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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急管理新闻发布研究
郭卫民

［摘　 要］做好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对于推进突发事件处置、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展现党和
政府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回顾总结历史，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应急管理新闻发布不
断推进，取得新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应急管理新闻发布步入新时代，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处置过程中，新闻发布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积极成效。面对复杂严
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互联网时代条件下舆论生态加速演变的新挑战，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论述精神，高度重视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进一步强化意识和能力建设，着力完善相
关机制，工作中把握好重点环节，推动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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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急管理是对突发事件的全过程管理，
包括预防准备、监测预警、处置救援、恢复重建等核心环节，其中新闻发布及舆论工作是应急管
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发布工作做得好与否，对于能否有效动员广大参与主体积极行动、
形成强大合力，对于为突发事件处置营造良好舆论环境、有力推进相关工作顺利高效开展至关
重要。

一、我国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的历史沿革

（一）新中国成立后：严格管理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出于对社会稳定和政治因素的考虑，政府对于突发事件总体持

“重处置、轻报道”的处理方式。加之当时社会环境相对封闭、传播媒介并不发达、沟通渠道较为有
限，突发事件发生后，为避免引发民众恐慌、造成悲观情绪，对信息传播和宣传报道管理较为严格，没
有建立起制度性的发布和报道体系。“灾害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是这一时期突发事件报道的
显著特点。［１］例如，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日报》仅有２０条相关报道，且主要突出党和政府的
关怀以及灾区人民的决心，对灾情的时效性报道极少。［２］ １９７６年７月２８日唐山大地震发生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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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于次日刊发了新华社通稿，对灾情的描述也只是“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损失”，而对人员伤
亡、房屋倒塌、经济损失等舆论急切关注的受灾情况基本未做报道，直到事隔三年多后的１９７９年１１
月，《人民日报》才公布了题为《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死亡二十四万多人》的迟到“旧闻”。［２］

（二）改革开放后：日趋完善
改革开放后，我国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外国新闻机构派驻我国的记者和短期来访的新闻从业

人员不断增多，做好新闻发布，增进对国际社会的介绍，为媒体采访提供服务的需求日益迫切；与
此同时，突发事件的发布和报道压力增大，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为争夺国际舆论话语权、树立良
好形象，我国党和政府不断重视新闻发布工作和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同时积极推进突发事件的新闻
发布和报道，两方面工作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１ 加强顶层设计
１９８３年２月，中宣部、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联合下发了《关于实施〈设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和加强对外国记者工作的意见》，要求外交部和对外关系较多的国务院部门建立新闻发布制度，定期
或不定期对社会公开发布新闻。此后，外交部率先建立了新闻发言人制度。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中央对外
宣传领导小组制定下发了《新闻发言人工作暂行条例》，对新闻发言人的资质、任务、职责以及新闻
发布的方式对象、组织协调等作了规定，新闻发布和新闻发言人工作进入了有章可循的阶段。但囿
于各种原因，当时只有外交部、外经贸部、国务院台办、国家统计局等少数部门开展了经常性的新
闻发布，大多数部门尚未启动新闻发布工作。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央提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并
于１９９１年１月成立“国务院新闻办公室”① （以下简称“国新办”），负责我国对外宣传工作。国新
办成立后，积极组织对外宣传，推动新闻发布工作。１９９３年初，国务院召开工作会议，研究确定国
务院介绍国内情况的新闻发言工作由国新办负责，确立了以国新办记者招待会为主，吹风会、集体
采访和发表谈话等形式为辅的新闻发布制度。此后在国新办指导下，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和地方参
与到新闻发布工作中来。

２ “千岛湖事件”敲响警钟
１９９４年发生的“千岛湖事件”② 为我国突发事件对外发布和报道敲响了警钟。此次事件原本是

一起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偶发刑事案件，但由于信息发布迟缓，引发海内外各种猜测，一时间谣言
泛起，特别是部分台湾媒体和西方媒体大肆炒作，攻击抹黑我党和政府，造成恶劣影响。根据中央
要求，有关部门会同浙江省加强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在较短时间内扭转了舆论被动局面。“千岛湖
事件”后不久，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国内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工作的通
知》，强调突发事件报道关系“我国国际形象和新闻信誉”，［３］明确规定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及舆论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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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对外名称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１９９３年，“中央对外宣传领导小组”改为“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办公
室”（对外名称仍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１９９４年３月３１日，２４名台湾旅客乘坐“海瑞号”游船在浙江省杭州市千岛湖观光时，与６名大陆船员及２名导游共３２人在船
舱内被烧死。浙江省公安部门开始称这是一起“意外事故”，但在多番质疑后，直至４月１７日认定观光船火灾是由歹徒登船抢
劫并纵火造成。



