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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意义]分析在社会转型期间我国网络舆情空间呈现的传播新趋势，
指出当下可能危及社会安全的重大舆情风险。并针对我国网络舆情空间治理
难点，提出一组提高我国舆情治理能力的建议。［方法/过程］文章从网络
舆情安全角度入手，深入研究一组重大舆情案件，分析其舆情发展、变化和
传播特点，提炼重大舆情事件的演化流程和传播规律。进而总结我国网络空
间面临的舆情风险，提出提高舆情治理能力、保障执政安全的相关建议。
［结
果/结论］社会转型期间我国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社会矛盾不断积
累和凸显，重大舆情案件高发。同时处于媒体格局剧烈变革期，互联网环境
下自媒体、直播平台、知识论坛成为重大舆论出现的新发酵源头。在此背景
下提升舆情治理能力，须从治理思路、治理机制、技术方法、专项应对、媒
体管理等层面进行思考，建立完善的舆情治理系统，以确保社会转型期我国
执政安全和社会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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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51亿，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互联
网的匿名自由属性成为舆情发展的极好土壤。网络舆情安全成为国家安全的新阵
地，关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安全稳定。互联网使非常规突发事件上升为全
局网络舆情热点，社交媒体巨大的动员功能和传播功能使个体的利益表达可上升
到群体的行动选择，舆情倒逼拷问政府现象已然频现。新环境、新通道既是直击
民意、解决问题的新渠道，也是引起矛盾、破坏和谐的放大器。2016年2月，在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党的新闻舆论工作事关党
和国家前途命运”。人民网发出“互联网是最大的变量”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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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社会转型期、传播数字化构成了当前我国舆情安全的现实语境，
境内外异见分子煽动舆情、社会矛盾影响社会共识凝聚、非法分子利用互联网牟
取利益，网络舆情安全面临诸多威胁。网络舆情安全所反应出的深层次问题，聚
焦在发展差异、城乡差异、贫富差异、文化差异、民族差异、宗教差异等所引发
的社会矛盾、社会焦虑、社会张力和社会失望等负面心理投影，在全球化、社会
转型的社会中，极易对社会安定造成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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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网络舆情治理的内涵
舆情治理在与舆情学意义上的政府干预，从本意上讲是政府以约束方式进行
的一种管理、监督，以维护和确保舆情秩序的形成和延续[1]。在20世纪80年代以
来，主导社会结构和功能面临来自经济全球化、网络社会化的巨大冲击。在此背
景下，互联网的出现与普及，更极大地提升了获取信息的能力和速度，另一方面
也在更大程度上改写了信息识别不对称、知识获取不公正、社会机会不平等的社
会对话结构，使得治理社会和规范行为的动力和手段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时代 [2]。
当下时期，舆情治理的重点战场已转移至网络，互联网的匿名性成为舆情发
展的极好条件。在此背景下，网络舆情治理是指政府与公民共同合作，运用科学
理论、信息技术、法律法规等方式，促进网络空间的互动协调发展，以确保网络
空间的健康、安全、畅通与和谐发展。最终目的为化解社会矛盾，协调社会关系，
促进社会和谐，确保社会安全、国家及政治安全[3]。参与方主要包括政府、非政
府组织、网民三方，行为主体是政府。在此定义下的网络舆情治理，不仅包含“舆
情信息汇集－舆情信息研判－舆情信息报送－舆情信息反馈－舆情危机处理－
舆情工作保障”闭环链中各个环节的治理方式与方法，也包含治理结构、治理权
限等方面的设定。

2. 我国网络舆情空间现状分析
2017年上半年中国网民数量已超过7.51亿，逾半数中国人已接入互联网，中
国拥有最大的网民群体。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社交媒体巨大的传播扩散能力使网络
成为舆情发展的极好土壤。加之我国进入社会转型的攻坚期，网络舆情空间正发
生剧烈变化。
2.1

