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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以議題設定理論為基礎，運用網絡議題設定
（ network agenda setting ） 及 媒 體 間 議 題 設 定 （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 理 論 ， 結 合 QAP （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及時滯交叉相關分析，探討以《人民日報》為代表
的黨媒與以《新京報》為代表的市場化媒體，於 2013-2020 年
間八個微博熱點議題中，媒體報導之異同與媒體間議題設定關
係。研究發現，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在報導上存在高度相關，但
呈現不同的報導特點。在 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2018 年中國兩會及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議題中，《人民
日報》設置了《新京報》的議程。但在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
議題中，《新京報》則對《人民日報》進行了議題設定。
本研究為首個結合網絡議題設定與媒體間議題設定理論，
探究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報導特點及議題設定效應的縱貫性研
究。本研究檢驗了議題設定於中國大陸特殊媒體環境中的適用
性，具有一定的理論意涵；方法上，運用 QAP 及時滯交叉相
關分析檢驗議題設定方向，也具有一定創新價值。本研究提供
新媒體時代下，中國大陸黨媒與市場化媒體的景觀，並發現市
場化媒體具有其能動性，已撼動黨媒一統中國媒體的局面，為
民眾開啟新聞報導的另一種可能性。

關鍵詞： QAP 相關分析、市場化媒體、時滯交叉相關分析、媒
體間議題設定、網絡議題設定、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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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新聞媒體作為一種工具，被
視為中國共產黨之「喉舌」，用以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為政治
服務（毛澤東，1990）。新聞工作是黨的整個事業的一部分，必須堅持
黨性原則（江澤民，1990 年 3 月 10 日）。然而，媒體產業經歷 1978
年的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李芝嶙，2013），也催生出
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兩種不同的媒體類型，在媒體報導上呈現出不同的典
範（Huang, 2001; Wei, 1999）。
黨媒指的是由中國共產黨創辦的官方媒體，包括廣播、報紙及雜誌
等，其經濟來源為國家財政資金，故不需要依靠市場取得收入。它們被
視為黨的新聞事業重要的一環，以宣傳主義典範為主，對閱聽眾進行意
識形態的引導及塑造（Pan & Chan, 2003; Zhao, 1997）。相對地，市場
化媒體指的是依靠市場銷售和廣告收入生存，自負盈虧的媒體。市場化
媒體強調媒體的商業特性，即媒體應服務並娛樂大眾以謀求其商業價
值。在這一過程中，新聞專業主義典範亦逐漸得以發展（李金銓，
2004；陸曄、潘忠黨，2002；童靜蓉，2006）。
近幾十年來，網路技術迅速發展，媒體本身亦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hina Internet Network Information Center
[CNNIC], 2021）發布的第 48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
截至 2021 年 6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 10.11 億，其中，網路新聞用戶規
模達 7.6 億，占網民整體的 75.2%，逾 10 億網民的規模構成了全球最大
的數位社會。
科技的進步改變了閱聽眾獲取資訊、表達觀點及社會交往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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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媒體成為包含眾多複雜訊息來源的內容生產協作型網絡（Westerman,
Spence, & van der Hiede, 2014）。傳統媒體產業面臨銷量下滑、讀者流
失等困境，以黨媒為依託的官方宣傳媒體和新媒體平臺上的民間聲音日
益分化，從而影響黨宣傳教化的有效性（王海燕、科林、黃煜，2018）。
因此，市場化媒體與黨媒均不得不投入社群平臺中，爭奪閱聽眾的關
注。方可成（2016）指出黨媒嘗試利用數位技術，通過轉型升級、媒體
融合的方式來改造媒體，以重新獲得輿論的引領能力。而市場化媒體，
因其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更能響應閱聽眾的需求。例如，當重大突發
事件在社群媒體上開始病毒式傳播時，市場化媒體的反應速度通常較黨
媒為快（Jiang, 2016）。
媒體報導之內容可以形塑閱聽眾對議題重要性的認知，此為議題設
定理論（Agenda Setting）。而透過對議題及屬性的選擇，媒體構造了一
個由客體與屬性組成的議題網絡，並使該網絡的顯著性（salience）由
媒體向閱聽眾轉移。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效應也會在不同類型的媒體間
發生。作為風格鮮明、不同型態的媒體，黨媒與市場化媒體二者間的引
導與被引導效果，無疑會對中國大陸的新聞生態、媒體環境產生重要影
響，進而間接影響其市場化乃至民主化進程。然而，目前文獻對中國大
陸黨媒與市場化媒體間的議題設定關係並未釐清。現有多數研究仍以特
定時間、特定議題的觀察為主，結果亦不一致，因此尚無法得出更系統
性之結論。
有鑑於此，本研究乃採用長時間縱貫式的視角，彌補過往單一時
間、單一議題研究之侷限性，並同時運用網絡議題設定、議題屬性及媒
體間議題設定理論，比較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在 2013-2020 年間代表性的
網路熱點議題中之報導內容、頻率、議題屬性，以探究二者間的關係，
展現中國大陸媒體更整體的情況。此研究不僅可以考證在中國這一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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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媒體環境下，跨媒體議題設定理論是否成立，研究結果對黨媒、市場
化媒體乃至中國大眾亦具有重要意義，更或可一瞥中國大陸市場化、民
主化進程中，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資本間的關係與未來。

貳、文獻探討
一、中國大陸的媒體
（一）黨媒與市場化媒體
中國共產黨歷來高度重視媒體的宣傳引導作用（李良榮，2007）。
借鑑蘇聯的辦報經驗，中國共產黨從 1930 年代延安時期起，將黨管媒
體的辦報傳統和理念作為新聞管理體系的核心（夏倩芳，2004）。新聞
媒體必須是黨的喉舌，在黨的直接領導下，忠實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
及政策。在 20 世紀 70 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前，媒體（即黨媒）以宣傳主
義典範為主，其目的是意識形態的引導和塑造（Pan & Chan, 2003;
Zhao, 1997），其行文風格較為教條、生硬及嚴肅（Zhang, 2008）。然
而，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市場化運作滲透到媒體的各個方面
（Chen, 2014），媒體制度亦發生改變，逐漸催生出一批以市場為導向
的媒體，即市場化媒體。1978 年底，部分媒體獲准試行企業化的經營
方式，媒體逐步往市場化運作方向發展。1984 年，《南方週末》創
刊。作為黨媒《南方日報》的一份子報，它以「不說假話」為辦報宗
旨，體現市場化媒體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即「有一套定義媒介社會
功能的信念，一系列規範新聞工作的職業倫理，一種服務公眾的自覺態
度」（陸曄、潘忠黨，2002）。1997 年，同屬南方報系的《南方都市
報》創刊，以都市報的形式，拓展了市場化媒體的類型。2003 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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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國務院下發通知，要求文化事業單位轉制為企業，進一步為市場化媒
體的發展提供政策支持及空間（國務院辦公廳，2003）。2003 年，光
明日報集團與南方報業集團聯合創辦《新京報》，開啟中國大陸異地辦
報的新形式（郭全中，2015）。
如前所述，市場化媒體必須以新聞「商品」本身的特性和競爭力賺
取發行及廣告收益，因此在經營方針、人才聘任及內容特色上皆不能脫
離市場的規律，從而逐漸發展出與「喉舌」黨報黨刊有別的新聞專業主
義典範（Pan & Chan, 2003）。與黨媒相比，市場化媒體報導更多與閱
聽眾自身利益密切相關的內容（Kuang & Wei, 2018; Shao, 2002）。雖然
其同樣也受到政府的監管，但自我審查相對較少（Kuang, 2014）。然
而，中國的媒體改革實質上是一種不完全的商業化（楊銀娟、李金銓，
2010），市場化媒體仍為黨媒體制之延伸，其輿論監督功能亦需由黨媒
授權，因此，與西方市場化媒體第四權的角色不同。市場化媒體對公權
力的監督，是一種「權利對權力」而非「權力對權力」的制約，其報導
空間受到嚴格限制（王毓莉，2012）。
但市場化媒體的興起使中國的報業結構轉向多元（Wu, 2000），亦
衝擊了黨媒一統天下的格局（Lee, 1990），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黨媒
的宣傳能力。為了應對此一變化，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媒逐步轉
型為兼具政府職能與企業性質的媒體機構，力圖增加其商業屬性，調適
現有的媒體體制，以因應市場化機制引進所帶來的衝擊。隨著市場經濟
的不斷發展，國家又進一步推動以黨媒為核心的媒體集團化發展，以整
合、合併、從屬等方式將市場化媒體置於黨媒之下，使黨媒得以對分散
化的媒體系統進行重整，並通過此方式再次強化自身對媒體系統的控制
能力（Lee, He, & Huang, 2006; Zhao, 2000）。簡言之，市場化媒體的興
起促進了黨媒的轉變，卻沒有撼動黨媒的主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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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無論黨媒或市場化媒體，其國有的性質並未改變
（黃玉波、張金海，2006）。國家占據了各式資源，能從經濟及政策等
層面對不同類型的媒體進行區別對待，以達到監管效果（王薇，
2019）；而媒體則需要政府的「行政恩寵」來贏得市場。具體而言，國
家有權力批准哪些媒體能夠進入 IPO 市場以獲得充足的資本，1 也能夠
分配優質的資源和新業務給媒體（周翼虎，2009）。顯然黨媒往往會優
先獲得政府的財政補貼和其他資源的支持。

