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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初以来，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进驻短视频平台，通过政务

短视频宣传政策和树立形象。本报告基于抖音短视频提供的数据，首

次对中国政务短视频的扩散过程、综合绩效和影响力进行了定量评估。

研究显示，截止 2019 年 5 月 20 日政务短视频账号已突破一万家，实

现了各省份、各城市和各领域的广泛普及，但是不均衡不充分发展仍

然较为明显。短视频平台采用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算法，这使“网

络是平的”，偏远地区和冷门部门也可以依靠优质政务短视频成为“网

红”。政务短视频账号的表现差异较大，但是政务短视频的播放量同

传统经济、财政和技术能力等资源禀赋因素无关，而主要取决于部门

领导意识和运维人员素质。对“爆款”政务短视频的分析显示，实拍

视频和正能量主题的影响最大，带有本地色彩的表现也较为出众。政

务短视频在运营观念、制作流程和人力资源管理等方面，都对新媒体

运营提出了挑战。鉴于政务短视频的上述特征，其发展导向应重质轻

量，并同其他政务新媒体差别化和融合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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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部门如何玩转短视频？ 

短视频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传播媒介，以“短平快”的视频

赢得网民的广泛关注和热烈追捧。得益于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

及，短视频在网民的渗透率越来越高。《第 43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

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8 年 12 月，中国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6.48

亿，占网民总数的 78.2%。短视频之所以能够流行，同其所具备的若

干特征密不可分，这包括基于人工智能的个性化推荐算法、多媒体性、

个性化和互动性强、传播力强等优势。 

一些政府部门认识到短视频的巨大潜力，从 2018 年初开始试水

政务短视频，将其作为宣传政策、树立形象和网民沟通的重要载体之

一。与政府网站、“两微一端”（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客户端）

相比，政务短视频在许多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这包括多媒体性、覆盖

面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传播力强等特点。比如，一些“爆款”政

务短视频的单条播放量可以达到上亿次，这是其他媒介所难以企及的

量级。 

抖音是短视频领域的先行者和主力军，政务抖音号也是政务短视

频的主要代表。本报告关注政务抖音号，主要因为抖音最先在 2018 年

4 月推出首批政务短视频账号并使 2018 年成为“政务短视频元年”；

与此同时，政务抖音号在入驻规模、集成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遥遥领

先于其他短视频平台。截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政务抖音号的总数经

过一年多就突破一万家，抖音也成为多数政府部门入驻短视频的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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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同面对面接触和其他媒介沟通相比，政务短视频是一种政府与民

众沟通的新颖模式。与此同时，政务短视频的运营也对政府部门提出

了多方面的挑战。尽管政务短视频可以轻松制作，但是要想赢得广泛

浏览和传播，则需要政府部门的多方面支持。因此，值得研究的问题

包括：政府部门为什么（不）开通政务短视频账号？各地区、各级和

各部门在政务短视频的开通方面存在哪些特征？哪些因素影响政务

短视频的绩效和影响？ 

得益于字节跳动政务号部门的支持，我们提取了 2019 年 5 月 20

日前所有政务抖音号的入驻时间、所在地区、政府层级、部门类型、

部门职能等认证信息，并获得了各个政务抖音号的视频发布量、播放

量、点赞量和粉丝量等数据。本报告基于抖音短视频提供的数据，首

次对中国政务短视频的扩散过程、综合绩效和影响力进行了定量评估。 

二、政务短视频账号扩散迅速，上线一年即实现各地区、

各层级和各部门的全覆盖 

2018 年 4 月 25 日，中央政法委官方网站“中国长安网”开通抖

音平台官方账号，这是第一个政务抖音号，也是第一个部委层级的政

务抖音号。同日，“深圳天气”开通，深圳市成为第一个开通政务抖

音号的城市。4 月 30 日，山东省开通“好客山东”，第一个省级政务

抖音号开通。同日，“遇见都江堰”开通，成为第一个县级政务抖音

号。至 2019 年 5 月 20 日，政务抖音号累计增长 10038 个，平均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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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 772 个，平均每周新增 183 个，平均每天新增 26 个，平均每小

