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滨州法院新闻发言人信息

法院 姓名 固话 手机 邮箱

滨州中院 赵海永 5433365923 13562322725 bzzyyjs@163 .com

滨城区法院 赵源泉 5433362610 13954360526 qfyyjs@163 .com

博兴法院 王中学 5432302091 18764536577 bxfyzys@163 .com

沾化法院 张子正 7321810 18663080620 zhfyyjs@126 .com

阳信法院 赵兵 0543-8230710 18905435511 Yxfyzb@163 .com

邹平法院 徐德文 4262686 13954331218 1668152345@qq.com

惠民县法院 徐炳泉 5327027 18654373369
h m f y 5 3 2 7 0 1 5 @

126 .com

无棣法院 田成燕 0543-6360353 15805433530 wdfy0543@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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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建建成成四四级级新新闻闻发发言言人人队队伍伍
全市新闻发言人已达430余人，8年多举办市级新闻发布会200余场

2011年，滨州市委政法委新闻发布会现场。 本报记者 王晓霜 摄 (资料片)

日前，最高法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对外宣布，全国法院系统的新闻发言人信息资料将
在最高法官网及中国法院网上公布，向社会公开。这一消息让新闻发言人再次走进人们
视野。一直以来，外界对经常出现的新闻发言人都充满了好奇，究竟什么样的人才能担
任新闻发言人？又需要掌握怎样的工作技巧？

据了解，目前滨州市已建立起市、市直、县区、乡镇四级新闻发言人队伍，全市新闻
发言人达到430余人。他们活跃在报纸、电视上，他们出现在您最需要了解真实的时候，
他们代表着一个开放透明的政府。

本报通讯员 张立滨 本报记者 王晓霜

2005年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一直以来，公众希望的
就是政府能够公开透明，而
新闻发言人的存在恰好搭
建了政府与公众交流的平
台，好让公众在第一时间了
解到政府的作为，接受群众
的监督。滨州市对建立政府
新闻发言人制度高度重视，
特别是为应对新闻采访突
发事件，强化政府工作透明
度，扩大公众知情权，引导
政府自觉接受新闻舆论监
督，早在2005年，滨州市就
正式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起市政府、市直综合部
门、县区政府三级新闻发言
人队伍，并印发了《关于完

善新闻发言人制度进一步
加 强 新 闻 发 布 工 作 的 意
见》。2011年以来，先后印发
了《关于调整公布市新闻发
布工作协调小组及党委、政
府新闻发言人的通知》以及

《关于建立和完善党委新闻
发言人制度的实施意见》，
市委、市直有关部委均明确
了新闻发言人。

新闻发言人制度，搭建
了党内党外沟通的一个平
台，通过党委新闻发言人，
把党的声音传出去，加强沟
通和了解。因此，新闻发言
人的挑选工作就显得格外
重要。一般来说，新闻发言

人除了要遵守党的政治纪
律和宣传纪律，严守国家秘
密之外，还要熟悉全面情
况，具有高度政治责任感和
敏锐性、较高政策理论水
平、一定新闻宣传工作经验
和良好沟通表达应变能力。

滨州市委有2名新闻发
言人，分别由一名市委副秘
书长和市委对外宣传办公
室负责人担任；市委各部委
新闻发言人由1名负责同志
担任。同时设立的新闻发布
联系电话保证在工作时间
有人接听，认真受理问询，
并及时回复。

8年多举办市级新闻发布会200余场

新闻发言人队伍建立
起来之后，如何将党委政府
想说的、市民关心的、媒体
关注的三者有机统一起来，
就需要举行新闻发布会，丰
富发布内容，不断提高发布
会层次、数量和质量。自从
2005年建立起新闻发言人制
度8年多，滨州市共举办市
级新闻发布会200余场。今
年以来，先后举办了全市安
全生产新闻发布会、2014赛
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
联赛等系列新闻发布会十
余场。发挥了主动引导舆
论、建设阳光政府、沟通服
务大众、推动科学发展的作
用。

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
言人会公布党委做出的重要
战略规划、重大决策部署、重
点工作和重要事项以及工作
进展情况；党的代表大会以
及党委举办的重要会议特别
是党委全体会议和重要专题
工作会议等情况；涉及本地
区本部门党的工作重大事件
和重要热点难点问题，采取
的措施和取得的成效；澄清
涉及党的工作的误解和疑
虑，批驳谣言，消除不实或歪
曲报道的影响以及其它需要
向社会公布的事项。

除了常态的新闻发布
之外，在非常态下发生的突
发性事件中，如果涉及到党

委部门的，党委新闻发言人
应该出来解答疑问，及时发
布信息，党委该怎么做，采
取什么措施，事情原委如
何，这些都要原原本本告诉
民众。因此，党委新闻发言
人担负的并不是“歌功颂
德”的职责，而是与民众沟
通的纽带。