（二）網路的衝擊與媒體轉型
如前所述，隨著網路的迅速發展，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均被投入社群
媒體的「戰場」中，與社群媒體上的新聞來源競爭。方可成（2016）指
出，黨媒嘗試利用新媒體技術與平臺，展開新一輪的轉型升級及媒體融
合，以獲取意識形態的控制權。例如，《人民日報》通過對材料的選
擇、創新的報導視角和生動、有吸引力的寫作來進行更有效的宣傳及輿
論引導，以培養公眾對黨和國家的共識，實現從宣傳到具備話語霸權的
轉變（Chan, 2002）。何舟（1998）亦指出，黨媒不再以生硬的意識形
態灌輸作為報導風格，而是透過對黨的方針政策進行正面宣傳，提高黨
的形象，以進一步強化中國共產黨統治的合法性。然而，在這一過程
中，自中共延安時期遺留至今的黨媒，部分傳統依然得到延續。例如，
以愛國主義教育、國家利益至上、謳歌奉獻等為主題的文章，仍然占據
媒體版面的顯著位置，而黨與國家領導人、英雄人物或典型模範的照
片，也經常被置於頭版頭條（Pan & Lu, 2003; Song & Chang, 2012; Zhao,
1

即首次公開募股（initial public offerings, IPO），是公開上市集資的一種類型。意
即公司通過證券交易所首次將它的股票賣給一般公眾投資者的募集資金方式。私
人公司通過這個過程會轉化為上市公司（Fernando, February 1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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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然而，市場化媒體因其面臨更大的經濟壓力，更能響應閱聽眾的需
求。其反應和新聞產製速度通常快於黨媒（Jiang, 2016）。由於市場化
和商業化的需要，市場化媒體巧妙地結合有限的新聞專業主義，實現了
一定程度的輿論監督（馮建三，2008），進而反過來強化其市場化和商
業化的經濟收益。換言之，在新媒體時代，黨媒與市場化媒體並非是領
導與追隨者的關係，因後者不僅具有一定的獨立性，也可能在某種程度
上對黨媒或對官方議程產生影響。
近十年來，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在以微博為代表的社群平臺上，通過
不同類型的報導，持續回應自身對網路熱點議題的看法。因此，釐清二
者報導之內容、頻率、議題屬性以及二者間的關係，對當下中國的媒體
研究、政策制定及閱聽眾皆具有重要意義。

二、議題設定理論
（一）網絡議題設定
議題設定為媒介效果論的一支，其核心內容為媒體具有為閱聽眾設
置議程的功能，媒體的新聞報導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之顯著性的方
式，影響人們對周圍世界的事件及其重要性的判斷。議題設定的第一個
層面，是指「媒體告訴我們什麼是重要的」，即媒體議題中的客體顯著
性轉移至公眾議題上；議題設定的第二個層面，又稱為屬性議題設定
（Attribute Agenda Setting），指的是媒體不僅告訴我們要關注什麼，也
告 訴 我 們 如 何 看 待 它 ， 甚 至 還 會 影 響 我 們 的 後 續 處 理 （ McCombs,
2013）。在屬性議題設定理論中，屬性是一總體稱呼，涵蓋客體特點的
全部特徵與性質。屬性議題設定聚焦的不是客體本身，而是對客體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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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總而言之，議題設定的第一層傳遞的是客體的顯著性（salience of
objects），第二層傳遞的則是屬性的顯著性（salience of attributes）。
議題設定的第三個層面，又稱為網絡議題設定（Network Agenda
Setting, NAS），其主要內涵為，影響閱聽眾的不是某一議題或對應的
屬性，而是一系列議題屬性所建構的認知網絡。媒體通過建構客體與屬
性間的關係網絡，將該網絡的顯著性轉移至閱聽眾的意識中；亦即，新
聞媒體不僅告訴我們「想什麼」或「怎麼想」，亦決定了閱聽眾將不同
訊息碎片聯繫起來的方式，從而建構出對議題乃至社會的認知與判斷
（Guo, 2012）。相比於傳統的議題設定理論，網絡議題設定理論提供
了一個新穎的理論框架，更精確地描繪了閱聽眾對議題的認知形態。在
認知過程中，閱聽眾對議題各要素的認識不是孤立的，因各要素的顯著
性不是以單純線性的型態排列。它考察的重點不再是單一議題或屬性，
而是包含了議題與屬性在內、整個網狀結構的顯著性轉移，其著重的是
議題設定要素的關聯，是否可以從一個議程轉移到另一個議程。
自網絡議題設定理論提出以來，學者不斷對該模型進行檢驗。Guo
& McCombs（May, 2011）對 2002 年美國國會參議院及德州州長選舉期
間的研究進行了文獻分析。他們繪製出媒體議程及公眾議程的候選人性
格特質的共現（co-occurrence）矩陣，並發現二者存在高度正相關（r =
0.67），由此證明媒體對於候選人性格特質的議題屬性網絡顯著地影響
了閱聽眾的認知網絡。Vargo, Guo, McCombs, & Shaw（2014）進一步採
用大數據分析方式，對 2012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 Twitter 內容進行研
究。結果發現，2012 年美國大選期間的多數時間裡，候選人支持者的
網絡議題與傳統媒體、新媒體的網絡議題呈正相關。新聞媒體將不同的
選舉議題屬性聯繫起來，對候選人進行討論，此與支持者討論候選人的
方式非常吻合，因此也驗證了網絡議題設定的效果。此外，Vu, Gu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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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Combs（2014）也進行了長時性的研究來驗證並擴大網絡議題設定理
論的效應。他們蒐集了 2007-2011 年間媒體及公眾討論的議題，發現所
有議題屬性網絡在其年間皆存在相關性，約三分之二的時間裡，媒體對
公眾都進行了議題設定。此外，這項研究還發現，媒體議題屬性網絡在
報紙、廣播、電視和線上新聞媒體等新媒體上極為相似。亦即，不同的
媒體不僅在第一、二層的議題設定上具有相似性，在第三層網絡議題設
定上也具有高度相關性。換言之，一種類型的媒體議題及屬性的網絡顯
著性，也會影響另一種類型的媒體議題及屬性的網絡顯著性，也就是網
絡議題設定理論在媒體間的議題設定上也是成立的。
目前網絡議題設定理論的研究多集中在對「客體網絡議題」的探究
上，即網絡議題的節點是一個個獨立的議題（如政治、經濟、國家安全
等），而非單獨事件中一個個彼此相關的屬性／子議題。雖然有學者結
合屬性網絡議題及網絡議題設定理論進行研究，如 Cheng & Chan
（2015）在研究 2012 年香港地區國民教育運動之網絡議題設定效果
時，將媒體對國民教育運動的報導分為 5 個子議題；蘇婷（2020 年 11
月）則將中國大陸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報導分為 14 個
子議題，二者均發現，在網絡議題設定理論的層面上，不同類型的媒體
間存在高度相關性。但總體而言，相關研究仍相當有限。

