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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月 21 日电 近年
来，政务新媒体蓬勃发展，从过去“两
微一端”向短视频领域延伸，已成为
政务公开和政务服务的重要阵地。

不过，记者调研发现，在此过程
中，也存在低效重复建设问题，部分政
务新媒体已沦为“僵尸”“空壳”账号甚
至舆情制造者，可能损害政府形象，加
重基层负担，需进一步加强监管。

近期，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
政务公开办公室已下发通知，要求各
地各部门排查整治政务新媒体运营
中存在的四种突出问题：发布类账号
2 周内无更新；不分场景“卖惨”“卖
萌”，过度“娱乐化”；发布与政府工作
或本部门本行业无关信息；已停止维
护的账号未履行注销程序。

偏离政务定位，有的长期不更
新，有的像“营销号”

记者梳理发现，近年来，各级政
府部门积极拥抱移动互联网时代新
媒体发展趋势，但跟风开设后，在日
常运营中一直存在着三类乱象。

——不言不语，长期未更新信
息。记者在时下活跃的短视频平台
上，以“镇人民政府”为关键词进行检
索，手机屏幕上出现的搜索结果近百
页，仍可以找到一些认证为官方，但内
容匮乏的账号。近期，一些省级政府
相继发布了2021年一季度政府网站及
政务新媒体抽查的情况。在这些通报
中，“僵尸”“空壳”仍是高频词汇。

据湖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的通
报，咸宁市通山县通羊镇有政务新媒
体号开通至今未发布任何消息，房县
有政务新媒体账号最后更新时间为
2019年10月。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
厅在检查中也发现，部分政府系统政
务新媒体“开而不管”，长期未更新信
息。有的单位对被通报的问题不重
视，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相同问题。

——自言自语，只管复制粘贴，没
有互动服务。记者发现，一些部门政
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仅止于
解决内容不更新等底线问题，往往“既
盲又聋”，不回应公众关切，与群众互
动少，空有新媒体的形式。有网友反
映，一些地方的官方账号对于投诉、咨
询等互动类问题，几乎从不回复。

3月14日，一则“市民私信马鞍山
市政府官微反映问题疑遭拉黑”的消
息引发关注，微博网民“IN马鞍山”发
文说，其私信“马鞍山市人民政府发
布”反馈民生问题，系统显示不能发送
消息，疑似被拉黑。舆情发酵后，该官
微发文说：未擅自关闭“私信功能”和
拉黑网民，之后与该网民取得了联系。

在国务院办公厅政府信息与政
务公开办公室发布的 2020 年政府网
站和政务新媒体检查情况通报中指
出，个别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存在
服务不实用、互动不回应等问题。

——胡言乱语，盲目“吸粉”，有
的“公号私用”，甚至被盗用。记者曾
对政务微博“怼网友”“神回复”等现
象进行过专门调查，发现一些账号存
在追星娱乐、推销商品等“任性”行
为。去年，某地政法委官方微博转发
某艺人全球后援会的道歉信息，造成
不良社会影响。

去年10月，某地派出所突然因为
拍摄短视频受到不少网友关注，其“流
量法宝”是一位穿着警服的女子看似一
本正经地在宣传法律知识。然而，专业
人士指出，她讲的内容完全偏离常识，
很多时候连专业术语都没分清楚。

“女人强奸男人犯法吗？构成什
么 罪 ”“ 为 什 么 交 警 没 有 权 力 抓
人”……在这些话题下方，除了网友
指出内容太随意之外，连一些官方认
证的交警账号都评论道：“提个建议
可以吗？以后发之前找局里单位法
制科审核一下。……不要说这种不
负责任的话。”

记者还发现，有的政务新媒体因
疏于管护，账号被盗用，发布不良信

息。一段时间以来，微博账号“江夏
五里界城管中队”曾发布大量代孕、
招嫖信息，引发网民关注。今年3月，
武汉江夏区五里界街道办事处回应
说，账号出现不良信息是因为被不法
分子盗用。