导工作由中央外宣办（国新办）组织协调、归口管理，这也是建国以来首次由“两办”就突发事件
报道问题联合发出的专门通知。２００１年初，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突发事件对外
报道工作的通知》，重申由国新办统一协调组织突发事件对外报道和事故现场境外记者管理等工作。

３ 在“拉锯”中推进转变
世纪之交，根据中央要求，在中央外宣办（国新办）的统筹协调下，我国的突发事件报道和舆

论引导工作不断改进，取得了积极成效，如１９９８年河北张北地震和长江抗洪、１９９９年烟台海难等，
媒体都做了相对及时准确的报道。但同时，迟报、瞒报仍在一些地方不时出现，如１９９９年重庆綦江
彩虹桥垮塌事件、２００１年广西南丹煤矿透水事故等。［４］

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３日，吉林石化厂区爆炸，导致松花江水被严重污染，下游哈尔滨等城市用水安
全受到严重威胁。１１月２０日，得知信息的哈尔滨市居民开始囤积粮食、饮用水和各种生活用品，各
种流言开始传播。１１月２１日哈尔滨市政府发布公告称，为了“检修管网”全市停水四天。这一宣
布引发了舆论危机和市民的进一步抢购，造成了混乱。次日，市政府再次发布通告，向群众说明事
实真相和政府采取的措施。在中央有关部门指导下，当地政府在努力做好各项工作同时，每天及时
发布信息，引导舆论，城市运转逐步恢复正常。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家推动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进程
中，为我们提供了典型案例，表明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对于突发事件处置至关重要。正反两方面经验
教训告诉我们，突发事件处置与舆论引导工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特别在重大突发事件处置
过程中，只有及时发布信息、有效回应关切、积极主动引导，才能第一时间掌握话语权，更好维护
人民群众利益，维护党和政府形象。

（三）“非典”之后：加快推进
１ “非典”事件：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加快步伐
党的十六大提出建设“公正透明”的行政管理体制、推动政务公开，对新闻发布工作提出了新

的要求。２００３年“非典”暴发，给国家治理带来巨大挑战，这一年也是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进程
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一年。这是一场全球瞩目的“公共卫生事件”，初期由于没有及时准确发布
信息，引发国内民众疑惑和国际舆论攻击。根据中央部署，国新办积极组织、推动新闻发布工作。
当年４月２０日起，卫生部每日召开发布会介绍疫情信息和防控举措，相关部门和有关省（区、市）
及时组织新闻发布会介绍防治工作进展。权威信息发布使公众及时了解情况、采取防范措施，减少
了不必要恐慌、增强了战胜疫情的信心。抗击“非典”的成功，推动了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国新
办认真总结抗击“非典”新闻发布工作经验，在做好国家层面新闻发布同时，积极推动中央各部门、
各省（区、市）的新闻发布工作，一些部门和地方陆续设立了新闻发言人，我国三个层次新闻发布
机制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２００３年８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
新闻报道工作的通知》，强调要做好突发事件对内对外报道工作，进一步提升了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
宣传舆论工作。

２ 制定出台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
２００４年，党和政府全面总结“非典”等一系列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经验，组织制定《国家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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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以及２５份专项应急预案。鉴于新闻舆论工作在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的重
要性日益凸显，确定由国新办牵头负责起草新闻发布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作为专项预
案之一。预案参照总体应急预案，根据新闻发布工作的特点作出规范，明确要求突发公共事件的信
息发布应当及时、准确、客观、全面。预案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发生过程、性质和机理，强调在处
理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四类突发公共事件时，应及时组织新闻发
布；根据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建立了由国务院到地方的四级新
闻发布应急响应等级，明确和规范了工作流程。之后一段时期，党和政府相继制定印发《关于改进
和加强国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的实施意见》《关于进一步改进和加强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建设意见
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一系列文件法
规，其中对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特别是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提出要求。我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进
入了规范化的快速推进期。

３ “５·１２”汶川地震：高效有序的新闻发布工作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发生８级地震，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