时开通一个政务抖音号（如图 1 所示）。 

 
 图 1 政务抖音号的每月开通情况 

从各级、各省份和各个业务系统来看，政务抖音号均有大幅扩散。

从省级扩散来看，截止到 2018 年 6 月 9 日，各省均开通了政务抖音

号，不到两个月就实现省级政府全覆盖。平均每省拥有政务抖音号 316

个，不同省份的政务抖音号数量存在着较大差异。其中，山东省拥有

713 个账号，数量最多；西藏自治区拥有 44 个账号，数量最少。政务

抖音号数量排名前十的省份为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广东省、甘

肃省、云南省、陕西省、四川省、内蒙古自治区以及浙江省，数量均

在 400 以上。西藏、宁夏、重庆、海南和上海拥有的政务抖音号数量

低于 90，在省级数量排名中处于较低水平。 

从城市分布来看，截止 2019 年 3 月 5 日，除三沙市以外的所有

地级市均开通了政务抖音号。云南德宏州拥有 261 个政务抖音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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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最多；而山南地区、博尔塔拉州仅拥有 1 个账号，数量最少。平均

每个地级市拥有 25 个政务抖音号，不同地级市拥有的政务抖音号数

量存在较大差异。政务抖音号数量排名前十的城市为：德宏州（261

个）、西安市（188 个）、武汉市（139 个）、沈阳市（125 个）、兰

州市（103 个）、济南市（99 个）、成都市（94 个）、南京市（89 个）、

深圳市（83 个）、石家庄市（78 个）。 

理论上而言，一个地区的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互联网普及

率、移动互联网普及率、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电子政务绩效以及政务

新媒体表现等因素，会对政务抖音号的数量产生正面影响。但是，我

们对省市两级数据的回归分析却显示，仅有人口规模、移动互联网普

及率和原有政务新媒体的表现对政务抖音号数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而其他因素则影响不大。这意味着欠发达地区也可能有很大的潜力和

动力去开通政务抖音号，并不受其所掌握的财政资源等资源禀赋的限

制。 

从各级政府部门开通的政务抖音号分布来看，部委层级共有政务

抖音号 80 个，占比 1%；省级政务抖音号数量为 606，占比 7%；地级

市层级的账号数量为 3227，占比 35%；县级层级账号数量为 5122，占

比 55%；乡镇政府、街道办等基层政府组织开通了 226个政务抖音号，

占比 2%。考虑到基层政府部门数量庞大，政务抖音号的渗透率较低，

同其工作负担重和资源有限有关。 

目前，公安、法院、消防、妇联等政府系统以及国企、博物馆、

高校、科协等各类企事业单位均实现了政务抖音号的全覆盖。总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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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政法系统的政务抖音号数量最多，包括法院、平安、交警、网警、

检察、司法和政法委总计 4243 个，占总量的 42.3%（图 2）。其中法

院类的数量最多，共计 1178 个，占 11.7%。消防、地方发布、旅游、

共青团等类型紧随其后，数量均在 600 以上，而其他领域仍有较大的

发展空间。究其原因，平安、交警、消防、地方发布等领域与公众生

活密切相关，公众对其关注度和需求度较高，因此这些领域的政务抖

音号数量也较多。 

 
 图 2 政务抖音号账号数量前 15个领域分布 

三、政务短视频账号综合表现良好，各地区和各部门差

异明显 

尽管有上万家政府部门入驻政务抖音号，但是它们的运营和表现

却千差万别。一些账号的粉丝门可罗雀，另一些账号的粉丝则趋之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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鹜。本报告将累计粉丝量超过 50 万或单条视频播放量超过 100 万的

账号定义为优质账号，共计 2695 个，并分析其分布特征。 

从地区分布来看，山东省的优质账号数量遥遥领先，突破200个，

中部的湖北省、安徽省，东部的广东省、江苏省、浙江省优质账号数

量均接近 150 个，位居前列；西部地区虽存在部分省份如陕西省、甘

肃省的优质账号数量较多，超过 100 个，但西部地区整体数量偏少。 

从城市分布来看，西安市拥有近 80 个优质账号，位居第一。深

圳市、成都市、兰州市、南京市紧随其后，拥有超过 30 个优质账号。

临沂市、烟台市、黔南州、长沙市拥有超过 15 个优质账号。大部分

城市拥有 10 个左右的优质账号，少数城市则没有优质账号。 

从业务领域分布来看，平安类优质账号数量遥遥领先，拥有接近

500 个优质账号（如图 3 所示）。其次为交警、消防领域，拥有超过

300 个优质账号；地方发布、旅游与法院、共青团领域也拥有超过 100

个优质政务账号，位居前列。但是，其余领域优质账号相对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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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优秀政务抖音号的领域分布 

对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等政务新媒体绩效的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政府行政级别、所在地区的经济状况、移动互联网普及率、