有账号没粉丝、有内容没流量，
运营保障存薄弱环节

很多地方也想用活用好政务新
媒体，但日常运维存在困难。受访人
士认为，当前一些地方政务新媒体出
现乱象，归根结底有以下原因：

——基层经费、专业人员不足。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政务新媒体
健康有序发展的意见》规定，加强政
务新媒体管理，提供必要经费保障，
配齐配强工作人员，专岗专责，抓好
工作落实。然而，部分县级融媒体中
心负责人表示，以政务短视频为例，
涉及策划、拍摄、剪辑等多个环节，需
耗费不少精力，很多政府工作人员平
时完成基本宣传任务已属不易，如今
身兼数职，实在“分身乏术”。

——审核监管机制留有漏洞。记
者了解到，部分基层账号管理松散，没
有相应机制，一些“一把手”不重视，放
手给小编随意自发自核，给不当内容
发布留下空间。云南省发布的关于
2020年第四季度全省政府网站和政务
新媒体检查情况通报中指出，部分地
区政府系统政务新媒体存在“有平台
无保障”现象，同时没有全部纳入监
管，存在漏报、误报等问题。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传播系
教授褚建勋认为，“在一些地方数据
的统计上，不同部门口径不一，数据
也存在差异，如果各自通过自家媒体
发布，容易造成数据打架。”

——考核指标和导向发生偏差。
云南省在开展的有关检查中发现，有
的单位在同一新媒体平台上开办多个
功能相近的账号，但运维保障都不到
位，如“镇康县教育体育局”“镇康教
体”。微博网友“一只甜团子”说，以前
当地的政府公众号就达上百个，平均
阅读量就一二十，最近又要开一堆短
视频号，要忙着填资料。

浙江大学新闻系主任沈爱国表
示，一些地区的政务新媒体片面追求
关注量和点赞量，为了绩效考核往往
匆忙上马新媒体项目，容易埋下舆情
等隐患，如果地方施加过于苛刻的考
核追求流量，“蹭热点”现象难以避免。

进一步清理规范，让政务新媒体
切实发挥效果

业内人士认为，政务新媒体出现
的乱象，本质上还是“指尖上的形式主
义”作祟，必须坚决予以长效整治。同
时，政务新媒体关键是要让群众看，应
坚持“定位清晰、服务实用”的原则，力
争有用、有趣、有价值，切实减轻基层
负担，塑造良好政府形象。

——强化顶层设计，理顺开办、
注销等机制。“要根据不同政府部门
的权限，对各类平台进行合理划分，
该整合的整合，该协调的协调，该取
消的取消。”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
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勇认为。

——形成常态化监管，纠正管理考
核导向。贵州省社会科学院传媒与舆
情研究所所长沙飒等专家建议，政府部
门发展新媒体不能只看下载量、关注
数、阅读量，而是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
民意监督机制，从“给领导看”转变为

“给群众用”，真正把政务新媒体办成百
姓喜闻乐见的沟通和办事渠道。

——健全人员配置，创新内容提
升公信力。褚建勋说，近几年新闻传
播专业毕业生有不少到地市工作，但
真正下沉到县级及以下的还不多，折
射出基层相关工作岗位的编制、待遇
有待进一步提升。福建省尤溪县融
媒体中心主任张敏建议，可组织相关
从业者到融媒体中心等单位交流学
习，不断提升运维人员的专业素质。

新华社济南4月21日电（记者王阳）记者从“中
华富强”号客货滚装船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19日
晚由威海驶往大连的“中华富强”号客货滚装船行
驶途中发现舱内一货车冒烟，返航后疏散船上人员
后进行灭火救援，20 日 11 时 40 分许，该轮发生爆
燃。目前，救援工作仍在继续，现场暂无人员伤亡。

“中华富强”号是一艘大型豪华滚装客船，总长
186 米，宽 28.6 米，共有 9 层连续甲板，总吨位
37833。所属企业为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

威海市海大客运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张广
仕介绍：“该轮 4 月 19 日 21 时 40 分载客 677 人，载
车 162 辆，船员 85 人，安检后由威海开航驶往大
连。22 时 07 分，该轮航行至距威海约 10 海里处，
巡舱员发现一台货车所载货物发生自燃。安检单
显示该货物为硅泥。船长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组
织人员进舱灭火。12分钟后，明火得到控制，但现

