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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发展浪潮汹涌，商洛网信踏浪前行。五年来,全
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
统领,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和上级网信部门精心指导下，
坚持“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
要求，以落实党委（党组）网络意识形态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
制为抓手,全面提升传播效能，持续强化舆论引导，推进网络
综合治理，筑牢网络安全屏障,发挥信息化驱动引领作用,推
动数字经济发展壮大,在建好、用好、管好互联网上下足功
夫,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事业快速发展，成效显著、亮点频
出,为全市“一都四区”建设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良好网络舆
论环境、有力信息化支撑和可靠网络安全保障。

坚持守正创新 网络内容出新出彩

近年来，全市网信工作围绕“改革开放 40 周年”“新中国
成立 70 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来陕考察”“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脱贫攻坚”和党史学习教育等重要时间节点，精
心组织实施系列网上主题宣传活动，成功组织了“鸟瞰新商
洛”“宜居康养在商洛”“畅享醉美商洛”“我为商洛打 call——
商洛短视频大赛”“万众一心战疫情 网信在行动”等网络主
题活动，开展了“南水北调（中线）源头行”“为了庄严的承诺
——攻坚路上党支部”“决战脱贫攻坚 决胜全面小康”“中
国有约·遇见陕西”“全国网络名人看商洛”等网络媒体集中
采访活动，共策划组织重大网上主题宣传 50 多次，开设专题
专栏 1600 多个，总阅读量超过 7 亿次，有效发挥了鼓舞人
心、凝聚力量、助推发展的舆论支持作用。

推动社会工作 网上网下同频共振

市委网信办举办 3 届商洛市网络评论大赛,600 多人次
参与,参赛作品 400 多篇，在互联网上讲好商洛故事,进一步
凝聚社会共识,形成推动商洛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坚持
党管互联网不动摇,2020 年 5 月,我市在全省首家成立地市
级互联网行业党委，多次召开全市互联网企业党建工作推进
会和互联网行业党委会，实行委员联系企业和指导员制度,7
家企业建立党组织，党员 68 名,有效提高了“两个覆盖”，我
市互联网企业党建经验在全省推广交流。广泛开展新阶层
社会人士联谊交友，与党外代表人士不断增进友谊，建立良
好的关系。大力实施网络社会组织“同心圆”工程、好网民工
程、网络公益工程、正能量网络大 V 工程，开展“网络中国节”

“商洛好网民”“十佳网络平台”评选等活动，先后召开网络公

益工程座谈会、争做商洛好网民暨网络公益工程推进会，推
动全市网络正能量广泛传播。洛南县义工联合会实施的

“夕阳留影——幸福笑脸”网络公益项目荣获全国“2017 网
络公益年度创新奖”，受到中央网信办和宋庆龄基金会等组
织单位的表彰，我市多次获得“陕西省网络公益工程优秀组
织单位”和“陕西省争做好网民优秀组织单位”，5 个项目荣
获“陕西省网络公益工程年度优秀项目”，7 个项目荣获“陕
西省好网民工程品牌”，8人获“陕西好网民”称号。

强化综合治理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

市委网信办坚持依法依规用网管网治网，持续开展网
络综合治理，扎实开展净化网上舆论环境和“网剑”“清朗”
等专项整治行动 90 多次，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
为，坚决整治网络乱象。加强网络舆论环境主阵地建设，规
范新闻信息传播秩序，对全市 110 多万家网站和微博、微信
公众号、APP 等自媒体进行备案管理。严格落实新闻网站
总编辑制度和“三审三校”制度，做好市级新闻网站社会效
益考核评价工作，先后为商洛新闻网、商洛之窗 2 家市级新
闻网站和 7 家县级融媒体中心申办了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资质。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商洛新闻网开设“市长留言台”，
听取网民意见建议，为全市各级党委、政府决策提供支持。
建立商洛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及时受理处
置举报线索，近年来，共清理各类违法违规信息 5000 多条，
移交违法线索 21 条，清理违规开设驻商频道（栏目）21 个、
论坛贴吧 11个，依法约谈各类网络平台 152家，关闭违法违
规平台 35 家，处罚违规网站 7 家。网上舆论环境得到有效
净化，网络空间日益清朗，网络治理工作受省委网信办表
彰，1人荣获中央网信办表彰。

落实各方责任 网络安全平稳可控

市委网信办牢固树立正确的网络安全观,全面落实网
络安全工作责任制。连续举办 8 届商洛市国家网络安全宣
传周和 5 届商洛市网络安全技能大赛,成功承办陕西省第
五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建设网络安全态势感知预警和
应急指挥平台,加强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监测,对全市重
点网站开展网络安全大检查 30 多次,及时督促整改 110 多
批（次）网络安全问题。筛选 9 名网络安全专家组建网络安
全防护队,提高网络安全事件发现和应急处置能力。市委
网信办先后 4 次荣获中宣部、中央网信办等国家 10 部委和
陕西省网络安全宣传周先进单位,4次荣获全省网络安全技