（二）媒體間議題設定
傳統的議題設定著重於媒體與閱聽眾的關係，媒體間議題設定則聚
焦於不同類型媒體彼此間的相互作用以及議題設定的流向（Reese &
Danielian, 1989）。進入網路時代，媒體的概念逐步擴大，除了傳統的
新聞報紙外，亦可指網站、部落格乃至以 Facebook、Twitter、微博為
代表的社群平臺等，學者因而也開始轉向，進行傳統媒體與新媒體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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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但結論尚未一致（Heim, 2013; Meraz, 2011）。部分學者認為，在
新媒體環境中，訊息更易在社群平臺上展開病毒式傳播，因此，傳統議
題設定的效果應降低（Kaid, 2004; Roberts & McCombs, 1994）。然而，
也有學者仍認為，傳統媒體依然是最主要的議題設定者，部分研究亦證
實了這一點（羅珮怡、蔣旭政，2022；Ceron, Curini, & Iacus, 2016;
Meraz, 2009; Rogstad, 2016; Vargo, Basilaia, & Shaw, 2015; Wallsten,
2007）。此外，亦有學者認為，二者為互相影響的複雜動態過程（譚
躍、蕭蘋，2019）。整體而言，新媒體環境下，究竟傳統媒體與新媒體
何者設置了對方的議題，目前學界尚無定論。
必須指出的是，在中國大陸，不同類型的媒體間議題設定情形，與
美國等西方國家可能並不相同。一方面，因其仍面臨著國家監管的壓
力，市場化媒體無法完全擺脫黨媒的影響，因此，在特定主題上，黨媒
可能設置市場化媒體的議題。但另一方面，黨媒因經濟壓力較市場化媒
體輕，其產製速度及對議題的反應速度，都較市場化媒體遲滯，在一些
突發性事件中，市場化媒體也可能設置了黨媒的議題。不少研究證明了
中國大陸媒體間議題設定效應的複雜性。例如，曾繁旭（2013）研究了
2007-2009 年間六個中國都市環境維權的案例，發現在重要議題上，各
媒體最終形成了共振互動。趙欣（2014）對《人民日報》PM 2.5 的報導
進行分析後發現，《人民日報》在政策報導議題上具有引領作用，但也
可能受到其他媒體的影響。另外，張丹丹（2017）研究了突發事件中媒
體間議題設定的關係，發現在議題設定的第一層面，以微博為代表的公
眾議程與市場化媒體的媒體議程具有高度相關，但在屬性議題設定上，
二者沒有議題設定效應；然而，黨媒與網路平臺上的公眾議程往往脫
節，而市場化媒體則與公眾議程共振互動。Su & Xiao（2021）分析了
微信公眾號、黨媒及市場化媒體的關係後也發現，在不同議題上，黨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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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市場化媒體具有不同的議題設定能力。以上皆說明在中國大陸，媒體
間議題設定的情況相當複雜，黨媒與市場化媒體的媒體間議題設定關係
尚未釐清。
此外，目前對中國大陸的媒體間議題設定研究仍多以特定時間、特
定議題為主，鮮少有學者採用長時間縱貫式的視角討論新媒體環境下的
媒體間議題設定效應。單一時間或議題研究的問題在於，不同個案有其
特殊性，研究結論往往受到侷限，不易展現中國大陸媒體更整體的情
況。因此，本研究乃以長時間多類別的議題為研究對象，探究議題背
後，黨媒與市場化媒體的媒體間議題設定關係。
最後，多數學者在進行媒體間議題設定研究時，是採取傳統的內容
分析方法，著重在議題設定理論的第一、二層面，進一步探討 NAS 效
應的研究相當闕如。Cheng & Chan（2015）是首個對中國範圍內的媒體
進行第三層議題設定效應觀察的研究。他們對 2012 年香港反國教運動
的 新 聞 報 導 及 公 眾 調 查 之 結 果 進 行 QAP （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相關分析，發現香港媒體與公共屬性的網路議題間存在較強
的相關性，但包括政治立場及新聞媒體的可信度等，都會影響議題設定
的效果。Guo（2019）則結合網絡議題設定及媒體間議題設定理論，分
析了 2018 年中國兩會期間，不同類別媒體網站的報導特點及媒體間的
議題設定關係。研究發現，市場化媒體的網站在報導部分主題屬性（例
如，教育、科技等）時，設置了黨媒的議題，而黨媒則在報導另外一些
主題（例如，貿易、住房等）時亦設置了市場化媒體的議題。然而，以
上依舊只是單一個案的研究，目前尚未有學者運用網絡議題設定與媒體
間議題設定理論，對中國大陸黨媒與市場化媒體間的議題設定效應進行
長時間、系統性的研究。
因此，為彌補過往單一時間、單一議題研究的侷限性，本研究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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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縱貫性的視野，探究黨媒與市場化媒體間之議題設定效應。本研究
先就此兩類型媒體近年來於網路熱點議題的報導內容、頻率及議題屬性
進行瞭解，並提出研究問題一：
RQ1： 在 2013-2020 年的網路熱點議題中，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報導
的議題屬性為何？有何特點？
接著，為探究黨媒與市場化媒體二者間的關係，呈現中國大陸媒體
更整體的情況，並考證在中國這一特殊媒體環境下，跨媒體議題設定理
論是否成立，本研究提出研究問題二：
RQ2： 在 2013-2020 年的網路熱點議題中，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報導
的媒體間議題設定關係為何？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對象
（一）媒體選擇
本研究選擇《人民日報》為黨媒代表，選擇《新京報》為市場化媒
體代表，並以兩家媒體在新浪微博上發布的微博內容為對象，進行內容
分析。以下說明媒體選擇緣由：
作為中國大陸主流官方媒體中發行量最大和影響範圍最廣的第一大
報，《人民日報》處於輿論的領導地位，在各議題上的權威性和公信力
不可小覷（王舒懷，2013），《人民日報》於 2012 年 7 月 22 日正式開
通官方微博，截至 2021 年 4 月，其微博數超過 13 萬條，粉絲量已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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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是微博上影響力最大的媒體，2 因此是研究黨媒議題無法迴避的樣
本選擇對象。
在市場化媒體的選擇上，本研究選擇《新京報》作為代表。《新京
報》自稱以追求新聞的終極價值和普世價值為辦報準則，強調責任心和
建設性，自認反應快速、立場獨立且報導客觀。3《新京報》於 2009 年
底開通微博，截至 2021 年 4 月，其微博數超過 12 萬條，微博粉絲數超
過 4400 萬，在微博粉絲數、微博影響力上均位列中國大陸市場化媒體
之首。4 因此，本研究以《新京報》為市場化媒體代表開展研究。

（二）平臺選擇：新浪微博
新浪微博被稱為中國版的 Twitter。它成立於 2009 年，是中國國內
最大的的社群媒體平臺，也是為數不多、可進行有限討論的網路公共空
間（Sullivan, 2012）。根據新浪官方財報，截至 2019 年底，新浪微博
月活躍用戶已達 5.16 億。如前所述，近十年來，微博已成為中國大陸
網民進行公共事務討論的主要場所（王晗嘯、於德山，2020），無論是
在訊息的傳播力還是相關研究的開展上，現階段都具有不可替代性。研
究指出，新浪微博上的報導對議題的關注持久性及敏感度皆高於傳統媒
體上的報導，尤其對突發事件的反應速度上，也明顯高於傳統媒體。因
此，選擇微博作為新媒體研究平臺更具有時效性（劉志明、劉魯、苗
蕊，2013）。另外，微博的社區參與者也更多元，涵蓋了各個階層、職
2

3

4

新浪微博〈媒體矩陣勢力榜〉，取自
https://v6.bang.weibo.com/xmt?sudaref=www.google.com。上網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詳見《新京報》官方網站〈關於我們〉。取自
https://www.bjnews.com.cn/site/about。上網日期：2021 年 6 月 1 日。
同註 2。

‧114‧

網路熱點議題中黨媒、市場化媒體的媒體間議題設定效應：以 2013-2020 年微博熱點議題為例

業和年齡的網民，數據採集也更具可行性（王晗嘯、於德山，2020），
為研究網路熱點議題的理想平臺。在時間的選擇上，新浪微博於 2009
年成立，《新京報》於 2009 年開通微博帳號，《人民日報》則於 2012
年年底開通微博帳號。為確保時間的一致性及連貫性，本研究以 20132020 年為時間段進行分析。

（三）議題選擇
在議題的選擇上，本研究以《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告》為依據，
該報告是按年出版的《社會藍皮書：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中的一
篇。《社會藍皮書》系列叢書是中國社科院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課題組
的年度報告，年度回顧中國社會運行發展的總體狀況並預測分析未來形
勢（齊凱，2017 年 12 月 23 日）。其中，《中國互聯網輿情分析報
告》由人民網輿情分析師撰寫，依據傳統媒體和社群媒體的輿情熱度，
對上一年度的熱點議題進行分析，總結出每一年度的 20 件熱點輿情議
題，並分類為社會矛盾、公共管理、公共安全、企業輿情、吏治反腐、
文體娛樂、涉外涉軍及其他等八個類別，再依熱度進行排序。
本研究在此 20 個議題中，每年各選一議題，最終選取八個議題作
為研究對象。以下說明相關步驟。首先，本研究按上述八個類別，統計
每年 20 個議題的各類別件數。統計結果指出，2013 年件數最高的議題
類別為吏治反腐；2014 年為公共安全；2015 年公共管理及公共安全並
列（即二者的議題件數相同，下同）；2016 年社會矛盾、公共安全、
文體娛樂及涉外涉軍四類並列；2017 年為社會矛盾及文體娛樂；2018
年為公共管理；2019 年為公共管理、涉外涉軍及社會矛盾；2020 年為
涉外涉軍。
對於無並列類別的年份，作者直接選擇該類別下排序最高的議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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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研究對象。例如，2013 年的類別為吏治反腐，本研究依前述原則選
擇該類別下之薄熙來案為研究對象。對於並列類別的年份（即 2015、
2016、2017、2019 年），作者採用逆向計分的方法，得出類別下各議
題得分之和。具體而言，熱點議題排序為 1，則計 20 分；排序為 2，計
19 分，依此類推，排序為 20，計 1 分。接著，再對 2015、2016、
2017、2019 年各類別下之議題進行計分加總，以取得得分最高的類
別，並選擇該類別下排序最高的議題作為代表。最後，本研究取得了
2013-2020 年內八個議題作為研究對象（見表 1）。

