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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基层部
门的官微屡屡引发群众不满，与
运营管理存在漏洞不无关联。

据了解，当前，一些地方探
索利用外包服务组建政务微博
微信运维团队。记者采访多位
官微运营人员，发现这种外包方
式在具体实践中存在诸多问题：
代管机构只有信息发布权限，民
众看似能与政府部门直接对话，
却无应答之“实”，诉求得不到解
决；代管机构只是运维专业化，
对服务部门所供文件素材不能
也不敢做新媒体转化，实为内容
传播上的“伪专业人士”；有部门
直接要求第三方机构派人进驻，
以求内容专业化，但此举将付出
高额的保密成本。

一位省级官微运营人员说，
基层一些“一把手”不重视政务

官微，要么放手给小编自发自
核、要么审核走过场。“小编群体
普遍年轻，往往为了追求传播效
果不注意说话方式，领导把关弱
化容易引发风险。”

网络舆情分析师李向帅认
为，不当操作可能把官微带入舆
论漩涡，运营维护者应具有较高
的政治素质和媒介素养，具备对
网络舆情的认知和预判能力。

“在近期出现的几起官微舆
情事件中，发布者大都带着较强
个人情绪，政治意识和公共意识
明显不足。”中国人民大学新媒
体研究所副所长黄河认为，政务
官微力求形式活泼、话语生动无
可厚非，但必须在政府职能的网
络化延伸和形象塑造的原则内
合理拓展。

据新华社

第三方运营“伪专业”，小编自编自发留隐患

近日，广东某所幼儿园的
家长们又在群里收到老师发的
通知：“请家长们在 2018 年 10
月 10 日－10 月 25 日参与点赞

‘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
动，并请每班在 10月 25日前提
供3-5张点赞的照片。”

记者调查发现，这是广东
某地精神文明办公室主办的

“榜样评选”活动，其中一个“投
票榜”需要参考市民投票的结
果。这个本意为征询公众意见
的点赞活动，却因摊派到幼儿
园孩子家长头上变了味。

记者在一个家长的手机上
看到，老师发来的通知明确指
示点赞的对象是学校所在区的
候选人，规定每个 IP每天点赞
50次。

一个上传“点赞”截图的家
长告诉记者，他按照指定候选
人的序号，每天重复打开、点
赞、截图、关闭、再打开。“这些
候选人有什么事迹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让老师工作顺利
了，老师在照顾我孩子的时候
会多担待一点。”

尽管极不愿意参与这种虚
假点赞，但是无奈“孩子在老师
手上”，所以另一位家长只是点
了赞，却没有截图上传。“我想
这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法，既
完成了老师交办的任务，也没
有违背自己的意愿。”

而一位孩子的奶奶则认

为，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吧，只
要别乱收费就行。“老师也挺不
容易。”

行政任务向校园“甩锅”，
家长不时收到五花八门、与孩
子教育毫无关系的“键盘侠行
动”指令。“小手牵大手”成了一
些单位完成“民意考核”任务最
便捷最有保障的渠道。

前不久，广东某地发起“街
坊群防共治队伍建设”，并开设
了微信公众号。当地教育局以

《致全区师生及家长的一封信》
的形式，要求师生和家长关注
其公众号，并要求学生及家长

签名承诺“关注”。
接到通知，学校老师“又加

了一码”：要求每个学生家长
“关注”公众号之后截图上传。
签名承诺、关注截图，“配合圈
粉”之后，家长们再次在家长群
被老师@了一下：“已关注公众
号的请接龙签名！（因要上报，
务必准确。）”

有家长对记者感慨：“自己
领导的话，执行起来也许还会
打点折扣。老师的话，那是圣
旨，所以各路‘圈粉’任务都往
学校里塞。”

“以权谋赞”：要求家长每天点赞50次

记者从长沙市开福区政府获
悉，该区环卫部门 28日推出长沙
首个“公厕联盟”，首批 140 家企
事业单位签约加入联盟，向社会
免费开放厕所。

万达商场、华润万家超市、麦
德龙超市……在开福区环卫局公
布的“公厕联盟”指引表上，长沙
市北部城区繁华商圈的一些地标
性楼盘和知名企业基本都在其
中。为方便市民找厕所，开福区
环卫局还对接百度地图平台，并
发动各环卫所，将现有公厕位置、
图标等信息录入百度地图平台，

市民只需要使用手机通过百度地
图搜寻，即可找到离自己最近的
公厕。

此外，开福区制定了厕所开
放联盟实施方案，鼓励和倡导符
合条件的单位加入厕所开放联
盟，以属地原则由街道与开放单
位签订协议，对外免费开放本单
位内部厕所。另外，开福区还制
定了配套开放考核和补贴机制，
根据单位内部厕所开放程度、服
务人数、管理水平给予 300 元／
月以内的奖励。

据新华社

长沙市成立“公厕联盟”
百余家单位厕所对外免费开放

学校摊派任务 家长无奈点赞

评比考核“以权谋赞”现象亟待查处
一切工作最终都要看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民意成为不少地方评价政