场评估认为存在复燃可能，便操纵船舶返航。4月
20日凌晨，船舶安全靠妥新港客运码头，所有旅客
安全离船，船舶灭火处置交由现场指挥部统一指
挥。”

威海市主要负责人介绍，4月20日11时40分，
救援人员开启第三甲板车辆舱舱尾门后，该轮发生
一次爆燃，消防等救援人员在现场灭火过程中，听
到内部有 4 到 5 次轻微的爆炸响动。专家初步研
判，爆燃或为船上LNG汽车轮胎以及油箱燃烧引
发的，具体原因有待查明。在此后持续降温灭火的
过程中，20日晚8时左右，该船第七甲板开始起火，
并逐渐蔓延到船体后半段的上层客舱。

关于事故原因，救援指挥部工作人员说，船员
报告最早发现冒烟的是船上一辆运载硅泥的汽
车。专家初步研判，硅泥自燃的可能性比较大，但
也要继续查明。

山东威海一客货滚装船爆燃

新华社北京4月21日电（记者杨洁）4月20日，
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以及疫苗研发供应成为热点话题之一。在“新冠疫
苗的供应与可及性”分论坛上，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专班工作组组长、国家卫生
健康委医药卫生科技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郑忠伟表
示，我国新冠疫苗产能今年接近50亿剂，预计产量
可以超过30亿剂。产能、产量均逐步释放。

供应逐步放量
郑忠伟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介绍，

“目前国内新冠疫苗供应相对偏紧，但5月份以后，
特别是6月份以后，随着企业三期产能释放，供应
偏紧会明显缓解。”

郑忠伟表示，3-4月我国新冠疫苗供应基本上
源于企业一期产能，二期、三期产能会陆续释放。

科兴控股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尹卫东在论坛
上介绍，“我们正在开足马力生产疫苗，每天生产疫
苗600剂以上。科兴今年有能力生产20亿剂疫苗，
希望更多人尽快接种疫苗，一起战胜疫情。”

与科兴提供的新冠灭活疫苗技术路线不同，康
希诺生物研发的是基于腺病毒载体的疫苗。该公
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宇学峰表示，由国
际专家组成的数据安全委员会判定，单针疫苗在注
射14天后可以达到近70%的保护，对重症的保护能
够达到95%。

宇学峰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
疫苗产能在逐渐放量，天津工厂年产量可以达到2

亿-3亿剂。公司和其他企业合作的产能也在紧锣
密鼓建设中，未来2-3个月将投产，规模和天津工厂
差不多，保守估计今年能够达到5亿剂的年产能。”

加强国际合作
阿斯利康董事长雷夫·约翰森表示，在新冠肺炎

疫情面前，真正的竞争对手是病毒而不是其他公
司。要成功对抗病毒，必须在协调协作方面做得足
够好。无论是研发还是生产，都应该更多地协作。

他强调，应该加强医药知识产权保护，疫苗企
业才能更好地提供公平可及的医药产品。

尹卫东认为，“疫苗研究全球合作的一个基点
是不同疫苗之间比对研究。”宇学峰表示，“这样大
规模的国际合作，这次是很好的实践，紧密合作能
帮助人类抵抗疫情。”

对于病毒变异的疫苗研究进展，尹卫东告诉中
国证券报记者，现在主要任务是获得变异毒株，对
变异毒株进行研究，然后提高工艺生产水平，增加
疫苗产量。“更重要的是在真实世界中研究评价疫
苗的保护效果，特别是加大对提升疫苗保护效果的
研究。另外，增加对于儿童新冠疫苗三期临床研
究，这是我们现阶段在推进的研究。”

宇学峰表示，康希诺正在研究黏膜免疫的吸入
式新冠疫苗，目前已经开始临床。吸入给药能够大
幅节约成本，对于扩大产能意义重大。“如果只用
20%的正常注射用量，就能达到100%的效果，5亿剂
的年产能就能变成25亿剂，这将使得疫苗可及更
容易，成本也会更低。”

我国新冠疫苗今年产量或超我国新冠疫苗今年产量或超3030亿剂亿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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