传统媒体官僚式独白疏远民众，逐渐失去公众信任

目前对体制内主流媒体的相关要求，在重大舆情事件中使官方媒体偏向保持
沉默，第一时间丢失了舆论主动权，大众观点被各类社会媒体左右。发生重大舆
情事件后，主流媒体既要考虑到专业媒体和官方媒体的身份属性，信息发布要保
证客观、权威、准确，又面临着自媒体时代公众参与新闻报道带来的时效性压力，
难以快速、准确、深入地对事件进行报道。官方媒体所持观点在社会矛盾事件中，
天然与民众存在身份认同差异，发布的信息与情感偏向明显的社会媒体相比，
“官
[4]
僚式独白”难以亲民 。如何在快速发布的同时保证准确，在核实真相的同时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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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话语权，在亲民“对话”中保持官方媒体的权威感，在碎片化信息的聚合中保
证新闻解读的深度，是主流媒体在面对突发公众事件时需要解决的紧要问题。新
媒体环境下，民众对主流媒体的不信任也在加深，在重大公共事件或危机面前，
主流媒体发声滞后、官僚独白，舆情发展逐渐被新媒体、自媒体、网民评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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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媒体生态格局改变，自媒体成为公民申诉的假想通道

互联网推动媒体生态格局发生剧烈变化，自媒体成为重大舆论的发酵源头。
我国网络媒体生态沿革情况为：互联网早期新闻源为大型新闻网站、门户网站，
发布第一时间资讯，网民在网站、论坛等地发言，互联网加快消息的传播。其后，
社交媒体的快速普及，推动“两微”（微信、微博）成为重大新闻的新闻源和重
大舆情的发源地。此后出现一批极具影响力的大V，对网络舆情的形成、观点演
化产生重大影响。目前，互联网媒体生态进一步改变，自媒体登上互联网，成为
主导舆论的绝对主力。知乎、网络电台、AB站弹幕、网络直播、网络字幕组、
笔记类分享应用等新技术驱动的新媒体兴起，打乱了“两微”（微信、微博）平
分“天下”的格局。由于“血友病吧”、“魏则西事件”等公众权益类事件频发，
社会矛盾逐渐爆发，部分自媒体不顾新闻的真实公正，在重大新闻发生时，其信
息内容爆料迅速且观点瞩目，其平民属性与公众天然具有亲密性，其观点以控诉
政府、要求权益为主，在公众掏粪心理下，迅速俘获一批在社会变革期中面临一
定问题的民众关注，开始在重大舆论事件中发挥“第一推力”作用。在新媒体和
自媒体的影响下，公众权利意识快速提升，其申诉渠道不再通过耗时长且自主性
低的新闻媒体采访，而更多通过自媒体和新媒体爆料，并在网络当中集聚民情，
催生重大舆情事件。
2.3

转型期社会矛盾凸显，部分领域舆情呈现负面特征

当前，我国突发性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高发，“雷洋案”、“河北超级污水
渗坑”等接连不断。舆情危机频发，是“矛盾凸显期”复杂现实问题的必然反映。
医疗、法律、政治等领域群体事件的高发，反映群众对资源分配和公平正义等权
利的强烈诉求[5]。在新媒体和自媒体的影响下，除具体利益诉求外，公民诉求进
一步向抽象权利扩展——以前发生的公共事件，多起因于百姓实际利益受损，例
如征地拆迁补偿不到位、问题奶粉损害儿童健康等。现在重大群体性事件则起因
于抽象权利受损，或未来利益可能会被侵害的预期：例如湖北和江苏高考名额减
招事件导致的家长抗议事件，反映群众对教育资源合理分配的强烈诉求；“雷洋
案”则反映了中产阶层对人身安全的高度关切和担忧。伴随改革进入攻坚期，未
来多年我国将面临在上述领域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多发。
2.4