能大赛前三名，我市 3次荣获全省网络安全考核优秀格次。

坚持高位统筹 智慧城市全域推进

市委网信办深入贯彻数字中国战略,全面落实数字陕
西、数字商洛规划部署,推动城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
化,编制《商洛市“十四五”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制定《网
络强市行动计划》《5G 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19—2022),召
开网络扶贫工作推进会,推动 5G 建设应用、IPv6 规模实施网
络扶贫“五大工程”部署和产业发展,建成 5G 基站 1271 个,
开通 1205 个,实现主城区 5G 网络和重点场所“5G+光网双
千兆”全覆盖,全市建成智慧政务、智慧旅游、智慧城管、智慧
环保、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市场监管、视频监控系统、智
能省电路灯等平台,“双士”网约车打进省内外市场。智慧城
管、智慧旅游等 8 个数字化项目荣获数字陕西最佳优秀成果
和实践案例,应急管理应用、数字农村遥感检测等 2 个项目
荣获全省北斗系统应用最佳优秀成果和实践案例。形成了
行业智慧应用逐渐渗透、社会治理服务效率持续提升、信息
安全技术支撑不断完善的发展格局,市委网信办多次荣获

“全省信息化建设先进单位”。

狠抓项目建设 数字经济赋能增效

坚持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市委、市政府先后出台《关
于加快发展数字经济若干意见》《数字经济试点示范认定办
法》《数字乡村三年行动计划》等 10 多个配套政策文件，成立
工作专班，实行重点项目“四个一”包抓机制，聘请 50 位省内
外数字经济专家顾问，成立西部数字研究院商洛分院等科研
机构，为全市数字发展提供智力支撑。近年来，全市建成投用
数字经济重点项目 49个，创建省级数字经济示范园区 1个、市

级园区和项目 6 个，柞水县、商南县分别入选国家和省级数字
乡村试点县。成功举办 3 届“西部数字乡村发展论坛”，被省
委网信办确定为永久举办地。赴天津、南京等市开展招商引
资，签约项目 24 个，资金总计 43.75 亿元。2021 年，全市数字
经济总量 213 亿元，占 GDP 比重 25.03%，增速 21.7%，数字经
济赋能商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现，助推了“秦岭智谷
数字商洛”建设。我市数字经济推进模式被陕西电视台专题
报道，多次在全省交流经验。

创新活动载体 党的建设永葆活力

市委网信办强化政治引领,狠抓党建业务融合,把党建工
作成效转化为指导和推动网信工作的实际举措,确保党的全

面领导落细落实。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
思想辅导讲座及研讨会、全市党政领导干部提升网络舆论引
导能力、网络安全、数字经济知识等专题培训班,为全市领导
干部、网信委成员和网信干部发放《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
述摘编》《网络强国公职人员互联网知识必修》《领导干部网
络安全手册》等读本，深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积极开展模范机关创建,举办专
题讲座 8 场次、“线上+线下”学习 200 多场次,组织开展“不
忘初心 牢记使命·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重温历
史 践行使命”“庆建党百年·展网信风采”系列主题党建活
动。组织开展“送温暖”慰问活动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先后为脱贫攻坚包扶村争取资金 15 万元,为商洛儿童
福利院和帮扶社区捐助价值 5 万多元的书包、轮椅、食品等,
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32 个。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市
网信系统闻讯而动、连续作战,开展“疫情防控 网信在行
动”活动,持续加强网上宣传引导、舆情管控和安全保障,联
合中行商洛支行、农发行等金融机构，积极支持企业复工复
产。洛南等县区遭受特大暴雨洪涝灾害,全市电信运营商积
极参与抢险救灾,快速恢复灾区通信基础设施。市委网信办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被中央网信办官方网站刊发报道,网信办
党支部荣获市直“先进基层党组织”。

加强政治建设 体制机制高效顺畅

市委高度重视网信事业，市委常委会、市委网信委会议
专题研究重点工作。将市委网信办（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
列为市委机关，加强了党委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出台《加
强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的实施办法》《党委（党组）网

络意识形态责任制实施
办法》《网络安全责任制
考核办法》《重大项目网
络 风 险 评 估 实 施 办 法》

《加强全市网信工作若干
措施》《“十四五”网络安
全和信息化发展规划》等
文件，将网络安全和信息
化工作纳入全市年度目
标责任制考核，定期开展
专项督查，形成了市委网
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科学决策、网信办统筹协
调推进、网信委成员单位
各司其职、各级合力推动
网信事业发展的良好工
作格局。先后投入 3000
多万元支持加强技术管
网设备建设，建成市网络
安 全 应 急 中 心 等 设 施 。
上线全省网络应急指挥

通信系统、应急通、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系统。各县
区委成立网信办，专人专职抓业务，有专人负责工作，网信队
伍不断加强，工作体制机制高效顺畅，有效保障了各项工作
开展，市委网信办荣获中央网信办“全国 2021 互联网法律法
规知识云大赛优秀单位”，29 名干部获得中央和省市有关部
门表彰，19项工作获得省级优秀。

成绩已属过去，未来任重道远。面对互联网发展的新形
势新挑战,全市网信系统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和省
委、市委工作要求,围绕党的二十大召开主题主线，顺应时代
潮流,敢于担当作为，勇于开拓创新，以更自信、更有力、更坚
定、更迅疾的步伐，更好地支撑发展、为民惠民，不断开创全市
网信工作新局面，为商洛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

（陈 琳 聂夏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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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网动力聚合网动力 展现新作为展现新作为
为建设为建设““一都四区一都四区””贡献网信力量贡献网信力量

——全市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综述化工作综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