同时，为了加强新闻发
言人队伍的培训，滨州市分
别于2006年、2008年、2011
年、2013年在国务院新闻办
和山东大学培训基地、滨州
市、上海复旦大学进行了专
门培训，增强了主动引导舆
论的意识，有效提高了能力
和水平。

建立350余人基层新闻发言人队伍

新闻发言人及工作团
队的素质和水平对新闻发
布工作至关重要，滨州市自
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以来，
就在建立高素质的新闻发
言人队伍上下功夫。2005年
建立起市政府、市直综合部
门、县区政府三级新闻发言
人队伍。2013年12月，为适
应新形势和新任务的要求，
又对新闻发布工作协调小

组及党委、政府新闻发言人
进行了调整更换，进一步加
强了对新闻发布工作的领
导。目前，市委、市政府、市
直综合部门、县区政府三级
新闻发言人队伍已达80余
人。今年1月，在全省率先建
立各县区有关部门及乡镇
(街道)350余人的基层新闻
发言人队伍，四级新闻发言
人队伍已达到430余人。

一般来说，新闻发言人
会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背
景吹风会，组织集体采访、互
联网访谈，接受媒体专访，答
复电话、传真或邮件问询等
方式来召开新闻发布。除此
之外，滨州市还开设门户网
站或开办专题网页，开通电
子信箱，拓展党的声音的传
播渠，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及
时发布信息。

全全市市法法院院系系统统
88位位新新闻闻发发言言人人亮亮相相
办公电话、手机、邮箱全在官方网站公布

全市法院系统一共有8位新
闻发言人，分别是各个法院的研
究室主任，滨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研究室副主任赵海永是公开亮
相的新闻发言人之一，他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说，做这件事情对司
法公开的具体细化，加强法院与
媒体和公众的充分互动，“最近
一年法院非常重视司法公开工
作，建立完善审判流程公开、裁
判文书公开、执行信息公开三大
平台，公开亮相发言人也是司法
公开的细化。”

对发言人留下办公号码还
是手机号码没有具体的限制和
要求，具体留下的号码由发言人

来决定，只要能够保证在工作时
间与媒体和公众互动就可以。赵
海永说：“在中国法院网上看到
这8位新闻发言人不但公布了办
公电话和邮箱，就连手机号码也
全都自愿公布了，这是希望媒体
和公众多监督。”

据了解，现在还没有具体规
定新闻发言人的主要业务范围。
从实践来看，新闻发言人主要负
责发布议题的策划和组织、及时
向媒体通报相关信息，采取介绍
案件判决结果、通报情况、分析
审判工作动态和回答新闻媒体
记者提问等方式，实现法院与公
众之间顺畅高效沟通。

发言人会告知访咨询人渠道

这次面向全社会公布新闻
发言人的手机号码，如果遇到与
新闻业务无关的电话发言人会
如何处理呢？赵海永说，发言人
的电话主要受理新闻采访报道
方面的相关内容，但是实践中，
难免也会遇到一些公众提出的
法律咨询事项，“对于这些情形，
我首先会根据我自己的法律知
识进行解答，如果解答不了会向
其他业务部门咨询，或者向领导

汇报，帮助群众更好的解决问
题。”

对于某些媒体提到的拨打
电话无人接听的问题，赵海永表
示，每个人都会遇到有未接来电
的情况，私人手机在工作忙的时
候、没信号的时候也会无法接听
的，这是客观现实，希望能够理
解，原则上，发言人在工作时间
都要接听媒体的电话，为媒体记
者的采访提供便利。

以后法院公布信息将更接地气

作为发言人应代表法院，将
真实正面的声音传递给公众。

“但每次都担心因为自身对法律
规范不清楚，或对事实掌握出现
偏差，从而会误导了社会。”赵海
永说，这次公开亮相，意味着发
言人制度化和常态化，不论对其
政治素养、理论素养以及反应，
都提出了更高要求。每天上班
前，他都要上网阅读新闻，了解
国家政策法规；空余时间阅读各
类报纸，思考老百姓关心的法制
问题，还要了解法制进程，学习
其他法院的有益经验。

“滨州中院的知识产权审判
工作、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
播权民事纠纷案件的解释……”
近期，赵海永也曾与中院同仁一
起主持过一些大型新闻发布会，

“以后还会不定期举行新闻发布
会，针对市民的需求，去选取老
百姓最关心的话题发布新闻。”

赵海永介绍，为避免研究室
工作人员一线办案经历很少，不
能直接进行新闻发布的不足，以
后的新闻发布会将由新闻发言
人牵头，联系法官或者院领导直
接与媒体进行对接。

11日，在最高法新闻发布例会制度5周年主题活动上，最高法
新闻发言人孙军工对外宣布，全国法院系统的新闻发言人信息资
料将在最高法官网及中国法院网上公布，向社会公开，14日，记者
在最高法官方网站上看到，滨州两级法院8名新闻发言人集体亮
相，每名新闻发言人都配发了照片、工作单位，并公布了个人手机
号和电子邮箱。

本报记者 王领娣

办公电话和手机号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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