互联网空间参与主体复杂，谣言、水军、恶意推手干扰秩序

在重大突发性公众事件爆发时，海量信息充斥网络空间，一些观点极端、极
具噱头、吸引眼球但未经证实的谣言在众多新闻中尤为引人瞩目。社交媒体的自
由公开发声属性又为谣言传播提供了传播空间。网络谣言主要分为几种：一是假
冒权威机关或新闻媒体，散布不实信息，蒙蔽公众视线；二是虚假案例骗取眼球、
迅速吸粉、变现金钱；网民难辨真假，网络空间秩序混乱。“上海姑娘逃离江西
农村”抹黑中国农村的消息，虽靠网民的穷追不舍皆证实为谣言，但此前广为传
播，已造成严重影响。“天津港爆炸案”当中出现数个以亲人为牺牲消防队员骗
取网友捐赠钱财。网络谣言若只依靠自净和网友证实，辟谣效率极低，而且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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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辨别辟谣信息和谣言信息何为真实信息，负面影响难以挽回。几经反复的民
众情绪越来越敏感和复杂。在重大舆情事件背后，意见领袖通过就热点事件发表
较偏激观点“吸粉变现”已成为“大V”获利重要手段，部分舆情事件背后有掺
杂政治利益和商业利益的不良推手。网络空间参与主体愈发复杂，管理难度持续
加大。

3. 我国网络舆情风险分析
网络舆情空间正面临剧烈变革，突发性公众事件舆论传播出现新环境、呈现
新规律。在此背景下，我国网络舆情面临舆情倒逼、话题操控、国际舆情战、法
律监管真空、线下政治动员等几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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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舆情倒逼拷问政府现象已然频现

新媒体格局下，民间舆论暴力化，民间舆论场开始从碎片、分散、妥协向全
面、集群、积极过渡，诉求更加明确，规模效应更加明显；加之线上线下联动化，
“什邡事件”、
“启东事件”及意见领袖举报政府部门领导形成叠加效应，反复在
公众心理加深“政府的决策有问题，最为快速彻底的纠正办法是暴力示威”的印
象，影响社会稳定。众多新媒体能娴熟提炼并使用标签刺激大众兴奋点，从而形
成于己有利、为己所用的舆论力量[6]。如雷洋身上的“人大硕士”、
“环境专家”、
“初为人父”，弯弯事件中“旁观人群冷漠”、
“ 警方不作为”、
“单身女性”等标
签，引导作用极为明显。在“辱母案件”中，集群、一致的网络舆论已经成为政
府及司法部门在处理案件当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舆情倒逼现象已不容忽视。
3.2

敏感话题易被操控，异见分子已能熟练煽动

社会转型期凸显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敏感问题成为舆情
演化的重要话题。涉疆、涉藏、涉台，宗教、政治形态等问题是中西方意识形态
和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一些西方国家长期以来资助我国海外的政治异见领袖，组
织海外异见分子成立反华联盟，一旦国内出现舆情“负面素材”，特别是涉及国
家公共安全事件，以及境内外在某些方面意见有分歧的事件，这些组织和个人迅
速在海外通过电台、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发声，并通过网络渗透到国内，煽动舆情
发酵。借助西方多年来利用文学、电影等渗透的西方自由民主观念，配合宣扬西
方宪政思潮，渲染西方法治理念和法治模式的“普世性”和“优越性”，将矛头
指向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别有用心歪曲话题，意图煽动民情，异化人民意
识形态。
3.3

西方战略传播意图明显，已开展针对我国的舆情传播战

2016年12月，美国总统签署了《（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
，旨在帮助美国及其盟国反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外国政府的政治宣传，美国
多年来秘而不宣的宣传战正式打响。在国际舆情引导层面，我国一直处于弱势地
位，如“一带一路”“雄安新区”等我国重大战略的国际舆情几乎受西方通讯社
主导；在国家战略传播体系布局层面，我国起步晚而任务重，对比美国大选在我
国微博引发的讨论热潮，我国战略传播和国际舆情引导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在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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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舆情制造和国家战略传播对战中，须看到新媒体巨大的舆情制造功能和政治传
播功能，适应变革，在国际舆情引导和传播对战中采取主动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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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法律细则条文漏失，舆情事件已危及国家安全

