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湘环党字〔2021〕26 号 

 

关于印发《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网络舆情
监控与引导管理办法（第一次修订）》的通知 

 

各处室（部、办、所）、二级学院： 

现将《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管理

办法（第一次修订）》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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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 

引导管理办法（第一次修订） 

  

为进一步加强学院网络舆情的收集、分析、研判和管理工作，

把握网上舆论主导权，为学院稳定和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根

据上级有关精神，结合学院实际，特修订本管理办法。 

一、指导思想 

按照“快速反应、及时回复、强抓落实”的要求，建立健全

科学、规范、有效的网络舆情工作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学院工作全

面、有序、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加强正面引导，释疑解惑，化解矛

盾，消除不良影响，进一步加强网络舆情监控，掌握网络舆论主动

权，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 

二、工作原则 

全校师生员工都应树立大局意识和责任意识，保持高度政治

性、敏感性和警觉性，积极参与舆情管理，共同应对舆情事件。 

1.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原则。党委宣传统战部是学院网络舆情

监控与引导的牵头部门，全面负责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

各二级部门主要负责人为本部门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的第一责任

人，并设置一名网络舆情信息员，具体负责本部门网络舆情监控与

引导工作。归属部门的舆情，该部门为责任单位，归属多个部门的，

分别为责任单位。 

2.突出导向、注重效果原则。注重正确引导网络舆论，在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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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发生后，要快速反应，做好应急处置工作，集中精力正面进行

舆论引导，使网络舆情的宣传报道有利于学院工作的开展，有利于

涉及舆情事件的妥善处置。 

3.分类处理、统一协作原则。实行网络舆情研判工作机制，网

络舆情发生后，要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对于一般性舆情，由责任

部门研判，制定应对措施，并报分管领导审定；对于重大舆情，由

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判，制定应对措施，

在其组织、协调和指导下，各责任部门负责网络舆情具体处置工作，

其他相关部门通力协作、密切配合。 

三、组织领导 

学院成立“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 

由党委书记担任组长，校长、分管宣传工作的副校长、分管

信息化管理工作的副校长分别担任副组长，党委其他班子成员为成

员。 

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主要职责：领导学院网络

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探索网络舆情变化规律，研究建立有效引导

和控制网络舆情的工作机制；负责网络舆情信息员和网络评论员队

伍建设；指导突发事件网络舆情处置工作，对重大网络舆情进行研

判、协调和管理。 

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党委宣传统战部。 

办公室主任由党委宣传统战部部长兼任，副主任由信息化管

理办公室主任兼任，成员由各部门负责人组成。 



- 4 - 

领导小组办公室承担日常工作，负责组织、协调网络舆情的

收集、研判和引导等工作。 

各部门相应成立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小组，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本部门舆情信息管理工作责任人，同时设置部门舆情信息管理

员，负责本部门舆情信息的监控与引导工作。 

四、队伍建设 

学院按照“政治可靠、知识丰富、数量充足、熟悉网络语言

特点和规律”的标准，从各部门选拔建立教职工网络舆情信息员（通

讯员）和网络评论员队伍，从在校学生中选拔学生网络舆情信息员

和网络评论员队伍。教职工网络舆情信息员（通讯员）队伍由党委

宣传统战部负责建立、培训与管理；学生网络舆情信息员队伍由学

生工作部负责建立、培训与管理；教师网络评论员和学生网络评论

员队伍由宣传统战部统一负责建立、培训与管理，组织人事部、学

生工作部、教务处、校团委配合。 

网络舆情信息员工作职责：坚持每天上网浏览信息，关注与

学院相关的论坛、贴吧、博客、微信、QQ 群等，及时捕捉、分析

并上报舆情中带有苗头性、倾向性、群体性的问题；发现或接报网

上异常信息后，第一时间报告领导小组办公室，如信息涉及到所在

部门，应同时报告本部门负责人；加强对突发事件等特殊时期网络

舆情的监控，保证在第一时间内发现并上报。 

网络评论员工作职责：积极主动介入校外主要网站的交互式

栏目（论坛、贴吧、微博、微信、QQ 群、视频公众号），就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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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进行评论，主动导帖、积极跟帖、适时