广、救灾难度最大的一次地震。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政府第一时间公布地震信息，媒
体滚动播报灾区最新情况，国新办等部门纷纷启动一级应急响应，迅速投入到抗灾救灾斗争中。
地震发生当晚，国新办根据预案制定新闻发布和舆论工作方案，并于５月１３日起每天举行一至两
场发布会，邀请地震、民政、卫生、交通、水利、财政等部门负责同志发布权威信息、详细介绍
灾情、积极回应关切、抑制谣言传播。四川省政府也每日定期举行发布会，第一时间精准发布伤
亡人数、损失数额、捐款数额等。国新办指导组建新闻中心，稳妥高效做好境外记者赴灾区采访
的服务和管理工作，树立了我开放、自信、友善、合作的国家形象，为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营造
了良好舆论环境。面对此次地震，中国政府高效有序的应对令世界刮目相看，信息发布的速度之
快、透明度之高、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在中国的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史上是罕见的，赢得了
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互联网的发展和微博等新媒体应用的普及，打破了传统的舆论生
态格局和信息传播方式，也给突发事件处置，特别是新闻发布及舆论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２０１１
年“７·２３”甬温线动车事故后，相关部门新闻发布工作准备仓促，出现了一些应对失误，引起
舆论炒作。之后，国务院领导同志抵达事故现场，举行了中外媒体见面会，有理有力回答了一系
列敏感问题，扭转了舆论被动局面。由此可见，新闻发布对于舆论工作至关重要，也是突发事件
处置的重要环节。

回顾历史，我国的新闻发布工作逐渐从封闭走向开放，顺应了改革开放的潮流，展现了我国民
主政治建设的成就。在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置引导中，我们明确了一条经验，即公开透明。公
开透明能够增强政府公信力和动员力，推动提升各地区各部门处置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利益，
展示党和政府良好形象。以开放的精神开展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是经验的总结，是
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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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急管理新闻发布步入新时代

（一）突发事件处置引导工作展现新面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应急管理工作，我国应急管理体系不

断调整和完善，能力不断提升，应急管理的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也展现出新面貌。
１ 习近平总书记对做好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工作提出明确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从政治、全局和战略高度，就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加强应急

管理工作和应急能力建设、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等，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同时着眼于党的
新闻舆论工作全局，对做好应急管理、突发事件的舆论工作提出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以正确舆论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推
动改革发展，有利于增进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有利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５］强调引导社会舆论走向，
要善于设置议题，让该热的热起来，该冷的冷下去，该说的说到位；要让我们设置的议题成为社会
舆论的焦点，而不是被社会舆论牵着鼻子走。［６］强调时度效是检验新闻舆论工作水平的标尺。不
管是主题宣传、典型宣传、成就宣传，还是突发事件报道、热点引导、舆论监督，都要从时度效
着力，体现时度效要求。［７］强调突发事件的舆论引导，贵在早、贵在快，要完善快速反应机制，
及时发布权威信息，有针对性地回应社会关切，先声夺人、赢得主动，确保首发定调。［７］强调领
导干部要增强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善于运用媒体宣讲政策主张、了解社情民意、发现矛盾问题、
引导社会情绪、动员人民群众、推动实际工作。［７］强调关键时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承担起新闻
信息的及时发布者、权威定调者、自觉把关者的角色。［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深刻把握新闻
传播规律，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和方法论，为我们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指明了
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２ 党和国家制定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以及有关部门制定颁布了一些列重要政策文件，指导规范突发事件信

息发布工作。党中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意见》《关于建立健全信息发布和政
策解读机制的意见》等，明确要求领导干部在引导社会舆论中应当发挥重要作用，在重大事件发生
后，应带头接受媒体采访，做好“第一新闻发言人”。２０１６年，国务院办公厅先后印发《关于在政
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实施细则》，
指出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市场预期和突发公共事件等重点事项，要及时发布信息。对涉及特
别重大、重大突发事件的政务舆情要快速反应，最迟要在５小时内发布权威信息，在２４小时内举行
新闻发布会，并根据工作进展，持续发布权威信息，有关地方和部门主要负责人要带头主动发声。
中宣部出台《关于规范重特大事故信息发布工作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加强突发热点舆情引导处置
的制度机制建设，推动工作不断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３ 突发事件舆论引导取得积极成效
在中央政策精神的指引下，各级党政机关认真贯彻“及时准确、公开透明、有序开放、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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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引导”的方针原则，积极稳妥开展各类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的引导处置，应急响应、信息发布、
舆论引导、管理调控能力不断提升，有效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中心工作。