舆情治理和网络安全细则法律条文缺失，不法分子趁机作乱威胁国家安全。
已有资料显示，境外机构通过国内舆情公司监测国内舆情，并借助技术手段窃取
中国网民行为数据。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行业法律法规条文对该类行为进行监
管。应禁止国内拥有大量网民数据的网站向境外提供数据服务和舆情动态，保证
网络空间安全。美国政府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关注关键基础设施来自网络空
间的威胁，并逐步发展出成熟的国家和国际性网络空间安全战略。2015年《网络
安全法案》[8]，将国土安全部确认为网络安全的牵头部门，并要求私营机构向联
邦政府进行信息共享。2017年签署《提升关键技术设施网络安全框架》[9]的行政
命令，要求企业担负起网络安全风险的责任，强调问责制。我国尚缺乏具体的法
律治理条文，对企业和个人行为合法范围缺乏法律细则限制，为不法分子利用法
律真空趁机作乱威胁国家安全。
3.5

社交媒体圈政治群化活跃，社会维稳成本大幅上升

社交媒体“圈群化”活跃，网络舆情已开始演化为线下政治动员活动。圈群
是指通过熟人或半熟人动员的方式不断加入相关利益者，通过一定的组织方式，
形成规模相当的政治动员群体。社交媒体快速发展，借助QQ群、微信群等方式，
圈群建立迅速、发展极快、成本极低，且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难以被发现。在发
生突发性公众事件和群体事件时，圈群迅速建立，部分组织化程度高，有严格的
身份认证机制，舆情监管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境。圈群内一旦出现能够娴熟提
炼并使用标签刺激网民兴奋点的个人，往往会主导舆论走向，迅速形成舆论观点，
甚至通过展开群体讨论、活动策划和相互动员，开展线下活动。而由于圈群的非
公开性，监管部门难以察觉。“利益诉求型的圈群”一旦形成，便具有极大的危
险性，极易演变成街头运动。借助社交媒体，部分高发舆情议题已极具政治动员
能力。
3.6

未来将面临突发性事件重大舆情的喷发期

随着国内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社会矛盾
不断积累凸显，未来多年依然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期，主要集中
在公共管理、社会矛盾等领域。部分群体在现实生活中面临压力和困难，容易产
生负面情绪，新媒体和自媒体提供了极其便利的表达渠道。新媒体领域理性温和
的声音往往被边缘化，无人问津；而耸人听闻、偏激极端的观点却占据主流频道，
备受追捧，极易引爆舆情危机。根据人民网历年互联网舆情分析 [10]报告数据统
计，从图1中可以看出，公共管理和社会矛盾类事件为舆情高发领域，并且处于
发生频次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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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年舆情热点事件统计图
250
200
150
100
50
0

chinaXiv:201801.00118v1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图 1 历年舆情热点事件统计
Figure 1 Public opinion hot events statistics over the years

4. 我国网络舆情空间治理难点
4.1

部分地方政府适应新媒体环境的舆情管理能力和管理机制还不到位

目前，各地区各部门领导干部对舆情管理工作重视程度不一，管理水平差异
很大，适应新媒体环境下的舆情监测预警机制尚缺位。经历过突发事件或经济社
会发展程度高的地区，领导对突发事件舆情的重视程度和引导水平更高；未经历
过突发事件或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领导重视程度和应对水平相对较差
[11]
。危机管理的预警远胜于危机的应对和处理，但目前大多地级市以及下属的
职能部门，都并未建立舆情监测预警机制。
4.2

部分政府部门陷入治理误区，舆情危机面临“塔西佗陷阱”

在传统治理思路下，部分政府部门对于重大群体事件，尤其是面对负面舆情，
处理危机暴露出五个误区。一是沉默，心存侥幸对舆情危机不重视不敏感；二是
清高，认为身正不怕影子斜，对网络批评和投诉一概否认；三是封堵，以为删帖
就能解决问题；四是恐惧，不愿或不敢面对现实，遇到批评性报道不敢回应，部
分原因在于舆论场对官员包容度有限，官员担心因言获罪；五是乱说，没有确凿
根据的情况下发表不实意见试图推卸责任。治理方法过于生硬，极易引发执政风
险与危机[12]。我国网络舆情治理起步晚，缺乏治理经验，采取单一的治理方式：
负面网络舆情治理频频采用“删帖”、
“和谐”强制手段，极易激化民情对抗。如
成都雾霾事件相关微博被清除后，反而引发“雾霾治不了，删帖好手段”的次生
负面舆情。过度“政治正确”的主流报道与民众政治情绪相当疏远，即使真实的
优秀政府新闻也已遭受民意信任危机。
4.3