结帖，维护正确的舆论导向；对于涉及学院舆情，在领导小组的组

织协调下，及时发表正面信息和评论；在学院发生突发事件时，按

照学院确定的宣传口径，正确引导网上舆论，在最大程度上消除各

种负面影响。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领导小组组织开展舆情信息

员和网络评论员的教育培训，建立网络舆情信息员和评论员 QQ 

群，加强工作交流，提高队伍工作水平。 

五、监测发现、分析研判与报送处置 

在学院发布重大政策、开展重大活动前，组织或主办部门应

充分分析可能引发的各种舆情风险，形成风险评估报告，提前向学

院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有关部门通报。 

网络舆情监测到处置的基本程序为：监测发现→分析研判→

信息报送→舆情处置。 

1.监测发现。建立学院层面网络舆情监测值班制度。各部门负

责安排舆情信息员每天浏览查看与学院和部门相关的网站、论坛、

贴吧、博客、微博、微信、视频（直播）、QQ 群、公众号、其他

移动客户端等各类互联网平台和校内外师生员工的异常行为，并做

好记录。重点监测校内外有关学院的舆情，特别是苗头性、倾向性、

行动性信息。各部门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制定监测范围清单。 

各部门除负责对本部门网站进行监控外，还应协助学院舆情

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监测校内外涉及到学院的网络舆

情，及时通报舆情信息，积极会同相关部门进行舆情信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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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析研判。各部门应对涉及本部门相关舆情的影响及发展趋

势进行分析研判，形成舆情报告。舆情报告应包括下列内容：舆情

信息的真实性、责任主体及舆情概况；舆情信息传播情况，如首发

媒体、转载媒体、转载量、点击量、阅读量和评论量，网民的主要

观点和诉求、舆情集中的各方意见、矛盾焦点问题；舆情目前总体

态势、产生的影响，未来发展变化趋势、苗头动向及可能产生的后

果；针对舆情事件的应对措施、处置情况及下一步工作建议；其他

与舆情相关的因素。 

3.信息报送。建立网络舆情信息报送制度。各部门应及时准确、

全面客观报送舆情信息，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迟报、瞒报。重要情

况随时报告。对于监测发现的重要舆情信息，经分析研判后，应及

时启动舆情预警机制，及时对舆情进行引导和控制，并在第一时间

向学院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学院舆情监控与

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突发舆情事件和重大敏感舆情，要快速

启动应对网络舆情的联动机制和分级处置机制。 

监控到涉及学院的网络舆情后，舆情信息员在依法对网络舆

情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合法性和可控性评估、提出初步处置意见

后，应第一时间填写《湖南环境生物职院网络舆情信息报告处理

单》，采取“一事一报”的形式报送，特殊情况可直接打电话向领

导小组成员电话汇报。做好信息备份工作，把有害信息以文本、

web 页面或图片等电子格式保存，并分类编号存储，做好有害信

息的记录情况。记录应包括：有害信息的网址、主题、发布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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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时间、上报时间、处理结果等相关信息。同时，密切关注舆情

发展态势，做好跟踪续报工作。出现舆情部门和相关部门应持续跟

踪舆情事件及发展态势，向学院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办公

室报送最新情况。舆情应对处置工作结束后，应及时分析总结并报

送相关情况。报送形式以正式书面报告为准。紧急情况，可先直接

通过电话报告，保证信息报送的时效性；此后及时按照工作流程补

交正式书面报告。 

4.舆情处置。出现舆情部门在学院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

组统一领导和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下具体协调处置本部门舆情工

作。 

⑴快速反应。要提高网络舆情处置的时效性，责任部门在发

现异常舆情后必须在 1 小时内按规定处置流程进行汇报。八小时

之外(非上班时间)发现舆情的，必须及时通过电话向学院网络舆情

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报告，再按规定程序处置。 

⑵处置流程。一般舆情处置流程：舆情信息员发现舆情后进

行研判并及时进行处理，如需相关职能部门予以配合的及时沟通并

会同处理，毕后由舆情信息员填写《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网

络舆情信息报告处理单》，并与佐证材料一起上报党委宣传统战部

备案。重大舆情处置流程：舆情信息员发现舆情进行初步研判后及

时上报相关职能部门会同处理，或直接向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

工作领导小组汇报，毕后由舆情信息员填写《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

术学院网络舆情信息报告处理单》，并与佐证材料一起上报宣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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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部备案。宣传统战部负责编写《网络舆情信息简报》并呈学院领

导。 

⑶明确责任。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责任部门要

按照“快速反应、确认事实、妥善处理”的要求，及时对网络舆情

进行分析、判断、评估，提出处置意见。 

⑷跟踪负责。责任部门必须跟踪网络舆情处置的全过程。 

学院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时期应急问题属于一级舆情，应立

即报告学院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应急处置热线电话：

8591377、8591282、8229355），根据事件性质、类型、规模，迅

速有效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对由于学院管理问题引发的各种重大舆情，各部门发现后，