二、分析方法及工具
（一）數據抓取
本研究利用 Python 爬蟲，獲取《人民日報》及《新京報》發布的
微博文本進行分析。首先，爬取二者在 2013-2020 年間的全部微博，共
獲取《人民日報》122,363 條、《新京報》104,311 條，合計 226,674
條。接著，就不同議題，再依其關鍵詞篩選相關微博。最後得到《人民
日報》微博 1,545 條、《新京報》微博 711 條，二者合計 2,256 條。網
路熱點數量具體關鍵詞及篩選結果亦見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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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網路熱點議題關鍵詞及微博數量
微博數量
序號 時間

類

別

議

題

關鍵詞

《人民 《新京
日報》 報》

1

2013 吏治反腐 薄熙來案

薄熙來

156

91

2

2014 公共安全 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

雲南、魯甸、地震

177

51

3

2015 公共安全 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天津、爆炸

189

188

4

2016 社會矛盾 山東問題疫苗事件

疫苗

34

68

5

2017 文體娛樂 人民的名義

人民的名義

40

35

6

2018 公共管理 2018 年全國兩會

兩會

618

144

7

2019 公共管理 新中國成立 70 周年

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

250

104

8

2020 涉外涉軍 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

國安法

81

30

（二）分析單位及類目構建
因微博有字數限制（140 字），一條微博一般而言只對應一個議題
屬性，而媒體在一天內發布的微博可能多達數十條。因此，參照前人研
究（如：段小雪，2017；Neuman, Guggenheim, Jang, & Bae, 2014; Vargo
et al., 2014），本研究將《人民日報》及《新京報》在一天之內所發布
微博作為分析單位。類目構建上，依據不同議題，本研究對八個議題，
依據文本資料，並結合研究問題及參考相關文獻（如：李政，2012；余
紅、馬旭，2017；孫曉韻，2019；崔芳縈，2017；張文祥、周長軍，
2013; Lee, 2018），分別歸納其議題屬性，再以上節所篩選出的微博作
為樣本，對微博進行屬性編碼。其中，每條微博可以對應多個不同屬
性。編碼由兩名經過培訓的編碼員完成，並根據 Scott’s Pi 的信度檢驗
方法計算編碼員間的信度。
Pi =（OA–EA）/（1–EA）
其中，OA 為觀測值的一致性程度（%），EA 為期望值的一致性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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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兩位編碼員歷時七天完成全部議題的編碼工作，本研究再從全部樣
本（N = 2,256）中隨機抽取 10%，即 226 條微博內容進行檢驗，最後得
出 Pi 值為.81，信度水準在可接受範圍內（Riffe, Lacy, & Fico, 2005）。

（三）構建共現矩陣
接下來，本研究將篩選後的微博依日期（天）分類，構建其議題屬
性共現矩陣。如前所述，一個分析單位中各媒體可能不自覺或自覺地把
兩個議題屬性聯繫在一起，因此，依據不同議題，作者基於 Python 語
言，對《人民日報》及《新京報》微博之屬性類別進行共現統計，並將
結果以矩陣形式呈現。具體而言，矩陣的行（列）代表其議題屬性，行
與列交叉形成的單元格格值代表屬性類目的共現次數。例如：在同一天
中，《人民日報》發布的微博之議題屬性為「國家安全」與「經濟民
生」各一次，則對「國家安全」所在行（列）與「經濟民生」所在列
（行）的交叉單元格的值加 1。因此，一個分析單位（媒體一天發布的
微博）可以對應多個不同屬性，亦可能不屬於任何議題屬性。

（四）QAP 相關分析及時滯交叉相關分析
QAP 相關分析是比較兩個矩陣中各元素相似性的一種方法，以矩
陣數據的置換為基礎，使用重排法進行顯著性檢驗，其參數估計結果比
傳統的參數方法更加穩定（劉軍，2007）。時滯交叉相關分析（crosslagged analysis）是一種通過對比兩個媒體議題在不同時間段的跟隨程
度，來檢驗議題設定方向的統計方法（Rozelle & Campbell, 1969）。假
設時間段 T1 和 T2，變項 X 和 Y 在這兩個時間段分別為 x1、x2 和 y1、
y2。若變項 X 設置 Y 的議程多於 Y 設置 X 的議程，則相關性 Rx1y2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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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於 RCB 值，且 RCB 值大於 Rx2y1；反之，若 Y 設置 X 的議程大於 X
設置 Y 的議程，則相關性 Rx2y1 應大於 RCB 值，且 RCB 值大於
Rx1y2。其中，RCB 的計算公式為：
RCB = (Rx1y1+Rx2y2)/2 *[(Rx1x2)2/2+(Ry1y2)2/2]1/2
據此，本研究利用 R 語言之 SNA 套件進行 QAP 相關分析，以檢驗
《人民日報》與《新京報》在八個不同議題中，其議題屬性矩陣之相關
性。而在時滯交叉相關分析時間段的設定上，過往學者在研究新媒體的
議題設定效應時，大抵將時間段設定為數天（如：Vargo et al., 2014）。
然而，在本研究的八個議題中，不同類別議題因其性質不同，對應的時
間長度亦不相同。據此，本研究分別對八個議題設置不同的時間段（具
體劃分方式見附錄二）。本研究整體之研究架構圖見圖 1。
圖 1：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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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與討論
一、兩報議題屬性異同及意涵
為回答 RQ1，作者依據文本資料，並結合研究問題及參考相關文
獻，對八個議題各自辨識出明確指向意義的議題屬性（見表 2，各議題
屬性分布見附錄一）。
表 2：2013-2020 年各年度網路熱點議題之議題屬性
序號

時間 議題

議題屬性

1

2013 薄熙來案

情況通報、庭審解讀、庭審直播、道德評
價、判決結果、法律科普、人物介紹、司法
公正、延伸案件、其他

2

2014 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

祈福關懷、救援進展、受災情況、典型人
物、科普、中央指示、闢謠、問責及其他

3

2015 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受災情況、救援進展、環境影響、災後重
建、問責、闢謠、反思與啟示、祈福關懷、
消防隊員、科普、其他