（１）“东方之星”号客轮翻沉事件。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日２１时３０分许，隶属于重庆东方轮船公司的“东方之星”号客轮在从南京驶往

重庆途中突遇罕见强对流天气，于长江中游湖北省监利县大马洲水道翻沉，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此
次事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内河航运史上遇险遇难人数最多、救援处置难度最大的事件，国内外
舆论高度关注。

面对突发、紧急、复杂的严峻形势，相关部门迅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
中央部署要求，遵循及时、准确、公开、透明的原则，坚持舆论引导工作和救援处置工作同步规划、
同步推进，全力组织好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等各项工作。

持续动态发布，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前线指挥部新闻中心密集召开新闻发布会，６月２日至１３
日，在监利组织由多个部门、５７人次参与的１５场新闻发布会，针对救援、打捞、气象、航运、善
后、生还者人数变化等舆论关切主动回应并进行专业权威解释说明，与记者充分沟通互动，成为中
外媒体获取救援、处置、善后权威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效引导了境内外舆论。

科学设置议题，及时回应舆论关切。密切跟踪境内外舆情动态，加强信息发布议题设置，坚持
做到有关切就有回应、有质疑就有解释、有误读就有拨正。针对遇难者人数公布后可能引发对搜救
工作的质疑，及时通报沿江下游加大搜寻工作力度的情况；针对公众关注的事件发生经过，有序安
排中央主要媒体采访救援人员、幸存者、亲历者等，释放细节信息，采访气象、船舶专家就气象成
因、水文条件、航行风险等做好解释说明；针对“头七”前网民有关为遇难者降半旗的意见建议，
举行现场哀悼活动，有序组织现场直播，充分展现党和政府人文关怀。

积极主动做好媒体服务和管理。事件发生后，新闻中心始终坚持寓管理于服务之中，在举办发
布会同时，积极组织集中采访、开展个性化“采访菜单”服务，满足媒体信息需求。为外媒记者提
供交通、食宿等便利，以诚待人、以理服人，境外媒体对事件的报道总体客观、正面。有外国记者
表示，事件的采访透明公开，新闻中心为顺利高效地发出报道提供了很多便利和服务，允许外媒进
入核心区报道体现了中国政府全方位救援的努力和全力救人的决心。

（２）江苏响水“３·２１”特大爆炸事故。
２０１９年３月２１日１４时４８分，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江苏天嘉宜化工有限公司化学储罐发生爆

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发生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相关部门和地方及时组织救
援处置工作。在整个事故处置过程中，新闻发布和舆论工作及时跟进，事故发生不到两小时，盐城
市政府有关部门发布信息，省政府、中央有关部门等迅速跟进发布消息。事故发生次日上午９时，
当地政府举行新闻发布会，盐城市长和省应急管理厅厅长等向社会公众介绍灾情、救援工作及下一
步举措。盐城宣传部门启动工作机制，持续组织新闻发布会，开展媒体采访的服务和管理工作。当
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第一时间进行发声，通过新闻发布会等有效回应舆论关切，及时组织动员广大群
众，努力营造良好舆论氛围，为事件处置奠定了良好工作基础。

此外，“１２·２０”深圳光明新区特大滑坡事故等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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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都表明，经过多年实践，我们在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能力方面有了质的提升，取得
了积极的工作成效，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二）新时代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取得显著成效：抗击新冠疫情新闻发布提供范例
１ 新闻发布在抗疫“斗争”中发挥突出作用
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来全球发生的最严重的传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遭遇的传播

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宣部
（国新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迅速建立全国疫情信息发布
机制，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信息发布，坚持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发布信息，为阻断疫情传播、争取
抗疫主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构筑全国立体化新闻发布格局。中宣部（国新办）等部门强化协同策应，推动形成国务院新闻
办、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中央各相关部门、各省（区、市）多层次、立体化发布格局，发布持续
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效果之显，在中国新闻发布史上前所未有。截至２０２０年５月５日，国新办、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和各省（区、市）共举办发布会１２２５场。其中，国新办举行发布会４５场，国
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每日例行发布会１００场，湖北省作为抗疫初期主战场举行发布会８６场，其他
省（区、市）结合各自疫情防控工作，共组织举办发布会１０８０场。北京、天津、上海、广东、重庆
等地基本实现每日举行发布会。

