10 大红包 社会民生 

3 公安机关不再开具“我妈是我妈”等 18 类证明 行政管理 

4 湖南一派出所发文批民政局：多为百姓办实事 行政管理 

5 中国时隔 40 年拟特赦贪污受贿者不被赦免 反腐倡廉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表 4.引发“厌恶”情绪的热度前五位 

序号 新闻标题 类型 

1 河北一县委书记贪腐过亿 自称未获升迁心理失衡 反腐倡廉 

2 支付账户跨行转账将被叫停 免费转账时代或终结 社会民生 

3 南京肇事宝马车主被鉴定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 突发事件 

4 男子河中捞出 44根疑似千年乌木被警方暂扣 其他 

5 释延鲁举报释永信 反被徒弟曝光有两名妻子 反腐倡廉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6.关键词热度分析 

 “国家正能量”成最热，舆论呼声彰显国家凝聚力 

 旅游文明陷窘境引舆论反思 

 “利民”成新政府形象，网民期待更多“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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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第三季度舆情热词分析图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网络舆情监测系统，作图工具：图悦，统计时间：2015 年 7

月-9月） 

综合热点新闻报道中关键词的词频、热度权重、关联强度、

热度持续性因素，第三季度共产生一级热词 4个，分别是：访美、

主席、阅兵、习近平；二级热词 9个：警察、天津港、贪腐、官

员、爆炸、释永信、强拆、旅游、诬陷。三级热词 35 个，四级

热词 71 个。根据热词分析，第二季度网民讨论热烈的话题主要

有：国家实力（阅兵、习访美）、社会信任（扶老人被讹、深圳

血液中心薪酬曝光）、公共安全（天津港爆炸、警察持枪）、行政

利民（公安机关不再开据 18类证明、分级诊疗制）。 

①“国家正能量”成本季度最热词 

本季度舆论场充斥着“国家正能量”，网民对“阅兵”、“习

访美”关注热情高涨、共鸣强烈，这种积极健康且具有导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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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现象值得深入研究。阅兵期间，新浪话题#指尖护卫大阅兵#

累积阅读 2.1亿，评论近 40万条。“国家正能量”不仅在短时间

内得到舆论的一致认可，并在一定程度上给长期存在于自媒体平

台中攻击党和国家体制的“杂音”强势一击。同时，网民也指出，

社会现象和具体事务有“杂音”并不可怕，“国家正能量”让民

众再一次深刻的感觉到了国家主旋律的明朗。 

②“旅游文明”陷窘境 

9 月、10 月进入全国范围的旅游高峰，“旅游不文明”现象

不断曝出，“不文明游客”和“不文明导游”成为舆论热议的焦

点。舆论反思：“旅游文明”的困境还要制度来解。 

不文明导游 

本季度曝光多起“强制消费”案例，“陕西 43人游香港被关

珠宝店 3小时：不买不让出”、“云南导游嫌购物少朝乘客大吼：

你们全是行李吗”等，同时自媒体平台也有不少网友上传自拍视

频，曝光旅游中遇到的“黑导游”。国内旅游体验差、消费高的

负面评论不断，对于旅游景区和旅游城市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考

验。媒体指出，建立全国范围内的导游行业规范迫在眉睫，首要

就是取消导游收入与旅游消费挂钩。网友建言：导游辱骂游客等

不明文行为是对旅游行业的严重抹黑，应设立导游行业准入门

槛，提升导游素质。 

不文明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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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舆论关于中国旅客不文明行为的批评愈演愈烈。9

月，有外媒报道称，一名赴美旅游的中国游客，由于在欧洲旅游

时留下了“不文明记录”，被拒入境，再度引发舆论对“公民素

质”的讨论。媒体痛心叩问：期望国人文明旅游为何这么难?早

在 4月份，国家旅游局出台了《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

法》，按照办法，建立游客旅游不文明档案，航空公司、旅行社、

旅游饭店等联动，形成游客旅游不文明信息通报、追责机制。游

客如果有不文明行为，会影响到游客再次旅游，严重的甚至会影

响到银行信贷、出境等。但是办法出台后的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网友认为应该借鉴“扣分制”和“黑名单制”，帮助国人养成文