4

2016 山東問題疫苗事件

政府行為、議題情況、監管措施、道德判
斷、科普闢謠、後續報導、世衛相關

5

2017 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 娛樂、業界、現實、劇情、反腐、創作

2018 2018 年全國兩會

政治政策、宣傳、經濟與民生、教育、國家
安全、國際關係、三農、文藝娛樂、醫療、
民族與愛國主義、科技、環境與能源、性
別、司法、體育、動物、港澳、其他

7

2019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

領導人講話、群眾反響、歷史回顧、地理風
采、先進人物、閱兵儀式、愛國主義、文藝
視角、70 年成就、媒體策劃、慶祝活動、香
港、國際、扶貧、其他

8

2020 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

案例、司法、內政、抗議、教育、人物、評
論、選舉、警察、法律、影響、支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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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對《人民日報》及《新京報》之議題屬性進行描述性分析。
考量二者因微博數量不同而產生的影響，本研究採用百分比的統計方
法，以《人民日報》及《新京報》在某一議題屬性中發布的微博數量與
該媒體在對應議題中發布的全部微博之比例，為其議題屬性之占比（見
表 3）。
統計結果指出，《人民日報》之活躍程度較《新京報》為高，在
2013、2014、2018、2019、2020 年之熱點議題中，其微博數量均大幅
超過《新京報》。而在 2014 年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及 2018 年全國兩會
之媒體報導中，《人民日報》之報導量更分別為後者三倍、四倍之多
（見表 3）。
仔細檢視各議題之議題屬性，本研究發現，在涉及公共安全的議題
中，兩報均較為重視災難發生時之現場情況。例如，在雲南魯甸 6.5 級
地震和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中，受災情況均為兩報排名前列之議題
屬 性 （ 《 人 民 日 報 》 分 別 為 22.94% 、 33.71% ； 《 新 京 報 》 分 別 為
33.82%、26.05%）。此外，在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中，兩報共同占
比較高的還有救援進展（《人民日報》22.94%；《新京報》17.65%），
均為其占比第二高的議題屬性。以上反映出當災難發生時，無論是黨媒
或市場化媒體，皆能及時報導災情，回應閱聽眾對事件真相的需求。不
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中，《人民日報》占比最高
的議題屬性為祈福關懷，占比 23.81%；《新京報》為 11.76%，其報導
中亦多呈現情緒性論述的特點（例如，使用「魯甸，你選擇了堅強」及
「舉國寄哀思！」等語句），試圖將閱聽眾的情感由突發事件中的焦
慮、憤怒及不確定性引導至悲情感動，從而達到輿論引導之目的。而在
問責方面，《新京報》此兩事件中之問責議題屬性報導占比為
14.71%、16.48%，而《人民日報》報導占比僅為 0.43%、8.24%，皆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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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次事件中兩報差距最大的議題屬性。這體現出以《新京報》為代表
的市場化媒體之新聞專業主義典範，其已具有更高的自主意識，能夠對
公權力發揮一定程度的監督功能。
進一步檢視此二議題可發現，《人民日報》與《新京報》在公共安
全議題報導中呈現出不同的報導特點。儘管兩報均對災難情況進行了大
量報導，但相較而言，《人民日報》更傾向於正面報導及情緒化論述，
其議題屬性集中於祈福關懷及典型人物事蹟，顯示出黨媒注重輿論導
向，以正面報導為主的報導特點。反之，《新京報》則彰顯媒體的第四
權角色，其問責議題屬性的占比遠超過《人民日報》，凸顯其新聞專業
主義。
過往研究指出，在監管層面，與黨媒相比，國家對市場化媒體的管
制較為寬鬆，不會指派過於繁重的宣傳任務，在市場化媒體的報導越過
劃定的邊界時，其懲罰措施亦不如對黨媒嚴厲（楊銀娟、李金銓，
2010）。因此，市場化媒體雖然很少批評中央，但有時亦試圖擴展其報
導界線（Lu & Ma, 2019），其問責議題屬性通常位於其議題屬性排名
的前列。在這樣的報導實踐及邊界拓展中，市場化媒體不僅得以發展新
聞專業主義典範（李金銓，2004；陸曄、潘忠黨，2002；童靜蓉，
2006），亦有助於其獲得閱聽眾關注，更好地實現其商業目標。此種報
導典範同樣在其他類型的議題中得以體現，例如，在娛樂議題 2017 年
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的熱播議題中，《新京報》占比最大的議題屬性
即為反腐（占比為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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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

40

618

250

2015 公共安全 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2016 社會矛盾 山東問題疫苗事件

2017 文體娛樂 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

2018 公共管理 2018 年全國兩會

2019 公共管理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

2020 涉外涉軍 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

3

4

5

6

7

8

30

104

144

35

68

188

51
33.82%
14.71%
26.05%
16.48%
33.33%

22.94%
0.43%
33.71%
8.24%
32.69%

受災情況

29.94%

18.81%

27.39%
17.83%
25.93%
18.52%

13.73%
5.07%
26.37%
3.30%

媒體策劃
閱兵儀式
法律
支持

群眾反響

13.13%

2.54%

25.63%

33.48%

政治政策
醫療

25.00%

15.79%

反腐

2.50%

18.75%

40.35%

娛樂

16.74%

6.06%

0.00%

世衛相關

宣傳

12.12%

21.15%

監管措施

議題情況

問責

受災情況

問責

17.65%

22.94%

救援進展

註：重點議題屬性為兩報占比最高的議題屬性，及占比差距較大的議題屬性。

81

34

177

11.76%

23.81%

祈福關懷

《人民日報》 《新京報》 重點議題 《人民日報》 《新京報》
屬性
占比
占比
n
n
庭審直播
67.40%
44.03%
156
91
庭審解讀
5.52%
23.88%

2014 公共安全 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

事件

2

類別

2013 吏治反腐 薄熙來案

時間

1

序號

表 3：各年度網路熱點議題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15.22%

0.45%

12.76%

13.66%

11.13%

10.58%

14.24%

7.86%

9.21%

21.60%

6.06%

9.03%

0.64%

8.24%

7.65%

14.27%

10.88%

5.30%

12.04%

18.36%

23.37%

占比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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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在社會矛盾議題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的事件中，
雖然兩報占比最大的議題屬性均為議題情況（《人民日報》32.69%；
《新京報》33.33%），但在監管措施的議題屬性上，《人民日報》報導
占比為 21.15%，比《新京報》占 12.12% 高約 10%。本研究認為，此
現象一方面可能折射出市場化媒體對敏感內容的小心處理，另一方面亦
體現黨媒試圖對民意進行回應。在新媒體環境中，黨媒不僅是黨的喉
舌，也開始扮演人民喉舌的角色（李良榮，2007）。而本文在對微博內
容進行分析後也發現，儘管《人民日報》對監管措施議題屬性進行大量
報導，但此類報導仍以口號式的呼籲為主，其抨擊的對象僅及地方政府
和企業（如「一些地方需深刻反思，為何對安全生產不敢管、不會管，
甚至不想管、不屑管？」、「人民日報追問：安全真的排在了企業工作
的「第一」嗎？」），也仍積極維護中央政府的形象（如「中央的態度
是明確而堅決的，嚴查嚴辦是確定無疑的」），以期達到引導輿論的效
果。
在 2017 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議題中，《人民日報》占比
最大的議題屬性為娛樂（40.53%），高於《新京報》約 22 個百分點；
《新京報》占比最大的議題屬性則為反腐（25%），這也體現了兩報不
同的報導取向。《人民日報》視此為娛樂議題，《新京報》則更注重該
議題的反腐意涵。進一步的分析則發現，《人民日報》在報導中大量採
用網友的貼文，如「達康書記別低頭，GDP 會掉；別流淚，祁廳長會
笑」，在用詞上亦以「會玩！」、「圈粉！」等娛樂化的表達居多，反
映其試圖以多元的話語表達方式，拉近與閱聽眾的距離以影響大眾。相
對地，《新京報》多指出該劇之現實意涵，如「一部觀察地方政治運作
的百科全書」、「黨政幹部選拔任用的運作規則」等。
而在與國家政策有關的公共管理、涉外涉軍議題上，兩報皆表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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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例如，在 2018 年全國兩會議題中，兩報占比最大
的議題屬性皆為政治政策（《人民日報》占比 33.48%；《新京報》為
25.63%）。此外，二者共同占比較高的還有經濟與民生及教育等。在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議題中，兩報占比最大的議題屬性亦皆為群
眾反響（《人民日報》占比 18.81%；《新京報》為 29.94%）。在占比
排序第二的議題屬性上，二者亦為媒體策劃。在 2020 年全國人大通過
涉港國安法議題中，兩報占比最大的議題屬性也皆為法律（《人民日
報》占比 26.37%；《新京報》為 25.93%）。然而，在正面報導、展現
國家富強、百姓安康的層面上，2018 年的《新京報》尚未積極進行
「正能量」宣傳（在正面宣傳的議題屬性上，《人民日報》報導占比為
16.74%，為其占比第二高的議題屬性，而《新京報》報導占比僅為
2.50%）；2019 年，《新京報》在群眾反響、媒體策劃和閱兵儀式上已
然超過《人民日報》（其占比分別超出 11.13%、13.66%、12.76%）；
至 2020 年，《新京報》在民眾支持國安法的議題屬性報導上，占比則
高達 18.52%，遠遠超過《人民日報》，其占比超出 15.22%。
本研究認為，上一現象透露出市場化媒體與官方敘事重合的趨勢。
近年來，市場化媒體與黨媒立場愈發一致，契合官方對民族主義與愛國
主義精神的強調與宣傳。其原因推估一方面來自國家對媒體產業愈發嚴
格的管控，另一方面則可能與民間愈演愈烈的民族主義情緒有關。在政
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下，市場化媒體更傾向於報導正面而「安全」的議
題，呈現出從監督到宣傳的趨勢，以緩解來自官方與民間、政治與經濟
的多重壓力。
最後，在敏感議題上，如 2013 年薄熙來案的報導中，兩報占比最
高的議題屬性均為庭審直播，其內容皆為轉發濟南中院之官方微博。此
說明就一些敏感議題（如涉及高層領導），黨媒與市場化媒體都採取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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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追隨官方報導的策略，以避免觸犯官方紅線。