新媒体环境对舆情管理技术体系带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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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环境下重大舆情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广、延续时间长，现有的监测
技术已难以适应，主要体现在：第一，网络爬虫监测要经来源站点许可，而各网
络平台之间并不完全开放，难以全面覆盖。第二，秒拍、直播等新型传播方式对
监测技术形成巨大挑战，传统监测方式基本失效。此外，知乎、 网络电台、AB
站弹幕、网络直播站弹幕、笔记类分享平台等新渠道兴起，公开监测无法覆盖，
对监测技术体系提出了许多新要求、高要求。此外我国网络谣言问题严重，亟需
谣言识别、预警、追踪的自动化监管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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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治理知识落后，缺乏专业治理知识库

重大突发性公众事件高发，但目前尚未有健全的知识库、工具包、智库来应
对。天津港爆炸案政府发布会发布时间滞后、信息不明确，无法满足公众对事件
的知情权，激发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责问[13]。舆论治理入耳入脑入心的社会前提
条件，是必须要与聆听者产生情感共知和关系认同，建立与公众的情感积累、关
系认同、价值认同[14]。科学恰当的进行正面引导和负面整治需要传播学、新闻
学、社会学的共同参与，吸收互联网、社交平台的技术变革，建立对重大事件的
政策工具箱是当前舆情治理工作的重要内容。以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为主阵地打造
强大引导方阵，充分整合互联网企业传播潜力，用足用好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
的传播能量，建设国家舆论后援基地。

5. 提升国家网络舆情治理能力的政策建议
5.1

创新五大机制，完善管理体系

当下舆情治理方法单一、语言生硬、责任模糊等问题突出，应创新舆情机制，
完善舆情危机管理体系。一是内部组织机制，解决突发舆情时内外部信息准确及
时传递的问题；二是外部媒体沟通机制，与官媒、社会媒体保持日常沟通，并建
立起媒体传播团队，突发舆情时做好信息发布，舆论引导工作；三是舆情监测和
分析机制，对全媒体舆情进行系统性、常态化监测分析，包括按职能、地域、源
头等对负面舆情做细分分析。当舆情上升至需重点关注的事件时，立即专项监测，
实时推送给“指挥中心”；四是对外口径制定和新闻发布机制，根据舆情走势和
风险预判，列举出潜在风险事件，通过分类、分级等方式，制定基础口径，尤其
是重大舆情事件的新闻发布工作应注意内容分级，发布时机的把握，掌控事态发
展；五是重大事件预案机制，通过基础口径准备、舆情疏导准备、意见领袖和媒
体资源准备三个角度，对可能发生的重大事件制定预案。
5.2

更新监管技术，多元共同治理

互联网舆情重地，主体多、平台多、数量大、传播快。须加强技术监管，把
握舆情走势，做好风险预判。第一，加强主体和源头监管。针对微信，将时政类、
社会类等易产生舆情的公众号纳入重点监管范围；针对直播平台，探索信息内容
及用户行为监管技术。对异常流量、流量增长速度快的内容进行重点检测。第二，
注重治理网络谣言，构建集识别、预警、追踪辟谣于一体的大数据谣言治理平台。
建立大数据谣言库，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挖掘疑似谣言，将疑似谣言与数据库
中信息进行比对，进行谣言预警，防止谣言的不必要传播和大规模扩散。通过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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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技术挖掘网络谣言产生的源头、传播的关键账号，再现网络谣言的传播路径
和传播范围，识别背后的网络推手，并对其进行一定时间范围内的追踪和监测。
整合政府资源、民间资源、科技力量、行业组织等优势资源和渠道，联合协同辟
谣。互联网龙头企业是舆情重地，应切实承担维护舆情生态安全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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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谨慎重点应对，构建事件知识库