明习惯，消除不良国际影响。 

③“利民”成政府新形象 

从热点舆情的事件类型可以看出，社会民生一直是网络舆论

关注的焦点，政府的改革措施、利民政策能否触及真正的社会痛

点，直接影响新型政府形象的建设。一方面，政府对社会弊病反

映迅速彰显改革诚意。2015 年上半年，行政部门办事流程繁琐

的问题因“奇葩证明”而再遭质疑。李克强总理在 7天内三谈简

政放权，提出要进一步简政放权、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类别，把

改革推向纵深。8月份，公安部通过“打黑除四害官方微博”喊

话，图文详解了 18 个不该由公安机关出具的证明。各行政部门

之间、地区之间的信息分散、割据状态有望逐渐改善。另一方面，

政府“以民生为本”的行动获网民点赞。9月 22日至 25 日，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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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双方在多个领域达成

重要成果，涉及五大类问题 49 项内容。媒体解读“习访美”成

果，梳理了在旅游、教育、科技、企业合作、公共卫生、环保等

领域的“十大红包”。舆论认为，“习访美”成果与百姓民生息息

相关，将惠及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2015 年第三季度热点舆情传播分析 

 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9•3”阅兵、习近平

访美等三大事件舆论热度高企 

 第三季度微博社会性热点话题以突发事件类、重大活

动类话题最受网民关注 

 涉及民生与改革的话题最受微信网民关注 

 

1.舆论热度整体走势 

图 7.第三季度舆论热度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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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系统，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舆论热度

是依据每个时间单元内热点话题数量及话题热度指数，并赋予一定权重和算法的综合评估数

据） 

三季度舆论热度走势波动较大，整体呈现出三次舆情波峰。

7 月份舆论热度指数维持在 3.0上下，8月、9月舆论起伏较大，

三次舆情波峰大致出现在 8月 12日-18日、9 月 1日-8日、9月

23日-29日。监测显示，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9·3”

阅兵、习近平访美等三大事件分别成为助推三次舆情波峰的的主

力。 

2.舆论类型总体分布 

第三季度社会舆论类型分布中（如图 8），互联网新闻仍是

社会舆论的主要途径来源，新闻类占比过半，达 62.2%。其次为

论坛，占比为 17%，相较上一季度，第三季度论坛信息量占比持

续下降。此外，手机网站信息量占比为 4.7%，较第二季度有所

增长；纸媒占比 3.8%；贴吧占比为 3.5%。博客、视频等占比较

小，均在 3%以下。 

图 8.第三季度社会舆论类型分布（不含微博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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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数据为随机抽取，无法涵盖所有信息，存

在一定误差，仅作宏观参考。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3.微博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本报告选取新浪、腾讯微博为统计、研究对象。通过对第三

季度热门话题的盘点发现，第三季度微博热门话题多集中在娱

乐、生活等方面。而社会性热点话题则局限于某一时间段内，在

某一时期舆情热度较高。如表 5所示，在新浪、腾讯微博社会热

点话题热度排行中，第三季度微博社会性热点话题以突发事件

类、重大活动类话题最受网民关注，天津港“8·12”火灾爆炸

事故、股市波动、“9·3”阅兵、习近平访美等榜上有名。 

表 5.第三季度新浪、腾讯微博社会性热点话题热度排行（按“热

搜数”排序） 

排行 话题 热搜数 热议天数 

1 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 6,218,970 7 

2 股市波动 3,529,606 5 

3 “9·3”阅兵 3,096,799 3 

4 习近平访美 1,395,467 9 

5 优衣库不雅视频事件 399,472 1 

6 释永信被举报传闻 307,34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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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国企改革 250,139 3 

8 湖北“电梯吃人”事件 113,996 3 

9 王林涉杀人案遭查 243,791 4 

10 取消嫖宿幼女罪 52,706 2 

（数据来源：新华网舆情监测分析中心。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4.微信舆情信息传播分析 

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随机抽取了涉及反腐、改革、民生、环

保等几大热点领域的近十万条微信信息。统计发现，涉及民生与

改革的话题最受微信网民关注。其中社会民生类占比最大，为

52%，改革发展类次之，占比为 13.5%。具体分布如下： 

图 9.第三季度微信数据类型分布 

 
（注：数据来源于新华网舆情监测系统，统计数据为随机抽取，无法涵盖所有信息，存

在一定误差，仅作宏观参考。统计时间：2015年 7月-9月） 

 