绩的重要指标。一些部门举办评选、考核活动，借助网络投票来扩大市民知
晓度和参与度，收集民意。但有的地方相关部门为了完成“民意考核”任务，
动用行政权力和种种关系，向中小学校甚至幼儿园摊派任务，通过老师向学
生及其家长拉票、求赞、圈粉。

追星娱乐、推销假鞋、“怼网友”……

部分基层政务官微太“任性”
目前，不少政府部门开通官

方微博微信账号，政务官微成为
联系群众的重要渠道。然而，记
者调查发现，一些基层政务官微
信息发布内容随意，“怼网友”

“神回复”等现象时有发生，不仅
没有起到信息公开、为民解难的
作用，反而损害政府公信。有些
部门在官微运营时“当甩手掌
柜”，监管缺位。

目前，全国各地政务官微向
基层一线延伸。以安徽省为例，
记者从新浪安徽分公司了解到，
该 省 政 务 官 方 微 博 数 量 已 达
7500 个，开通层级已至街道、村
一级。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基层政
务官微存在发布内容随意、互动
回复随心所欲的现象，引起群众
不满。

有的官微追星娱乐。“娜姐
好美啊！仙裙飘飘啊”“蛙哥蛙
哥在哪里”……这些追星感言的
发布者，是贵州省清镇市红枫湖
镇人民政府官方微博。记者连
续翻了几页，没看到一条与当地
政府工作直接相关的内容，几乎
全是转自娱乐圈的一些资讯。

有 的 在 公 共 平 台 推 销 商

品。今年 5 月，多位微博用户收
到一条推销假鞋的私信，而发送
私信的微博账户认证信息竟然
是“广西贺州市黄田镇人民政府
官方微博”。在“官微卖鞋”被曝
光后，当地回应称“因为微博管
理人员更迭，工作没有交接好，
导致官微被盗”。

还有的怼网友“闹情绪”。
今年 5 月，一位市民在安徽省池
州市贵池区人民政府官方微信
咨询问题时，出现了“你不说话
没人把你当哑巴”“我仿佛听见
了一群蚊子在嗡嗡嗡”的“牛气”
回复。当地调查称，此次“意外”
是智能软件自动回复所致。

记者注意到，还有不少基层
部门的官微，对于网友的投诉、
咨询等，几乎从不回复。

部分基层政务官微议题跑偏、回复任性

通过老师向学生及其家长
拉票、求赞、圈粉，孩子从小耳
濡目染，对家长应付老师时的
行为见怪不怪，这给孩子健康
成长留下隐患，引起人们的忧
虑。

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
管理学院教授郭巍青认为，随
意动用公权，胁迫家长点赞、刷
票，造成民意失真，反而使群众

失去表达民意的动力和意愿。
把手伸向学生家长，实则

是利用公权绑架家长搞“注水
民意”。张浩认为，这一做法有
滥用权力之嫌。

广东省青少年研究中心原
主任曾锦华说：“金杯银杯不如
百姓口碑，这没有错。但百姓
口碑绝不应该靠摊派集赞去铸
就。通过强拉家长点赞换来面

子光鲜，但工作没有扎扎实实
落到实处，不能给群众带来实
惠，这个现象反映出部分政府
部门懒政怠政。”

曾锦华建议，公权绑架家
长集赞现象必须及时刹车，对
各种部门发起的拉票、集赞活
动应予以清理，对弄虚作假的
圈粉、刷票等形式主义行为进
行查处。 据新华社

“注水民意”须清理“以权谋赞”应查处

过去，评选、考核主要依赖
内部评价，或者开个小型座谈
会考察民意，渠道较窄。如今，
越来越多的单位重视民情民
意，把群众关注度、满意度引入
评价体系。

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张浩认
为，政府部门的考核标准加大
了民意的权重，是件好事。但
好的执政理念离不开好的执
行，部分官员为了谋政绩，把关
注度、满意度当作粉丝GDP，是

“歪嘴和尚把经念歪”。
广东某地发起的“街坊群

防共治队伍建设”，微信小程序
今年 5 月才上线，到 10 月注册
量已突破 100 万人次。据负责
该工作的人员介绍，部署这项
工作的时候，市里专门聘请第
三方研究机构进行测算，要求
全市群防共治的动员能力达到
常住人口的4%到6%，据此制定
了“80万人注册”的目标。现在
注册量虽已达到100万人，但实
际活跃度仅3万人。

市里把任务层层下达，执
行便走了样。这位工作人员坦
承，有两三个区通过教育局向

学校派任务。由于这些区前期
动员工作做得不好，为了完成
全市整体任务，市里也默认了
下面的做法。现在校园安全越
来越受关注，有的学校请家长
加入义工护校队，成为群防共
治的一分子，整项工作并非完
全“弄虚作假”。

对于此类任务摊派，校方
表示无奈。一位校长说：“就看
哪个部门强势，能搞定教育
局。在教学育人之外，硬拉学
生和家长为其他任务凑人头，
我们也不情愿。”

“粉丝政绩”做给上级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