打造防疫抗疫权威信息源。围绕疫情防控大局，各地区各部门精心设置发布议题，广泛就疫情
形势、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科研攻关、物资保障、健康科普、复工复产、经济运行、国际合作等
发布大量权威信息。直面舆论关注的武汉“封城”“解封”“动态清零”、病毒传播方式、疫苗接种
安全等热点敏感问题解疑释惑、澄清事实，及时回应国内外关切，稳定了社会情绪、增强了民众信
心。针对美西方炮制炒作“病毒溯源”“追责赔偿”“抗疫外交”等抹黑攻击论调，精心组织发布、
开展舆论反制，有效引导国际舆论。

积极创新发布形式。在组织新闻发布过程中，根据疫情防控特殊要求，从提升发布效果出发，
不断创新发布形式。国新办首次通过５Ｇ技术在京汉两地同步举行发布会，请武汉一线的医学专家与
北京的中外记者互动交流。首次举行全英文发布会，医学专家和主持人直接用英文向外国记者介绍
中国经验。湖北在全国率先举行远程视频连线发布会，山东、陕西等通过视频连线邀请省市有关负
责人在多地同时发布信息。有媒体认为，发布会利用高科技让远隔千里的发布人与记者同场交流，
拉近了政府与公众、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组织引导媒体报道形成声势。在组织新闻发布同时，同步高效引导媒体积极做好采访报道，充
分发挥中央媒体主力军作用，广泛借助两微一端、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释放权威信息、传播热
点金句、凝聚抗疫共识。引导推动外媒客观、理性报道抗疫进展成效，做好服务和管理工作，展现
中国政府自信、开放、透明的良好形象。

２ 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呈现新特点、新进展
总结梳理抗击新冠疫情新闻发布工作成效经验，可以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应急管理新

闻发布工作呈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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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新闻发布制度建设不断完善。经过近年来持续努力，中宣部（国新办）、中央各部门、各省
（区、市）三个层级的新闻发布制度建设在全国范围内逐渐完善，各相关部门机构均设立了新闻发言
人及工作团队，队伍不断壮大、素质显著提升。大多数部门和地方制定了关于新闻发布工作的规范
性文件，建立了舆情、口径、发布工作等机制，这些都为短时间内启动全国协同联动、相互呼应的
抗疫新闻发布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是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意识不断增强。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以及中宣部有关政策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问题时，都把及时组织新闻发布摆在突出位置，争取
了舆论主导和工作主动，有效避免了“小事拖大、大事拖炸”的局面。在此次抗击疫情过程中，新
闻宣传部门闻令而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织新闻发布，及时准确、公开透明释放权威信息，为
打赢疫情阻击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在后续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中，每当发生重大疫情，及时召开新
闻发布会已成为各地区各部门的普遍共识。

三是设置议题回应关切能力不断提升。主动做好信息发布、有效回应社会关切，是各级政府提
升舆论引导水平和能力的重要着力点。近年来，在处置新冠疫情等重大突发事件时，各地区各部门
精心设置发布议题，直面舆论关注的热点敏感问题，及时解疑释惑、澄清事实，有效回应国内外关
切，稳定了社会情绪、增强了民众信心。针对美西方攻击抹黑，有理有力有节开展反制，抢夺国际
话语权、抢占道义制高点。发布信息有事实、有数据，有深度、有温度，中国话语的说服力、感召
力不断提升。

四是新闻发布形式手段不断创新。从发布形式看，在当前疫情条件下，积极运用新技术手段开
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布方式，通过视频连线、远程采访等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从
发布人员看，既有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负责人，也有专家学者、基层干部、社区工作者、公安干警、
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等各行各业代表，他们借助发布平台讲述普通民众平凡而感人的故事，彰显了
新闻发布的温度。从发布渠道和传播方式看，更加注重运用社交平台等新媒体，确保权威声音第一
时间进入舆论场，不给谣言、杂音以传播空间。