政府财政健康状况等因素至关重要。但是，我们对省市两级数据的回

归分析却发现，政务抖音号表现与上述因素均无显著相关关系，也同

政府网站绩效、政务微博、政务微信绩效也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这项研究说明，政务短视频的内在传播逻辑同微博、微信、网站

均有所不同。换言之，政务短视频可以突破传统新媒体需要依靠经济

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互联网渗透率等客观资源禀赋才可能产生巨大

影响的既定规律，而实现了“网络是平的”。即便是欠发达地区和冷

门部门，只要部门领导有很强的新媒体意识并高度重视，只要运维人



 

 

8 

 

员富有创意且能力出众，那么就可能推出优质政务短视频账号。 

四、政务短视频的影响力同题材和类型有关，但是都有

可能制作“爆款”短视频 

具体到每一条政务短视频，一些“爆款”或“网红”短视频可以

达到单条上百万乃至千万次的点播量，对于扩大政策宣导力度大有裨

益。统计显示，有两万条政务短视频的播放量过百万次，4585 条的播

放量过千万次，110 条的播放量过亿次。我们将“爆款”政务短视频

定义为单条播放量超过一百万次，并分析“爆款”政务短视频在省份

和城市间的分布规律。 

从省份分布来看，浙江省、山东省“爆款”政务抖音短视频数量

均超过 1900 条，位居第一梯队；黑龙江省、安徽省、广东省以及江苏

省也超过 1000 条，位居第二梯队；西部区域中，陕西省、四川省“爆

款”视频数量将近 500 条，位居第三梯队；其他省份“爆款”视频数

量较少。 

从城市分布来看，杭州市与伊春市的“爆款”政务短视频数量远

高于其他城市，分别是 1359 条与 659 条。东部城市的“爆款”政务短

视频相对较多，如深圳市拥有 515 条，烟台市拥有 315 条。其他地区

“爆款”政务短视频的整体数量仍然较少，仅有部分城市的数量较高，

如东北地区的哈尔滨市拥有 356 条，中部地区的六安市拥有 293 条，

西部地区的西安市拥有 332 条。 

就领域分布而言，平安类“爆款”政务短视频数量遥遥领先，超

过 4000 条，占总体比例的 25%；其次，正能量和交警类“爆款”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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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数量超过 2000 条，分别占总体比例的 16%和 15%；再次，解

放军、消防、共青团、网警以及地方发布类“爆款”政务短视频均超

过 1000 条；其他领域的数量相对较少。 

我们对单条播放量超过百万次和点赞量排名靠前的 100个政务短

视频进行内容分析，揭示这些“流量王”火起来的主要原因。我们对

短视频的账号领域、视频种类、视频主题、感情色彩、视频来源、视

频形式等因素进行分析，并认为这些客观因素可能同其影响力有关。 

研究显示，按视频数量排序，热门政务短视频的种类包括实拍视

频、监控视频、情景剧和改编视频。实拍视频的总体数量稳居榜首，

占比 46%。实拍视频能够生动反映事发现场的真实情况，让用户零距

离地感受现场氛围，受到最直接最有效的情感冲击。监控视频的数量

占比 29%，所展示出的故事情节通常具有一定的戏剧冲突性，对于原

始场景进行了真实呈现，容易对用户产生意料之外的心理冲击。情景

剧的总体数量占比 10%，具有“寓教于乐”的特点，在短时间内可以

实现知识普及、主题宣传和正能量传播的效果，深受观众喜爱。最后，

公安、消防、法院等系统在改编类视频上较为擅长，利用日常业务工

作素材进行二次加工。 

从热门政务短视频的主题来看，最多的是正能量传播，占 36%。

这类视频具有较强的情感渲染力，通常以烈士、民警、普通民众等平

凡生活中的不平凡事迹打动人心。其次是主题宣传，占 33%。这类视

频通常侧重于对我国军事实力、先进科技、榜样人物、主题活动、重

点工作以及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宣传，能迅速够激发民众的国家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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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爱国热情。再次是知识普及，占比 31%。这类视频能够在较短时间