三、2015 年第三季度舆情特点研判 

 舆论场价值认同度进一步提升 

 重大突发事故频发，“发展模式”再成舆论热词 

 自媒体传播作用显著增强 网民参与度再获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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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多项重大活动激发民族自信心、自豪感，舆论场价值认同

度获提升。 

本季度，多项重大活动引舆论热议。“9·3”阅兵、习近平

访美、北京申冬奥成功、北京成功举办田径世锦赛、长征十一号

固体火箭成功首飞等无不吸引网民关注，舆论场充满正能量，民

族自豪感、自信心“爆表”。伴随着民族自信心高涨，民族情感

产生共鸣，公众在改革、反腐、结构调整、环境治理等方面，有

了更加理性和积极的态度，舆论场价值认同度获得提升。从另一

侧面看，公众价值认同度的提升对于凝聚改革共识、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具有重要意义。 

2.重大突发事故频发，“发展模式”再成舆论热词。 

重大突发事件频发成为本季度一大舆情特色，其中以天津港

“8·12”火灾爆炸事故、山阳“8·12”特大山体滑坡灾害、山

东淄博化工厂爆炸事故、山东东营爆炸事故等最受舆论关注。近

年来，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已成为许多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一大考

验。事件发生之初，舆情处置工作往往成为难点与挑战，从事故

原因调查、善后处置到事故追责，任何一个环节处置失当均可能

招致舆论非议。这在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和山阳“8·12”

特大山体滑坡灾害事件中均有体现。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舆论在聚焦官方处置过程的同时，

也开始关注事件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发展模式。以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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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向，甚至以牺牲公众利益为代价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受到舆论

批评。在天津爆炸事件中，不少媒体质疑涉事企业在项目环评和

规划论证环节操作不规范。同样，山阳“8·12”特大山体滑坡

灾害事件中，部分网民及当地百姓在总结事故原因时，将矛头指

向了过度采矿导致重大环境灾害。 

3.重大事件及活动中，自媒体传播作用显著增强，网民参与

度进一步提高。 

本季度的“9·3”阅兵、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等

重大活动及事件当中，自媒体显示出强大的传播作用及效果。一

方面，传播速度快，如天津港“8·12”火灾爆炸事故发生之后，

网民于当天 23时 26分发布一条微博，成为互联网上最早的消息

来源。另一方面，传播方式多样，如在天津港“8·12”火灾爆

炸事故中，网民通过微信、微博等平台，以图片、微视频等方式

发布现场情况，成为重要信源；“9·3”阅兵与之相似，万人“手

机方队”直播大阅兵，传播影响力不亚于传统媒体。自媒体传播，

一则增强了传播效果，二则令报道内容兼具多个视角，三则进一

步激发网民的传播热情，参与度得到提高。 

4.重大事件网络谣言时有发生，网络谣言博弈考验政府网络

履职能力。 

近段时间以来，A 股市场大幅波动、天津港“8·12”火灾

爆炸事故等重大事件中，谣言层出不穷，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健

康发展构成挑战。相关部门一方面加强部署专项打击整治网络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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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另一方面也在网络辟谣方式上有所创新，如在天津“8·12”

爆炸事故中，不少政务微博微信、自媒体等，及时对谣言进行阶

段性汇总、辟谣并发布扩散，挤占了谣言传播空间。重大突发危

机事件容易成为谣言滋生土壤，加强网络空间的管理及辟谣方式

创新，及时发现不实传言，澄清真相，成为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

重要任务，考验着各级政府的网络履职能力。 

5.重大国际、国内事务的话语权提升，有效传递政府声音收

效良好。 

一方面，国际话语权能够准确解读我国内政外交方针，向世

界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效避免国际舆

论误读。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国内主流媒体具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本季度，国内抗战纪念活动和习访美活动中，国内媒体对

此进行了诸多解读与分析，新闻报道矩阵式展现，引导国际舆论

正面评价，收效良好。另一方面，国内话语权能够保障政府在重

大活动、事件中的权威发声，稳定社会不良情绪，增强社会凝聚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