（三）当前工作存在的问题
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互联网、新媒体技术的裂变式发

展，致使社会舆论热点问题易发多发、生成发酵大大提速，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面临新的压力和
挑战。必须看到，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党中央的要求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期
待还有较大差距。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一些部门和地方在开展突发事件新闻发布中，认识缺位、能
力不足等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新闻发布意识和理念还需进一步提升。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尚未真正认识到信
息化时代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意义，没有树立起信息公开和主动引导舆论的意识，或认为新闻发布
只是宣传部门的事。面对重大突发事件和敏感问题时，仍时常抱着陈旧思维，不想说、不敢说、不
会说的情况仍较普遍，缺少主动发布与担当精神。

二是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还需进一步提高。一些领导干部和新闻发言人新闻素养不足，之前较
少或从未上过发布台，缺乏与媒体沟通交流的经验，不知如何面对镜头。突发事件发生后，面对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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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没有展现出开放真诚的态度，不会说、说错话而曝出“雷人雷语”，刺激社会情绪、引起舆论炒
作，给事件处置造成不利影响。

三是及时有效回应社会关切还需进一步加强。一些领导干部只善于讲工作、讲成绩，出现社会
公众关注度高、迫切需要回应的热点问题时以各种借口推诿回避。有的干部仍习惯于“一篇通稿打
天下”，不善与媒体沟通交流，不愿回答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发生突发事件和热点舆情后，虽然发
布会开了不少，但不回应舆论关切，损害了自身形象和政府公信力。

四是统筹协调与机制保障还需进一步完善。突发事件处置往往涉及多个部门和地方，但常常出
现统筹协调不够的情况，或放任基层地方自行处置，没能形成强有力的指挥和有效的保障。一些地
方在处置突发事件时，宣传部门缺位，新闻发布工作部门的人员不足、缺乏培训。涉及新闻发布的
相关机制不健全，难以满足高密度的发布要求，影响发布效果。

三、推动新时代应急管理新闻发布迈上新台阶

当前，经济社会深刻变革，舆论生态加速变化，应急管理新闻发布面临新的机遇与挑战。要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握形势、提高认识、勇于创新，增强工作主动
性、前瞻性、科学性，努力做好新时代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

（一）切实提高对应急管理新闻发布重要性认识
１ 是党和政府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执政理念的鲜明体现
我们党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人民群众是国家的主人，对党和政府各项工作具有

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开展新闻发布，及时阐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政策，积极回应社
会关切，能够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起到凝心聚力的作用。突发事件及热点问题大多关系人
民群众切身利益，事件发生后，保障人民群众及时知晓情况，不仅能够帮助民众采取必要的防范措
施，同时也能对事件处置参与主体的广大民众起到动员作用。如果不能及时主动有效发布权威信息，
势必会给谣言传播提供空间，引发社会不安和恐慌情绪。

２ 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现代政府是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要求政府政策公开、权力运行透明，加强政府新

闻发布工作是重要抓手和推动力。在社会信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通过新闻发布及时介绍政府采取
的各项决策部署，也是对参与突发事件处置的各部门、各机构工作的有效监督和促进，有助于提升
处置效率。做好信息发布工作，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３ 是塑造和展示良好国家形象的重要手段
新闻发布工作是架起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沟通的桥梁和纽带。面对突发事件，主动、及时、全

面、准确地发布权威信息，有助于提升政府公信力，传递党和政府亲民、务实的形象。与此同时，
伴随着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国内国际两个舆论场相互影响越来越深，做好突发事件的新闻
发布及舆论工作，对于增进国际社会对华了解、有效引导国际舆论、防范回击反华势力的抹黑炒作、
塑造中国开放自信的良好形象十分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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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是适应互联网和新媒体发展趋势的必然要求
当今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特别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使信息传播的速度越

来越快、内容更加丰富、渠道更加多样、主体更加多元，舆论生成的规律和特点发生深刻变化，舆
论形势更加复杂多变。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 “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实时传播、全民传
播一触即发，也加剧了重大突发事件扩散的速度和广度。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新闻发布工作只有
与时俱进、积极引导舆论走向，才能牢牢占据道义高地，争取主动权。

（二）着力把握四项工作重点
进一步加强应急管理新闻发布工作，根据新形势新任务，需要着力推进以下四方面工作。
１ 提高认识，转变思想观念
突发事件及热点舆情的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政治性强、敏感因素多，做好这一工作十分重

要。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要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出发，充分认识做好突发
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意义，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就新闻发布制度建设、突
发事件舆论引导等工作制定颁布的一系列重要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
主动适应新媒体时代信息传播规律，摈弃“捂盖子”的陈旧观念做法，关键时刻敢于善于发声，承
担起“第一新闻发言人”角色，推动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高效有序开展。

