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网站及新媒体
全指标实时监测模式

网景盛世



政府网站

政务新媒体 普查现状



318年专业监测

普查现状：以月报、季度为核心

有限预算下保重点

与通报发放频率国办要求同步

主管单位定期通报

15% 月报、季报混合

30%  季报

50%  月报

5% 实时监测



418年专业监测

月度通报体系
是当前普查工作推进的重要抓手



5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普查体系在新形势下亟待完善

“季月报”普查通报体系暗藏风险



618年专业监测

风险
在哪里？

⚫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 对问题的整改缺乏后续跟踪手段

⚫ 国办、中央网信办等多个机构的密集通报促使“普查

”向实时化化转型



7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告警
我司工作人员11月20日发现该网站已经有一个月未更新信息（更新日在10月
19日），属于国办认定的“僵尸栏目”，但是由于我们与客户约定的月报交
付日期是每个月的30日，那么在交付日之前该网站栏目大概率一直保持“僵
尸”状态。



8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告警
我司工作人员7月12日发现某网站“市长信箱”已经有两个月未更新信息（更
新日在4月12日），属于国办认定的“互动回应差”单否重大问题，但是由于
我们与客户约定的月报交付日期是每个季度的30日，那么，如果我们严格按
合同办，客户可能在9月才能看到这条告警！



9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告警



10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告警



11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对暗链、黄赌毒内容信息
第一时间告警



1218年专业监测

风险
在哪里？

⚫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 对问题的整改缺乏后续跟踪手段

⚫ 国办、中央网信办等多个机构的密集通报促使

“普查”向实时化化转型



13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缺乏“问题整改追踪”手段

通报后依然不改，或者整改过程延宕是常态。根据网景盛世统
计，通报发出后一个月内：

⚫ 僵尸栏目不改的高达70%

⚫ 常见政治性错别字不改的达50%

⚫ 严重政治错别字不改的达30%

…



14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缺乏持续整改跟踪手段

严重错误长期不改的举例



15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缺乏持续整改跟踪手段



1618年专业监测

季月报体系无法缺乏持续整改跟踪手段

网站空白栏目连续通报四五个月后仍然不改，我们的工作

人员也经常怀疑自己的工作是否有价值，迫切需要我们研

发团队开发出“自动更换时间戳”的监测软件。因为每个

月都截图是很枯燥乏味的工作



1718年专业监测

风险
在哪里？

⚫ 季月报体系无法第一时间发现问题

⚫ 对问题的整改缺乏后续跟踪手段

⚫ 国办、中央网信办等多个机构的密集通报促使

“普查”向实时化转型



1818年专业监测

国办、中央网信办等多个机构的密集通报
促使“普查”向实时化转型

【国办紧急通知】各区
各部门，有媒体曝光多
家政府网站存在“扫黑
除恶”相关严重错别字
错误，已形成舆情，详
情见上面转发的有关报
道。请大家抓紧组织排
查（政府网站及政务新
媒体）。



1918年专业监测

2019年6月“扫黑险恶”事件



2018年专业监测

国办、中央网信办等多个机构的密集通报促使“普查”向实
时化转型

2019年09月07日，多个省份要求紧急
排查“不忘初心、忘记使命”
不忘初心、劳记使命 不忘粗心、牢记使命

忘记初心、牢记使命 不忘初心、牢记革命

不忘记初心、牢记使命 不初心、牢记使命

忘了初心、牢记使命 不忘出席、牢记使命

……



2118年专业监测



2218年专业监测



结论：高频次的严重政治性错别字拉网式清查，已

经让月报、季报这种通报模式走入末路



2418年专业监测

新形势下，我们应该怎么做？

1.提高检测频率；

2.增加事前的审核发布；



2518年专业监测

1、实时监测模式

✓主要普查指标实时监测，第一时
间发现，第一时间告警

✓实时监测跟踪各类错误修改情况

✓实时监测+季月报统计，无缝对接
现有工作流程



2618年专业监测

平台+团队+制度
Text here

各指标实时监测告警

平台py paste fon text.

Text here

实时监测值班团队to retain py paste fonts. Choose the only option to retain text.