二、兩報媒體間議題設定效應
為回答 RQ2，本研究運用 R 語言對《人民日報》與《新京報》各
議題之議題屬性矩陣進行 QAP 相關分析，並採取時滯交叉相關分析方
法，探究二者在 T1、T2 時間段的網絡議題設定關係。
根據所蒐集到的樣本，在 2013 年薄熙來案議題中，《人民日報》
與 《 新 京 報 》 議 題 屬 性 的 QAP 相 關 係 數 為 .90 （ t (98) = 20.36, p
<.001），在對矩陣進行 1,000 次隨機置換後，相關係數亦達顯著（p
<.01）。因此，《人民日報》與《新京報》之議題屬性矩陣具有高度正
相關。此外，《人民日報》在 T1 時間段與《新京報》在 T2 時間段的
相關係數 Rx1y2 為 0.92（p <.01），《新京報》在 T1 時間段與《人民日
報》在 T2 時間段的相關係數 Rx2y1 為 0.79，未達顯著（p >.05）。因
此，在議題設定第三層即網絡議題設定層面上，所得數據不足以證明
《人民日報》與《新京報》間存在議題設定關係。同理，在 2014 年雲
南魯甸 6.5 級地震議題、2017 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議題、2020
年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議題中，所得數據均不足以證明兩報間存在
議題設定關係。
然而，在 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議題中，兩報議題屬性
之 QAP 相關係數為.90（t (119) = 22.03, p <.001），在對矩陣進行 1,000
次隨機置換後，相關係數亦達顯著（p <.001），因此二者之議題屬性矩
陣間具有高度正相關。此外，《人民日報》在 T1 時間段與《新京報》
在 T2 時間段，關於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的相關係數 Rx1y2 為 0.90
（p <.01），大於《新京報》在 T1 時間段與《人民日報》在 T2 時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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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關係數 Ry1x2 為 0.38（p <.05），且超過了 RCB 基準線（RCB =
0.47）；而《新京報》在 T1 時間段與《人民日報》在 T2 時間段的相關
係數則小於該基準線。這說明了在 T1-T2 時間段，《人民日報》影響了
《新京報》的議題屬性設定，《人民日報》在網絡議題設定中居於主導
地位。也就是說，在網絡議題設定層面上，在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期間，《人民日報》對《新京報》進行了議題設定（見圖 2）。同理，
在 2018 年全國兩會、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議題中，《人民日
報》亦設定了《新京報》之議題（見圖 3、4）。
最後，在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中，兩報議題屬性之 QAP 相關
係數為.60（t (47) = 5.20, p <.01），在對矩陣進行 1,000 次隨機置換後，
相關係數亦達顯著（p <.01），因此二者之議題屬性矩陣間具有正相
關。此外，《新京報》在 T1 時間段與《人民日報》在 T2 時間段，關
於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議題報導議題屬性的相關係數 Rx1y2 為 0.60（p
<.05），大於《人民日報》在 T1 時間段與《新京報》在 T2 時間段的相
關係數 Ry1x2 之 0.33（p <.05），且超過了 RCB 基準線（RCB =
0.36）；而《人民日報》在 T1 時間段與《新京報》在 T2 時間段的相關
係數則小於該基準線。這說明，在 T1-T2 時間段，《新京報》影響了
《人民日報》的議題屬性設定，《新京報》在網絡議題設定中居於主導
地位。亦即，在網絡議題設定層面上，在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議題
中，《新京報》對《人民日報》進行了議題設定（見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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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時滯交叉相關分析結果

*

p <.05, **p <.01, ***p <.001

圖 3：2018 年全國兩會時滯交叉相關分析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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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時滯交叉相關分析結果

*

p <.05, **p <.01, ***p <.001

圖 5：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時滯交叉相關分析結果

*

p <.05, **p <.01, ***p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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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年度兩報熱點議題之議題設定結果
序號 時間

*

類別

議題

時滯交叉相關

QAP
r

Rx1y2

Rx2y1

0.90***

0.92**

0.79

有相關，無因果

議題設定結果

1

2013 吏治反腐 薄熙來案

2

2014 公共安全

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

0.71**

0.90** -0.02

有相關，無因果

3

2015 公共安全

天津港 812 特
大爆炸事故

0.90***

0.90**

0.38*

《人民日報》設定
議題

4

2016 社會矛盾

山東問題疫苗
事件

0.60**

0.33*

0.60*

《新京報》設定議
題

5

2017 文體娛樂

反腐劇《人民
的名義》熱播

0.19***

6

2018 公共管理

2018 年全國兩
會

0.81**

0.53*

0.12*

《人民日報》設定
議題

7

2019 公共管理

2019 年新中國
成立 70 週年

0.46**

0.39*

0.20*

《人民日報》設定
議題

8

2020 涉外涉軍

全國人大通過
涉港國安法

0.63**

0.49** -0.10

無相關，無因果

有相關，無因果

p <.05, **p <.01, ***p <.001

綜上所述，在本研究之八個議題中，《人民日報》在涉及公共安
全、公共管理的三個議題上對《新京報》進行了議題設定；而《新京
報》則在涉及社會矛盾的議題上設定了《人民日報》的議程（見表
4）。

伍、結論與建議
一、研究結論
本研究以《人民日報》及《新京報》為例，分析黨媒與市場化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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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3-2020 年網路熱點議題中的報導情況。如前所述，黨媒與市場化
媒體因其不同的政治關係及經濟體系，在報導中呈現出不同的特點。

（一）黨媒議題屬性：活躍程度高，注重正面宣傳，試圖回
應民意
本研究以 2013-2020 年的八個網路熱點議題為分析對象。結果指
出，在八個議題中，《人民日報》發布的微博數量超過《新京報》的議
題高達七件。《人民日報》不僅是中國的第一大報，亦是微博平臺上最
具影響力的媒體帳號。此說明黨媒的影響力相較於市場化媒體仍較大。
此外，本研究亦發現，《人民日報》更傾向於正面報導。例如，在
2018 年全國兩會及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議題中，《人民日報》
均花費了大量篇幅對當前中國取得的成就、典型人物的形象等進行宣
傳。而在 2014 年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中，《人民日報》則以情感激發
為訴求，其祈福關懷、典型人物報導的議題屬性遠超過《新京報》。此
一趨勢說明，在新媒體時代下，黨媒依然遵循以正面報導為主的策略，
堅持宣傳黨的原則、肩負引導輿論之責任。不僅如此，在公共安全等突
發事件中，面對民間環境中普遍存在的恐懼、焦慮氛圍，為防止社會負
面情緒的爆發，黨媒更始終遵循正面引導、團結穩定的基本方針（江大
偉，2020），維護社會秩序（張威，1999），以不斷更新的正面報導安
撫人心 （范三成、毛穎穎，2020）。金麟（2014）亦指出，在突發事
件，特別是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突發事件中，中國大陸的媒體報導實踐
上常出現情緒性導向的論述，並透過對正面英雄人物的塑造及對逝者的
追悼，營造出一種悲情色彩，以此調動閱聽眾的情緒，從而凝聚人心。
然而，隨著科技進步及民間輿論平臺（如微博）的興起，黨媒也面
臨著輿論引導能力削弱的問題（潘祥輝，2011），如繼續使用嚴肅、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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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的語氣進行報導，已達不到宣傳教化的目的。為此，黨媒不得不進行
轉型，他們吸收了社群媒體的互動性特色及修辭風格，文本修訂為較為
軟性（方惠、古俊生、孫小婷，2015），並使用個人化、情感化和風格
化的語言，試圖對民意進行回應。在 2013-2020 年的網路熱點議題中，
《人民日報》在某種程度上回應了民間的呼聲及不滿。例如，在 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中，問責作為《人民日報》排名前列的議題
屬性，雖然其比例遠小於市場化媒體，但依舊代表了黨媒對民意作出的
回應，這個趨勢在隨後數年更為明顯。在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
《人民日報》對監管漏洞、制度缺陷的報導（監管措施議題屬性）達到
了高峰，甚至超過了市場化媒體。以上反映在新時代下，為符合潮流，
黨媒也需承擔一定的輿論監督功能（Chan, 2002）。
然而，這種回應民意的嘗試，與黨媒維護國家及政府形象、堅持正
面報導，進行輿論引導的功能可能並無衝突。李艷紅與龍強（2017）曾
指出，黨媒在對民意進行回應時，仍然具有明確的邊界，僅是一種象徵
性的表達而非實質作為。在對社會不公正現象批評時，黨媒仍對其監督
的力度、議題和對象性質等有所限制，批判的對象僅指向地方政府而非
中央政府。其報導以呼籲、主張為主，安撫人心的同時也達到維護政府
形象的作用。本研究亦證實了這一點。