２ 健全制度，提供支撑保障
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精神，扎实推进新闻发布工作制度化、法制化、规范化。要加强统筹协调，

理顺工作机制，推动宣传部门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确保处置工作和舆论引导有机衔接、协同推
进。要着力加强新闻发布制度建设，进一步规范新闻发言人选任，为其开展工作创造条件。要谋划
解决新闻发布工作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后勤保障等问题，建设一支强有力的发布团队。要积极
开展日常新闻发布，为突发事件新闻发布打下坚实基础。要加快推进口径库建设，实时积累更新，
更好服务常态化发布和应急发布工作。

３ 组织培训，提升媒介素养
做好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提升党政领导干部能力是一项重要而迫切的任务。各级党

委可通过理论学习中心组等，安排开展相关学习培训。要依托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加强对党政领
导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新闻发布素养和能力培训，增强领导干部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要加强对新
闻发言人及其团队的培训，针对性开展上岗培训、定期轮训和专项培训。要高度重视基层干部业务
培训，加大新闻发布培训比重，帮助他们增强舆情敏感、提高引导处置能力。要推动培训基地建设，
完善教材、配强师资，提升培训工作实效。

４ 制定预案，开展实战演练
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总结近年来重大突发事件处置及新闻发布工作经验，结合实际修订完善突

发事件新闻发布应急预案，进一步明确发布工作的职责分工和规范流程，提高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
精准性和可操作性。要组织开展发布演练，时刻绷紧重视突发事件处置和发布工作同步开展这根弦，
认清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查找差距和短板，进一步完善相关工作
制度，提升实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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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努力完善五项工作机制
加强机制建设，是做好应急管理新闻发布的基础性工作。
１ 应急响应机制
突发事件发生后，要迅速同步研究部署开展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要根据事件的分类分级，

启动相应的新闻发布工作，在负责处置事件的指挥部下，设立专门的新闻发布机构，确定专人负责
新闻发布。新闻发布机构和团队要迅速拟定工作方案，新闻发布人员要及时了解一线情况，针对性
开展工作。在了解事实、掌握政策的前提下，认真准备发布口径。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视情决
定由上一级启动或参与舆论应对工作。

２ 舆情跟踪与研判机制
舆情是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第一信号。新闻发布工作启动伊始，要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

术，加强舆情实时监测，分析跟踪境内外媒体报道和社会反应，将综合研判情况及时向上级和相关
部门报告，推动事件处置；同时组织有针对性的舆论引导工作，借助新闻发布等平台积极回应，澄
清事实、解疑释惑。发布后做好效果评估，及时跟进研判最新舆情热点和走势，发现问题、迅速解
决。要加强部门地区间信息沟通和舆情共享，强化常态化舆情风险预警，确保出现问题有预判、处
置应对有预案。

３ 媒体服务管理机制
新闻发布工作机构要及时受理中外媒体采访申请，采取符合国际惯例、科学有效的管理方式。

要建立接待管理体系，必要时设立新闻中心，通过新闻发布和采访等，主动提供有价值的权威信息，
引导媒体做好报道，同时提供信息传输等技术服务。对于媒体包括境外记者提出希望采访事发现场
需求等，要避免简单生硬地予以拒绝，出于抢救工作及其他因素考虑，不便允许进入现场时，应及
时解释说明；在不影响事故抢险和记者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尽量安排现场采访，同时加强组织管
理。对恶意报道不实信息、攻击抹黑的，要及时进行交涉，采取坚决有效措施予以制止。

４ 互联网信息安全管理机制
互联网、新媒体具有传播快、影响大、互动性强的特点，用好管好互联网这把“双刃剑”，

是我们做好新时代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环节。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和利用互联网、新
媒体优势，及时传播党和政府的政策举措以及各种正面信息，主动引导舆论；同时利用其信息汇
聚的特点，作为了解和收集舆情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要警惕各种歪曲事实、煽动矛盾、影响
突发事件处置的有害信息，加强管理，特别对境内外一些采取恶意攻击、造谣抹黑的网站和信息
源要严加管控。

５ 评估考核机制
要对应急管理新闻发布的情况及效果及时开展评估，把重大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和舆论引导纳入

