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an,2017  /  PEOPLE'S TRIBUNE

103

互联网正在塑造党建工

作新模式

互联网已成为重

要的党建新环境，

正在塑造着党建工

作的新模式。开展

互联网党建，是适应

现代社会发展、实现

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措

施。在当前，互联网党建

正集聚着来自党务、科技和

管理诸多领域的新智慧，展现

出党建工作的新成效。

一是管理服务的便捷化。互联网党建

的工作模式是“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开发和应

用党内信息管理系统，配套建立流动党员信息库、党员动态管

理系统、党员服务网，在线开展党务办理、党费收缴、党内生活、

党员教育、效果评价等。实现党建服务的动态延伸，以信息

即时传递来缩小基层党组织和党员的时空距离，从而增强基

层党组织的存在感、信任度和凝聚力。

二是教育培训的灵活化。互联网党建打造“全天候、开放化、

菜单式”的党员教育新模式，通过开设网上党校、网络课堂、

远程教育等栏目，党员可

以随时根据自身多元化

需求获得针对性的信

息和资源。互联网党

建以党员教育内容

的丰富性、生动性、

多样性，来提升党

员学习的积极性、针

对性和互动性，可以

实现学习能力和学习效

果的双重提高。

三是信息发布的集约

化。互联网党建通过发挥其信

息来源广、信息容量大、传播速度

快等优势，党和政府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

和动态都会在第一时间在党建网站上发布，上级文

件、工作部署和学习材料都能在网上浏览和下载，互联网为党

建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且高度集约的信息采集平台。党建

信息发布的集约化具有外溢效应，不仅对内可以有效保障党员

知情权，对外还可以增强党的思想宣传工作的社会效果。有研

究表明，眼际信息的反复强化，会导致大脑皮层观念的固化。

因此，要特别注重加强互联网党建的思想宣传功能，要把互联

网作为党的方针政策的宣传平台，作为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我国“互联网 + 党建”新模式成效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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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互联网党建不仅形成了“五大平台、两大体系”的党建网站建设格局，更呈现出新

媒体党建平台蓬勃发展的趋势 ：党建微博遍地开花、基层党组织微信平台越来越多、移动客户端

（APP）党建平台颇具成效。互联网党建工作表现出管理服务便捷化、教育培训灵活化、信息发

布集约化、交流沟通扁平化、党建决策科学化、党风监督实时化的新特点，逐步塑造了党建工作

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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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阵地。

四是交流沟通的扁平化。互联网党建通过党建微博、微信

公众号、QQ 群、微信群等方式，开设党员论坛、博客、领导

信箱等渠道，在党组织和党员之间、党员和党员之间建立起由

网络技术支撑和新媒体传播方式连接的沟通桥梁。这种互联网

环境中党建工作的连接与联系方式，进一步畅通了基层党组织

与党员的交流渠道，缩短了基层党建工作中传统科层式传播链

条，在扁平化的组织结构中提高了交流效率和信赖程度。 

五是党建决策的科学化。互联网党建要求“用数据说话”，

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将党组织管理、

党员管理、党务管理、组织生活的各项讯息全面整合，为组织

建设、队伍建设、思想建设以及群众服务建设等方面的决策预

判，提供全方面的数据支撑。这改变了以往手工操作、人工管

理存在的随意性、模糊性等不足，通过量化计分、实时智能分

析等方式，实现了党建决策和管理的精确化、智能化、人文化

和科学化。

六是党风监督的实时化。网络监督正在成为一种重要而有

效的监督形式。一方面，通过互联网对工作流程各个环节进行

跟踪记录和动态管理，实现对党务工作办理情况的实时监督，

便于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另一方面，通过在网上开设投诉台、

举报信箱、领导信箱等措施，使党员干部接受群众全方位、多

层次、连续性的监督，有利于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政治环境。

互联网党建是因应时代发展、促进党建工作的创新性实践，

是提高党建工作现代化科学化水平的必由之路。在实践中，互

联网党建已经实现了将互联网党建与传统党建结合、将组织内

部宣传与社会宣传结合、将工作平台建设与党员管理教育服务

建设结合、将对特定人的党建和对不特定人的党建结合，与时

俱进地、创造性地推动了党建工作的发展。今后，互联网党建

还应进一步倡导理念变革、加强资源投入和丰富内容建设，使

之成为结构合理、功能有效的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平台、新措施

和新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把我们党建设好。党建工作不仅

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和组织性，也具有科学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需要根据科学规律、把握时代特征、不断创新发展。在信息化、

电子化、网络化急速发展的时代趋势和社会环境中，“互联网

+”模式嵌入各个领域，得到广泛运用，党建工作亦概莫能外。

党建工作如何在新形势下，应对互联网时代变迁及引发的挑战，

抓住网络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创新党建工作模式和机制，

拓展党建工作渠道和手段，以信息化、网络化方法保障和推进

全面从严治党，这是党建工作面临的新课题、新任务和新要求。

党素来对社会运行样态和发展趋势有敏锐的观察、判断和

反应能力，并能够及时在党建领域充分反映出来。面对网络社

会和信息时代的迅猛到来，2009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提出，要

“办好党报党刊和党建网站”“推进基层党组织工作信息化”。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我国的党建信息化大致经过了推行