（二）市場化媒體議題屬性：更具靈活性，聚焦於經濟民生
問題，自主性有限
過往研究指出，與黨媒相比，市場化媒體的話語更加多元化（Wu,
Huang, & Liu, 2015）。本研究亦發現，市場化媒體呈現出一種更廣闊、
更具靈活性的報導典範。相較於宏大敘事和正面報導，市場化媒體更多
地聚焦於經濟民生問題，以產製能吸引閱聽眾的新聞報導（Kua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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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 2018; Shao, 2002）。例如在 2018 年全國兩會熱點議題中，相較於
黨媒用了極大篇幅報導黨和國家的政治政策及正面宣傳，《新京報》對
醫患矛盾、醫保問題等醫療問題則進行了大幅報導。
此外，市場化媒體雖然很少批評中央，但有時亦試圖擴展其報導界
線，例如披露政府官員違規違紀行為等（Lu & Ma, 2019）。本研究也
發現，在涉及公共安全的 2014 年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議題及 2015 年天
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議題中，《新京報》特別關注責任歸屬的問題，
相對而言，《人民日報》提到問責議題屬性的比例相當有限；《新京
報》問責的議題屬性則通常位於其議題屬性排名的前列。在這樣的報導
實踐及邊界拓展中，市場化媒體的新聞專業主義典範亦得以發展（李金
銓，2004；陸曄、潘忠黨，2002；童靜蓉，2006）。然而，市場化媒體
同時面臨市場與國家的雙重壓力，使市場化媒體無法真正發揮如西方新
聞媒體中第四權的角色。雖然在涉及公共安全、社會矛盾等民生議題
上，市場化媒體可以發揮一定程度的監督作用並進行問責（如 2014 年
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議題、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議題，及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議題等）；但在涉及國家安全等敏感議題
上，以《新京報》為代表的市場化媒體採取的策略是，追隨官方報導，
或僅報導相對安全的議題屬性。因此，市場化媒體的自主性是有限的，
在某些議題上，他們多選擇安全性策略，以維持生存、換取其他議題的
報導邊界。
最後，本研究試圖從長時性的角度歸納市場化媒體的特點。研究發
現，在早期的報導中，《新京報》更具新聞專業主義典範，具有更高的
自主意識、監管意識，這體現在 2014-2016 年的熱點議題屬性中。然
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近年來《新京報》的報導與官方立場則愈發重
合，呈現出從監督到宣傳的趨勢，此在 2019、2020 年的議題中尤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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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上述現象應與國家對媒體的管控益加嚴格有關。2017 年，中國國
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頒布《互聯網新聞信息服務管理規定》，明確指出
網路新聞訊息服務包括網路新聞編採發布服務、轉載服務及傳播平臺服
務，只有新聞單位（含其控股的單位）或新聞宣傳部門主管的單位，才
可申請網路新聞訊息編採發布服務許可，且非公有資本不得介入網路新
聞訊息編採業務。此意指個人及自媒體無法在網路上發布新聞訊息，而
市場化媒體若要在網路上發布新聞，則必須重新申請。以上皆進一步加
劇了市場化媒體的自我審查，在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壓力下，追隨官方已
經成為市場化媒體必然的選擇。

（三）黨媒與市場化媒體之媒體間議題設定關係
1. 黨媒仍具有強大的議題設定能力
過往研究指出，黨媒是媒體的主導者（Chan, 2002），黨媒具有政
治及經濟上的雙重優勢。國家通過建立以黨媒為核心的報業集團，將市
場化媒體置於黨媒之下，成為其子公司，得以對分散化的報業及媒體結
構進行整合，並重新確立黨媒的領導地位（Lee, He, & Huang, 2006;
Zhao, 2000），黨媒也因此獲得其議題設定的優勢。在 2013-2020 年的
網路熱點議題中，本研究的發現，黨媒設置市場化媒體議程的議題數量
為市場化媒體設置黨媒議程數量的三倍，也證實了此一論點。
2. 市場化媒體的議題設定能力亦浮現
然而，市場化媒體亦具有一定的議題設定能力，此一能力在涉及社
會民生問題上尤為突出。例如在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議題中，市
場化媒體即設置了黨媒的議程。
長期以來，中國的媒體議程均受到政府議程的影響與支配。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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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些特定議題上，黨媒的議題設定能力並不占優勢，反之，市場化媒
體卻能對黨媒產生影響。Guo（2019）的研究即指出，在經濟、住房問
題、環境汙染及食品安全等議題的報導中，市場化媒體對黨媒進行了議
題設定。本研究將過往學者的單一案例研究擴展為長時間、多議題的縱
貫研究，並部分驗證了此一結論。本研究認為，數位時代要求市場化媒
體具有較高的反應能力，以應對突發事件中閱聽眾對訊息的需求。此
外，由於其對新聞專業主義的追求，在突發事件、社會矛盾等議題的報
導中，市場化媒體的報導速度、品質通常較黨媒為優。在 2016 年山東
問題疫苗事件中，由於情況的不確定性，以《人民日報》為代表的黨媒
發聲較少；反之，《新京報》從一開始便積極報導、為民眾發聲，其發
布的微博數量約為《人民日報》的兩倍，這也是《人民日報》在上述八
個網路熱點議題中，唯一一個報導數量低於《新京報》的議題。如前所
述，儘管黨媒總體上的議題設定能力強於市場化媒體，但本研究亦發
現，在中國大陸的語境下，媒體的報導並不完全為官方話語所主導。
市場化媒體因其商業屬性及自身專業的媒體報導風格，能夠在涉及
社會民生議題中率先回應閱聽眾，進而通過嚴肅、專業的報導（如深度
調查報導）製造輿論，引領閱聽眾觀點，從而對黨媒產生壓力，並對黨
媒產生議題設定效應。這或許說明，在中國特殊的媒體環境下，非官方
的聲音在某種程度上亦能夠得到表達，緣由即在市場化媒體於灰色地帶
的實踐（Shen & Liang, 2014）。

二、理論貢獻與實務建議
本研究在理論、方法及實務三個層面上皆有所貢獻。在理論上，議
題設定理論起源於美國民主自由社會，以及商業化的媒體環境之中，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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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階段中國大陸媒體大環境有相當大之差異。即便是本研究所提之「市
場化媒體」，其運作方式亦與西方國家之商業化媒體有本質上的不同。
鑑於中國大陸嚴格的網路管理環境，政府及官方媒體是否會受到議題的
影響乃至作出回應，亦未有定論。近期研究指出，在一些威權國家，公
眾力量的增強使得政府有可能吸收自下而上的資訊以制定「好」的政策
（Jiang, Meng, & Zhang, 2019）。在中國，隨著社群媒體的快速發展，
及時回應輿論已成為政府面臨的新挑戰。政府及官方媒體可以為問題提
供解決方案、追究相關責任，以消除市場化媒體、公眾的關注。因此，
市場化媒體仍有可能發揮一定程度議題設定的能力（Dai, Li, Cheng,
Zhao, & Meng, 2021）。
過去媒體間議題設定理論多著重在觀察議題設定的第一及第二層
面，本研究則拓展至第三層面，探索不同媒體間是否存有網絡議題設定
關係。同時，本研究作為首個對中國大陸黨媒與市場化媒體間議題設定
效應進行的長時間、系統性研究，不僅驗證了媒體間議題設定理論在新
社群平臺及第三層的網絡議題設定中同樣成立，亦證明此源自西方的理
論，在中國大陸特殊的環境中，亦得以發揮其效果，說明官方為了維護
社會穩定，保留部分的控管權力，在某些層面上聽取民間訴求。因此，
本研究具有一定程度的理論貢獻，提供了新媒體平臺上、第三層媒體間
議題設定的實證基礎，擴展理論之應用範疇。然而仍需注意的是，基於
中國大陸官方對媒體的嚴格管制，相較於西方國家，議題設定相關理論
的應用與詮釋，更需著眼於官方的立場與作用，才能更清楚現象變化的
緣由。
在方法上，相較於過往研究多採取傳統的內容分析方法，僅停留在
相關性分析，本研究呼應當前大數據研究的趨勢，如上述將媒體間議題
設定理論運用至議題設定的第三層面，即網絡議題設定，並採用 Q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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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分析及時滯交叉相關分析，對比黨媒與市場化媒體之網絡議題屬性
於不同時間段的相隨程度。因此，在檢驗議題設定的方向上，也具有新
穎性及方法上的價值。
最後，在實務上，因中國大陸特殊的政治環境，中國媒體與西方媒
體的報導策略及方式並不一致，且媒體間議題設定的關係亦相當複雜。
本研究則通過比較《人民日報》與《新京報》微博平臺的報導內容，提
供了新媒體時代下中國大陸黨媒與市場化媒體的景觀，發現市場化媒體
仍然有其能動性，並有其存在的價值與必要。然而，它們的新聞專業主
義典範是脆弱的，其拓展報導邊界的努力隨時可能遭到扼殺。例如，在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新京報》因在部分報導中存在導向錯誤
（即不符合黨與國家對媒體宣傳屬性的要求）等問題，被認為嚴重擾亂
網路訊息傳播秩序，影響社會氛圍而受到禁言處分（〈國家網信辦指導
北京市網信辦依法查處《新京報》微博賬號〉，2020 年 6 月 25 日）。
然而，市場化媒體仍然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進程的產物，儘管無法與黨
媒享有同樣的話語權與影響力，但其仍是國家與市場、權力與資本夾縫
中開出的花朵，一定程度地撼動黨媒一統中國媒體天下的局面。市場化
媒體不僅開啓了新聞報導的另一種典範，亦對中國大陸的官方議程產生
影響，從其身上也得以一窺中國大陸改革開放 30 年來，媒體格局甚至
對照西方自由主義實踐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三、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亦存在若干限制。首先，在媒體選擇上，中國大陸亦有其他
風格不同的黨媒與市場化媒體，本研究之單一選擇可能無法完整地描述
黨媒與市場化媒體的議題流向，建議未來相關研究可以擴大媒體選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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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納入更多媒體進行研究。其次，在議題選擇上，作為初探性研
究，限於資源，本研究僅選擇了 2013-2020 年八項網路熱點議題進行分
析，此八項議題雖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亦無法代表所有的輿論情
況。建議未來研究可進一步擴大研究範圍，納入更多元的議題，如每年
選擇前三類議題，使各類型的議題案例更多；或者擴大時間範圍，納入
2021、2022 年之議題，以瞭解更多議題類型的研究結果。第三，媒體
間的議題設定是一個複雜的過程，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均可能受到其他媒
體（如社群媒體）的影響。未來若能納入其他類型媒體進行議題設定研
究，探究黨媒、市場化媒體、社群媒體三者間的相關性及媒體間議題設
定效應，結果將更加完善。最後，微博平臺及媒體本身均會進行自我審
查，黨媒與市場化媒體均有若干微博內容被微博審查員予以刪除，這些
現象可能也會對研究結果產生影響。建議未來研究蒐集數據時，加入審
查因素進行比對，以對中國大陸的媒體情況有更精準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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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兩報各議題屬性之異同及占比
2013 年薄熙來案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3 年薄熙來案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人民日報》