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绩考核内容，考核结果作为有关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
的重要依据。要支持和鼓励党政领导在重要时刻敢于发声，对在新闻发布中出现的一些失误，要有
容错机制。对社会关切不回应、重要信息不发布的，要严肃批评、公开通报；对弄虚作假、隐瞒事
情、欺骗公众，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要依纪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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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紧紧抓住六个工作环节
总结开展突发事件新闻发布工作经验，参考专家学者有关研究，在具体组织实施突发事件新闻

发布工作时，要抓住以下六个紧紧相扣的工作环节。
１ 注重发布时效
从新闻传播学和社会心理学角度看，重视“首发效应”，做好“早”和“快”的文章，舆论引

导就能事半功倍。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部门要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及时、简要对事件状况和性质
作出说明，先声夺人，抢占制高点、掌握话语权，帮助公众及时了解事实真相，减少和避免各种猜
测性、歪曲性报道，为推动事件处置营造良好舆论环境。要及时通过新闻发布会、吹风会、现场采
访以及官方网络信息平台等多种形式做好信息发布，确保权威声音迅速抵达舆论场。

２ 展示真诚态度
重讲态度、坦诚回应是做好新闻发布工作的重要素养。要秉持公开透明的原则，展现政府愿意

倾听民众意见诉求、代表广大公众利益的态度立场。要向公众客观介绍政府的判断和政策举措，以
事实为依据，用开放的姿态、有效的互动及时回应关切。要注重沟通方式，庄重而不呆板，以诚待
人、以情感人，努力让公众心悦诚服。

３ 强调权威发声
“快说经过、慎下结论”是突发事件新闻发布的基本经验。面对舆论关注，如果早早抛出结论性

判断，迟迟不公布事实依据，没有对舆论表现出足够宽容和善意，必然激起舆论反弹、引发次生灾
害。公布事件结论前，务必要经过权威论证，力争做到“一锤定音”。要及时将有关发布内容向上级
和参与事件处置的其他部门通报，做到既不失语、也不乱语，避免因说法不一而造成信息混乱。对
一些尚未核实全部情况、较为复杂的突发事件，可先发简短消息，再作后续报道。

４ 发扬担当精神
勇于担当是新闻发言人需要秉持的优秀品质。突发事件处置过程越是艰难，舆论工作越是复杂，

越需要领导同志和发言人站上发布台。一方面体现我们担当的勇气，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工
作平台。可以客观介绍事实，表明我们的态度、讲清政府的举措，更好凝心聚力、提振信心。面对
媒体质疑和批评时，不要简单生硬回应或避重就轻、转移矛盾、推卸责任，更不要抱着“大事化小，
小事化了”的侥幸心态，以免损害自身形象和政府的公信力。

５ 尊重当事人诉求
“以人为本”不仅要体现在灾难救援中，也应体现在新闻发布中。要学会换位思考、感同身受，

特别是在处置自然灾害、交通事故、食品安全等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突发事件时，要第一
时间对受到伤害的人员表示关心和同情，避免官话、空话。发布中要表明对事件利益相关方的关怀，
投入力量做好工作，最大程度代表公众利益、展现人文关怀，赢得媒体和公众的信任。

６ 加强统筹运行
重大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涉及多部门、多地方利益，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加强统筹协调、建立

工作体系、明确责任分工，共同推进事件及时有效处置。宣传部门要第一时间参与到指挥协调体系，
与其他各职能部门密切配合、相互协作，做到信息共享、步调一致，确保处置工作高效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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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ｉｅ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 ｆｉｇｈｔ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ｔｈｅ ＣＯＶＩＤ－１９，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ｈａｓ ｐｌａｙｅ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
ｔ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Ｆａｃ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ｖｏｌａｔｉｌ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ｄｏ

ｍｅｓｔｉｃ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ｎｅｗ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 ｐｏｓ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ｓｈｉｆｔｉｎｇ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ｐｉｎ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ｅ Ｉｎ
ｔｅｒｎｅｔ ａｇｅ，ｗｅ ｍｕｓｔ ｅａｒｎｅｓｔｌ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Ｘｉ Ｊｉｎｐｉｎｇ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ｓｐｅｅｃｈ，ａｎｄ ａｔｔａｃｈ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ｔｏ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ｍａｋｅ ｍｏｒ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ａｎｄ ａｄｄｒｅｓｓ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ｏ ａｓ ｔｏ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ｅｗ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ｏ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Ｒｅ
ｖｉｅ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Ｋｅｙ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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