Text here

重大错误整改跟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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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景实时监测告警平台

✓ 僵尸栏目实时监测告警

✓ 严重错别字实时监测告警

✓ 互动回应实时监测告警

✓新媒体实时监测告警

✓栏目可用性实时监测告警

✓…
指标全覆盖

TEXT HERE

Supporting text here



2818年专业监测

实时告警与整改跟踪手段

每天一份报告
所有项目

✓ 短信或微信告警

✓ 邮件发送当日报告

✓ 重大问题电话告警

✓ 整改不力的电话催促提醒（授权情况下

）

✓ 每月提供告警统计及未整改情况报告



2918年专业监测

日常告警报告截图样例



3018年专业监测

催促整改电话联系清单样例



3118年专业监测

网景盛世-
打造顶级 24小时政务网站新媒体监测团队

Text

词库建设与分团

队30人

网站与新媒体内

容安全与更新监

测团队100人

严重错误整改符合

团队30人

僵尸栏目实时告警

团队50人

政务服务实时监测团

队100人

政策解读实时

监测团队30人

互动回应实时

监测团队40人



实时监测告警模式下，需要政府甲方做哪些配合



3318年专业监测

1、从站群运营理念上将“应对普查通报”改为 “主动监测”，用常态化
监测改造自己的工作模式

2、建立“整改时效”统计监督制度，重在整改，而不仅仅是通报情况下发

3、动员各级分站（新媒体运营单位），接收实时告警，接受第三方整改督
办电话

4、构建实时告警、实时整改的体系，降低集中整改的工作压力

实时监测告警模式下需要甲方做哪些配合



3418年专业监测

集中整改、压力山大 网站集中整改时，

工作人员加班加点，苦不堪言



3518年专业监测

2、事前审核发布

（1）.按照国办发展指引要求，对
系统管理权限、内容编辑、内容审
核等权限进行分离。

（2）.积极采用内容审核工具。



3618年专业监测



3718年专业监测

提供标准Webservice接口，实现与CMS的无缝集成。
网站编辑人员可在信息编辑完成后，先提交给错别字服务器审核，如检测到错

误，则返回修改；如无错误，则发布至web服务器。



3818年专业监测



最后五分钟：网景盛世着力拓展的三个领域

政务网站与新媒体监测技术发展趋势
1、实时化，大屏化

2、向运维领域延申

3、政务网站与新媒体实时镜像归档



“网站与新媒体归档”与实时监测之间的关系



4118年专业监测

每个网站群、每个新媒体群都有几十上百个，如果在很短的时

间内进行类似“严重错别字”的高速内容扫描，必须将相关信息

保存在服务器本地。以“基础数据+增量数据”的形式进行扫描

。

想要高速全站实时监测网站或新媒体，归档是前提



4218年专业监测

⚫ 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个词的监测扫描为例，已经归档的网站新媒体的交付时

间是100个站用时4个小时。

⚫ 对于没有归档的网站新媒体，100个站仅全部跑下来至少要24小时，还不算人工审核过

滤。

⚫ 如果有追加衍生词汇，如“不忘粗心”、“牢记始命”、“劳记使命”，那么不归档

的网站交付可能是按周来计算的。

网站或新媒体归档在实际监测中的应用案例



4318年专业监测

⚫《政府网站发展指引》国办发【2017】47号文：
“网页归档是对政府网站历史网页进行整理、存储和利用的过程。政府网站遇整合迁移、

改版等情况，要对有价值的原网页进行归档处理。归档后的页面要能正常访问，并在显著

位置清晰注明“已归档”和归档时间。”

“网站/新媒体”归档既有实时监测的现实业务需求

也有国办《政务网站发展指引》的政策要求



4418年专业监测

网景盛世“网站/新媒体”归档，配合实施监测，符合国办
标准，服务国家档案局



4518年专业监测



4618年专业监测



4718年专业监测

公司简介 创新尖兵、引领市场

一、2001年国内第一个提供政府网站断链扫描服务

二、2003年国内第一个提供网站24小时值班读网服务

三、2006年国内第一个提供政府网站错别字监测服务

四、2010年国内第一个提供政府网站内控信息监测服务

五、2012年国内第一个提供政府网站媒体影响力服务

六、2016年国内第一个提供网站运维第三方绩效考核

七、2018年国内第一个推出“全指标”实时监测服务



4818年专业监测

公司简介 十八年只做一件事

◼连续10年服务“中国政府网”、连续15年服务首都之
窗、连续15年服务吉林省政府….目前承担了34个国
家部委、14个省政府、全国6000多家政府网站的日常
运维监测工作

◼全公司200多人，全部从事政府网站第三方网站监测
服务，包括网站运维绩效、24小时值班读网等服务。



不承诺尽善尽美，
但一定尽心尽力。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