电子党务、建立党建网站、党建信息化三个发展阶段。当下进

入“互联网 +”时代，“互联网＋党建”成为其中最有中国特

色和党性特点的创新领域。利用以“云计算”、“大数据”为

代表的新技术，依托党建网站、党建微博、党建微信公众号、

党建客户端（APP）等新媒体平台和新传播样态，有机融合地

建设互联网党建阵地，有效扩大了党建工作的覆盖面和契合度，

极大提高了党建工作的牵引力和时效性，充分显示和增强了党

的活力与党建的效果。

党建网站格局宏大且效益显著

2000 年以来，全面推进党建网页与“党建网站”建设的战

略布局得当、实施有力且绩效明显。以“共产党员网 - 全国党

建网站联盟”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 全国党建云平台”的开

通运行为标志，至今基本形成了“五大平台、两大体系”的党

建网站格局。

“五大平台”指的是中央直属机关工委主办的“中直党建

网”，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委员会主办的“紫光阁”，中共

中央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办、央视网承办的“共产党员网”，

中共中央宣传部主管、《党建》杂志社主办的“党建网”，以

及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五大平台”在

互联网党建工作中具有权威性、指导性、政治性优势，是落实

中央对党建工作信息化、党建和新技术“融合共生”要求的主

引擎。

“两大体系”是指党建网站已经超越了分兵把口、各自为

战的局面，标准化、互通化、集约化和系统化不断加强，形成

了以“共产党员网-全国党建网站联盟”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全国党建云平台”为代表的两大体系。前者是中央组织部为加

强资源整合、充分运用新媒体开展党员教育，整合全国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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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门各系统的各级党建网站，横向覆盖全国、纵向到乡镇 ( 街

道 ) 和村 ( 社区 )；后者是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运用云技术打造的

更加科学、便捷的党建工作平台，通过向各党建网站提供技术

支持、信息共享的方式，把党建工作的网上宣传提升到一个新

的台阶。截止 2016 年 9 月 12 日，“共产党员网 - 全国党建

网站联盟”已经有 938 家各级地方党建网站进驻， “中国共产

党新闻网 - 全国党建云平台”已搭建了 1663 个党建云平台。

“五大平台”“两大体系”既是互联网党建的物质载体，

也是互联网党建的机制架构，通过党建信息资源汇集、整合、

传播、反馈的方式更新和功效提升，实现了互联网环境中党建

工作的点——线——面立体组织结构，增强了互联网党建的组

织功能、政治功能、宣传功能和服务功能。一是建构了与党的

组织实体有机结合的网上组织体，增强了党的组织机能、决策

形成实施机能和日常管理服务机能。二是增加并强化了党员与

组织之间、各级党组织之间的组织连接点和信息交流渠道，通

过实时、全程发布非涉密党务信息，打造信息时代的“阳光党

务”，增强了党组织运作的有效程度。三是增强了党的宣传阵

地建设能力和互联网时代的宣传机能，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的

传播机制与传播能力，及时充分准确地提供优质高效的新闻、

信息，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对社会重大事项的理念观点有效

渗入舆论场，不断提高宣传工作的阐释能力和引领作用。

 

“互联网 + 党建”新媒体平台蓬勃发展

“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对传播模式的不断

创新改变了人们的信息发布方式和社会生活参与方式，其中微

博、微信、移动客户端（APP）是近年来发展最为迅速、运用

最为广泛的新型传播平台。相对于传统媒体和技术，上述新平

台、新技术对信息的传播速度更快捷、传播内容更丰富、传播

主体更多元、传播对流更频繁、传播范围也更广泛，以前所未

有的方式改变着人们的信息传播和社会参与融入行为，不仅在

物质层面改变了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在精神层面改变了人

们的思维方式。

面对网络新时代的发展趋势，广大党建工作者积极将党建

工作与新技术、新媒体有机融合，在互联网党建方面确保了推

进党务公开、传播党建思想、收集舆情民意、接受社会监督四

者有机统一。

一是党建微博遍地开花。经检索，截止 2016 年 9 月 12 日，

新浪微博共有 2212 个党建工作相关的微博，其中 437 个获得

机构认证，即俗称的“大 V”。上述党建微博共发布 13.9 万

条党建信息，关注者超过 1712 万，已初步形成党建微博的规

模效应。

二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党组织选择用微信搭建党建新平台。

例如，中国共产党员网从 2014 年 4 月 29 日试运行开始至今，

通过微信和易信推送了 562 期党建信息，集中发布关于党的建

设和组织工作重要部署、重要文件解读、热点问题评析和先

进典型等信息，增强了基层党建工作宣传报道的及时性与有

效性，实现了党组织和党员以及群众之间“即时”“零距离”

交流互动。

三是部分地方探索使用移动客户端（APP）搭建党建平台

颇具成效。权威的 APP 统计平台 appannie.com 显示，目前已

经有 112 个党建相关主题移动客户端可供下载。与微博、微信

等相比，移动客户端在信息整合、互联互通、实时感知、动态

跟踪、智能分析、科学管理等方面具有优势，是更加稳定、集

约和可控的党建工作整体解决方案。

通过有效运用新媒体推行“掌上党建”，党建工作实现了

由传统向现代递进、由静态向动态提升、由单一向多元演变、

由单边向互动转化。“互联网＋”和新媒体在党建工作中的应

用，提高了党建工作的感知能力、反应能力和塑形能力。例如，

微信传播信息量大、速度快，且“朋友圈”有较高的信任度和

粘着性，微信党建平台能够更好地发挥对互联网社会及其舆论

场的示范引导作用。相信随着高科技的发展，还会有更“新”

的形式出现，通过这些新媒体我们可以构建丰富多彩的党建工

作新平台。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

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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