内通过生动的故事情节为用户提供有趣且实用的知识，包括公共安全、

医药卫生、天文地理、道路出行、个人生活防护等方面。最后是政务

服务，即部分政府单位结合自身业务特点利用抖音平台实现了政务服

务的功能，创新了政府传统的政务服务模式，包括公益扶贫、执法破

案、文旅推广。 

五、政务短视频的推广不应重量轻质，切忌“僵尸”账

号和“鸡汤”推送 

以政务抖音号为代表的政务短视频，其兴起有一定的必然性，这

包括至少三个方面的推动力：民众需求和口味的变化、技术平台的兴

起和政府部门的转变。 

首先，民众需求和口味的变化。政策受众对政府的信息公开和宣

传方式呈现日益多元的需求，人们期望短平快、娱乐化、多媒体和定

制化的信息，而不是众人一面和枯燥乏味的官样文章，这催生了政务

抖音号的兴起。 

其次，技术平台的兴起。抖音短视频面向全国受众进行个性化传

播，使政务抖音号可以超越地域、部门和行政层级的限制得到更大范

围的传播，为政府部门提供民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产品创造了可能。 

最后，政府部门的转变。政务短视频的发展同政府部门对电子政

务的引导方针有很大关系，特别是“互联网+政务服务”日益普及，

“放管服”改革逐步深化，使政务短视频呼之欲出。 

越来越多的政府部门“试水”短视频，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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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互联网年轻态的环境下，政务短视频面临许多挑战。对于一向

以正式、权威和刻板为主要形象特征的政府部门而言，需要改变固有

的表达方式和沟通形式，才能适应政务短视频时代的传播和沟通环境。 

首先，短视频在表达方式和传播形式上同以往人们所熟悉的政府

部门的“官宣”形式有很大不同，需要政府部门放下身段，从用户偏

好出发进行内容创作。 

其次，政务短视频对人力资源的结构性要求较高，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新媒体运营人员的创意和素质。能否吸引和留住可以胜任政务短

视频运营工作的优秀人才（无所不能的“小编”），是考验政务短视

频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最后，抖音短视频基于人工智能与个性化算法推荐，这使人为干

预传播效果的空间较小，也令许多政府部门不敢尝试，害怕无法获得

高度关注和影响而“丢面子”。许多政府部门对政务短视频寄予厚望，

但是其传播规律却并不遵循传统的科层制逻辑，比如行政级别高的部

门和经济发达的地区未必就会俘获人心。 

从创新扩散的“S”形曲线来看，政务抖音号仍然处于扩散初期，

还未迎来快速扩散的爆发期。与此同时，政务抖音号存在地区发展不

均衡的现象，许多地区、行政层级和部门尚未开通政务抖音号。因此，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几年政务抖音号的数量将呈现快速增长。在快速

增长的同时，需要确保新开通的政务抖音号的活跃度和内容质量，避

免出现类似于“僵尸网站”和“僵尸微博”那样的“僵尸”短视频账

号问题。特别是要鼓励原创性政务短视频的发展，避免粗制滥造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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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照搬的政务短视频泛滥，影响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和评价。 

报告显示，政务抖音号数量的地区分布主要同人口规模和移动互

联网渗透率有关，而同经济发展水平、财政健康状况和政府网站绩效

关系不大。播放量较大的“爆款”政务短视频在地区分布方面也存在

类似的现象，同我们主流公认的影响因素（如经济、财政、互联网、

电子政务等）关系不大。从影响力排行榜来看，播放量最多的政务短

视频经常出自一些不为人们所熟知的地区和部门。这反过来说明政务

抖音号的开通和运营不是既有经济社会格局和电子政务差异的单调

映射，而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平民主义”的色彩。 

对优秀政务短视频的分析表明，在题材、类型、时长、配音、语

言等方面都存在一些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特征。政务短视频能否获得用

户的青睐和大范围传播，主要同这些因素的设计及其组合关系有关。

各单位可以结合本部门的职能特色和工作需求，制作服务对象和社会

大众喜闻乐见的短视频。 

考虑到短视频制作所需要的创意、时间和工作量都高于其他社交

媒体，我们不应过分要求政务抖音号“量产”短视频，而应突出单条

短视频的质量和传播力。短视频的传播遵循马太效应，传播力越强的

短视频获得的推荐等级越高，被观看的机会就越大。因此，与其要求

政务抖音号必须定期发布多少条短视频，倒不如鼓励政府部门多出精

品短视频。如果过分强调发布的频率和数量，可能会诱发一些政府部

门投机取巧，采取类似于政务微博那样的方式推送一些内容空洞、与

业务无关和质量低下的短视频（即所谓的“心灵鸡汤”式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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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而会有损政务短视频的互联网声誉。 

最后，我们需要认识到政务抖音号的特征和优势，加强政务抖音

号同其他政府媒介的差异化和融合式发展，并考虑如何最大化其传播

潜力。政务抖音号不会取代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头

条号、政务客户端等媒介，而是需要明确其同这些媒介的差异化特征，

并推动政务传播的多媒体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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