我国在发展过程中的敏感问题成为舆情演化的重要话题和异见分子的炒作
热点。涉疆、涉藏、涉台问题敏感，缺乏相关的知识背景和巧妙的应对言论，极
易引发严重舆情甚至线下动员难以应对。在此背景下，应建立重点事件数据库，
构建专项舆情知识库。其中，重点人包括港/台/藏/疆独分子、维权人士、职业访
民等异见人士以及有影响力的自由派人士、专家学者和意见领袖群体；重点组织
包括境外民运组织、境外NGO组织、境外驻华使领馆、重点宗教组织、重点高
校学生社团等；构建境外涉华舆情、涉藏舆情、涉疆舆情等重点专项舆情知识库，
可针对性构建以人物库、案例库、媒体库、研究成果库为基础的专项舆情治理知
识库，对敌对意识形态的渗透方式、舆论斗争的规律和特征，以及舆论的发展走
向做进一步挖掘，为专项舆情引导提供策略支撑。
5.4

加强政媒互动，及时权威发声

目前对体制内主流媒体的相关要求，容易导致其在重大舆情事件中偏向“保
持沉默”，这就等于限制了舆论主动权，难以在舆情危机中形成权威对冲机制，
大众观点必然被各类社会媒体左右。主流媒体在关键时刻应敢于、善于发声，政
府管理机制上应给予适当的容错机制。应尽快研究建立主流媒体分级分层管理体
系和适当的容错机制。主流媒体应在重大舆情事件中发挥特殊作用，及时发声、
敢于发声、善于发声，赶在社会媒体热炒之前发布权威信息，取得广大群众信任，
牢牢掌握舆情发展方向，做好舆情引导工作。
5.5

坚持治理原则，柔和姿态应对

舆情治理是与公众建立情感认同，采取柔和姿态，解决“入耳、入脑、如心”
的问题[15]。当发生重大舆情事件时，政府治理首要应采取主动姿态，重视舆情
治理工作，积极主动的进行信息发布、有效沟通、情感疏解等治理工作。作为执
政主体，舆情治理仍应坚持三大原则：第一，舆情沟通首先应解决立场一致、感
情共知和关系认同三大问题，重视舆论背后的人心公道，争取公众对政府的认同
和亲近；第二，掌握对外发布信息的主动权，管理部门需明确：与其被动说不如
主动说，迟说不如早说，外行说不如内行说，一般人说不如领导说；第三，公众
利益至上，充分考虑并尊重公众生命权、财产权、选举权和知情权。主动的应对
姿态有利于政府巧妙设置议程，掌控事态发展。从而把握发布时机，争取话语主
动。敢于面对冲突，善于回应质疑是社会转型期间舆情治理工作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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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社会利益格局快速调整,
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凸显,未来多年依然是突发公共事件和群体性事件的高发期、
频发期。舆情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我国改革攻坚的坚实基础和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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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面临媒体生态格局的剧烈变化，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发声更为便利、对
抽象权利诉求增强，民间舆论场开始从碎片、分散、妥协向全面、集群、积极过
渡,诉求更加明确，规模效应更加明显。传统治理手段下，政府面临显著的公信
力挑战。转换治理思路，调整应对姿态，丰富技术手段，建立应对机制，构建专
业知识库是社会转型期舆情治理工作的新要求，全面提升我国舆情治理能力，为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安全稳定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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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urpose/Significanc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new trend of public opinion
in cyberspace in China during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ition, and indicates the risk of public
opinion that could threatening state security. Aiming at the difficulty of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currently, we conclude a set of policy suggestion to promote the ability of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Method/Process]This paper conducted thorough research to a group of
significant public opinion hot events, to analyze the new trend of public opinion’s formulation,
transformation, spread, thus summarized the evolution and propagation rules of public opinion.
[Result/Conclusion] With the deepening reform in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s in China,
grea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the interests patterns which cause the social stability faces
severe challenge of high public opinion cases. Thus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the management
ability to assure the government ruling security and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So we propose to
think deeply on the government theory, mechanism, supervision method to establish a complete
public opinion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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