要及时将情况报告学院舆情监控与引导工作领导小组。同时立即启

动应急预案，组建专门工作组，召开碰头会，制定并落实应急处置

措施，快速及时地将事情原由、事实真相、事件处置情况等组织成

汇报材料，形成口头汇报和书面汇报。并按照信息内容的不同，采

取不同办法进行分类处置：属于询问、质疑、诉求类的，由学院相

关职能部门依法依规进行办理、提出答复意见，经学院主要领导或

分管校领导审定后统一回复；属于对学院某一突发事件或社会热

点、敏感问题恶意传播或炒作类的，由学院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告知

事实真相或事件处置情况；属于捏造、歪曲或夸大事实，恶意攻击、

诽谤，煽动闹事或涉嫌网上违法犯罪活动类的，由学院相关职能部

门依法澄清事实真相，并商请校外执纪执法部门依纪依法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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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具体规定 

1.学院任何部门和个人未经授权，不得以单位或职务名义在网

上发布信息，不得以单位或职务名义接受媒体采访。对于在网络上

违规发布重大事件信息，迟报、谎报、漏报重大舆情，并严重影响

事件处置的，追究有关人员责任。 

2.学院严禁师生员工以个人名义在校园内开办 Web 主页、

BBS 等公众信息服务系统。 

3.师生员工在校园网以外开办 Web 主页、BBS 等公众信息

服务系统的，一律严禁冠以“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湖

南环境生物职院”和“湖南环境生物学院”等字样。 

4.各部门应严格执行保密规定，严禁涉及党和国家以及学院秘

密的信息上网。严格做到涉密信息不上网，上网信息不涉密。 

5.校内各网页不得出现、师生员工不得查阅复制或传播下列信

息： 

⑴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国家法律、法规实施的信息； 

⑵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否定四项基本

原则的信息； 

⑶捏造或者歪曲事实，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的信息； 

⑷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信息； 

⑸宣扬封建迷信、淫秽、色情、暴力、凶杀、恐怖的信息； 

⑹损害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声誉、形象的不实言论。 

6. 对在舆情信息发现、研判、报送和处置等各环节中，推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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扯皮、工作不力的部门及个人，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理，并追责

问责。如有违反上述第 2 条、第 3 条者，一经发现立即责令取缔，

给学院名誉带来影响或损害者，视其情节轻重交由相关部门处理直

至追究其法律责任；有违反第 4 条者，按学院相关规定或国家法

律法规处理；有违反第 5 条任意一款者按国家法律法规处理。 

七、工作要求 

1.加强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技术支持。信息化管理办公室牵头

加强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的技术支持，包括对 IP 地址的监控、跟

踪、封杀；网管的全天候值班监控，对负面消息进行及时清除；运

用智能型软件进行敏感词组的自动过滤；对论坛发帖的延时审查及

发布；对国外敏感网站浏览限制；部分重要论坛实行实名认证制度

等。 

2.规范回帖内容的报告和审核。对于网络上出现的涉及学院教

育方面的问题，要通过发帖、跟帖、撰写评论文章、介绍事实真相

等不同形式进行回复，积极释疑解惑，化解矛盾，消除影响，矫正

视听，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严格回帖内容的报告和审核制度，

学院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加强对网络评论员回

复内容的审查，确保相关回复内容既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又符

合学院相关要求。 

3.保持信息的公开通畅。当网络舆情危机出现时，要最大程度

地争取传统媒体的支持，利用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发布最

及时权威的信息，影响网络舆情的走向。网络舆情危机发生后，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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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新闻发言人根据要求负责向外界发布相关信息。 

4.各部门要明确部门主管领导和工作职责，并指定专人负责此

项工作。网络舆情信息员（通讯员）和网络评论员要建立工作台帐

和工作档案。 

八、其他 

网络舆情监控与引导管理工作考核纳入部门年终工作考核，

由党委宣传统战部上报学院考核工作领导小组。 

本办法由党委宣传统战部负责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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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网络舆情信息报告处理单 

编号 舆情来源 发布时间 发现时间 上报时间 

     

舆 

情 

信 

息 

下载地址： 

舆情主题： 

舆情信息员初步处理意见： 

           舆情信息员签名： 

                        年    月    日  

相关部门处理意见： 

              部门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办公室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领导小组领导意见： 

              签名：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佐证材料粘于表后，党委宣传统战部和相关部门各存一份。 

 

湖南环境生物职业技术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1 年 5 月 18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