《新京報》

占比差距絕對值

庭審直播

67.40%

44.03%

23.37%

司法公正

8.29%

7.46%

0.82%

情況通報

8.29%

6.72%

1.57%

庭審解讀

5.52%

23.88%

18.36%

判決結果

4.42%

1.49%

2.93%

延伸案件

1.66%

4.48%

2.82%

道德評價

1.10%

2.24%

1.13%

法律科普

1.10%

4.48%

3.37%

其他

1.10%

0.75%

0.36%

人物介紹

1.10%

4.48%

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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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
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4 年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人民日報》

《新京報》

占比差距絕對值

祈福關懷

23.81%

11.76%

12.04%

救援進展

22.94%

17.65%

5.30%

受災情況

22.94%

33.82%

10.88%

典型人物

16.45%

10.29%

6.16%

科普

5.63%

5.88%

0.25%

中央指示

3.90%

4.41%

0.52%

闢謠

2.16%

1.47%

0.69%

其他

1.73%

0.00%

1.73%

問責

0.43%

14.71%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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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人民日報》

《新京報》

占比差距絕對值

受災情況

33.71%

26.05%

7.65%

祈福關懷

16.10%

13.41%

消防隊員

11.24%

15.71%

4.47%

問責

8.24%

16.48%

8.24%

環境影響

7.49%

9.20%

1.70%

救援進展

6.74%

3.45%

3.29%

闢謠

6.74%

7.28%

0.54%

科普

4.49%

3.07%

1.43%

反思與啟示

3.75%

0.38%

3.36%

災後重建

1.12%

4.21%

3.09%

其他

0.37%

0.77%

0.39%

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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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
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人民日報》

《新京報》

占比差距絕對值

議題情況

32.69%

33.33%

0.64%

監管措施

21.15%

12.12%

9.03%

政府行為

19.23%

18.18%

1.05%

道德判斷

13.46%

9.09%

4.37%

科普闢謠

11.54%

16.16%

4.62%

後續報導

1.92%

5.05%

3.13%

世衛相關

0.00%

6.06%

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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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
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7 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人民日報》

《新京報》

占比差距絕對值

娛樂

40.35%

18.75%

21.60%

反腐

15.79%

25.00%

9.21%

劇情

12.28%

14.58%

2.30%

創作

12.28%

18.75%

6.47%

現實

10.53%

16.67%

6.14%

業界

8.77%

6.25%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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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國兩會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8 年全國兩會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政治政策
宣傳
經濟與民生
教育
國家安全與國際關係
三農
文藝娛樂
醫療
民族與愛國主義
科技
其他
環境與能源
性別
司法
體育
動物
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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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
33.48%
16.74%
13.60%
7.17%
5.98%
2.99%
2.84%
2.54%
2.54%
2.39%
2.39%
2.39%
1.79%
1.49%
1.05%
0.30%
0.30%

《新京報》
25.63%
2.50%
20.00%
10.00%
0.00%
6.88%
1.25%
13.13%
0.63%
5.63%
2.50%
1.25%
0.63%
4.38%
2.50%
3.13%
0.00%

占比差距絕對值
7.86%
14.24%
6.40%
2.83%
5.98%
3.89%
1.59%
10.58%
1.92%
3.23%
0.11%
1.14%
1.17%
2.88%
1.45%
2.83%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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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
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群眾反響
媒體策劃
歷史回顧
文藝視角
地理風采
活動
70 年成就
先進人物
愛國主義
閱兵儀式
領導人講話
國際
香港
扶貧
其他

《人民日報》
18.81%
13.73%
10.15%
9.55%
7.46%
7.46%
6.27%
6.27%
5.07%
5.07%
4.48%
2.99%
1.49%
0.90%
0.30%

《新京報》
29.94%
27.39%
3.18%
3.82%
1.27%
2.55%
3.18%
2.55%
2.55%
17.83%
1.91%
0.64%
1.27%
0.64%
1.27%

占比差距絕對值
11.13%
13.66%
6.96%
5.73%
6.19%
4.91%
3.08%
3.72%
2.53%
12.76%
2.57%
2.35%
0.22%
0.26%
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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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
兩報報導議題屬性之異同

2020 年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
兩報各議題屬性占比對比
議題屬性
法律
內政
案例
評論
人物
教育
支持
選舉
警察
影響
司法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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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

《新京報》

占比差距絕對值

26.37%
20.88%
14.29%
8.79%
8.79%
4.40%
3.30%
3.30%
3.30%
2.20%
2.20%
2.20%

25.93%
18.52%
14.81%
7.41%
7.41%
0.00%
18.52%
0.00%
0.00%
3.70%
0.00%
3.70%

0.45%
2.36%
0.53%
1.38%
1.38%
4.40%
15.22%
3.30%
3.30%
1.51%
2.20%
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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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各議題時間段設定
議題一：2013 年薄熙來案
在 2013 年薄熙來案中，濟南市中級人民法院於 2013 年 8 月 22 日
8 時 30 分在第五法庭公開開庭審理被告人薄熙來受賄、貪污、濫用職
權一案，庭審時間為五天。因此，作者以 2013 年 8 月 22 日至 8 月 24
日為 T1 時間段，8 月 25 日至 8 月 27 日為 T2 時間段。

議題二：2014 年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
雲南魯甸 6.5 級地震發生於 2014 年 8 月 3 日 16 時 30 分 10 秒，兩
報報導集中於 8 月 3 日至 8 月 11 日，因此，作者以 8 月 3 日至 8 月 6
日為 T1 時間段，8 月 7 日至 8 月 11 日為 T2 時間段。

議題三：2015 年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
天津港 812 特大爆炸事故於 2015 年 8 月 12 日晚 11 時 32 分發生，
基於議題發展情況及中國傳統文化中，在逝者離去後第七天舉行祭奠活
動的「頭七」習俗，以及 8 月下旬中國政府為紀念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
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週年的各項前期活動，可能轉移了媒體和公眾注
意力，因此，作者以 8 月 13 日至 8 月 17 日為 T1 時間段，8 月 18 日至
8 月 22 日為 T2 時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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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四：2016 年山東問題疫苗事件
在該議題的媒體報導上，3 月 18 日，《澎湃新聞》首發〈數億元
疫苗未冷藏流入 18 省份：或影響人命，山東廣發協查函〉，包括《人
民日報》及《新京報》在內的多家媒體迅速跟進，案件逐漸發酵。隨
後，《南方都市報》舊文〈疫苗之殤〉被再度挖出。23 日起，圍繞著
疫苗議題的專業性討論全面展開，熱度攀升，成為網路熱點議題。因
此，作者以 3 月 18 日至 3 月 22 日為 T1 時間段，3 月 23 日至 3 月 27
日為 T2 時間段。

議題五：2017 年反腐劇《人民的名義》熱播
該議題因前序 QAP 相關分析未發現相關性，因此無需進行時滯交
叉相關分析，亦不須劃分時間段。

議題五：2018 年全國兩會
2018 年全國兩會時間為 2018 年 3 月 3 日-3 月 20 日。因此，作者
以 3 月 3 日至 3 月 11 日為 T1 時間段，3 月 12 日至 3 月 20 日為 T2 時
間段。

議題六：2019 年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
由於 2019 年 10 月 1 日為新中國成立 70 週年閱兵儀式，因此媒體
報導均集中在 10 月 1 日前，即高峰時段為 2019 年 9 月並在 10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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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達到高潮。因此，作者以 2019 年 9 月 21 日至 9 月 25 日為 T1 時間
段，9 月 26 日至 9 月 30 日為 T2 時間段。

議題七：2020 年全國人大通過涉港國安法
涉港國安法於 2020 年 6 月 30 日於全國人大表決通過，因此，作者
以 2020 年 6 月 25 日至 6 月 30 日為 T1 時間段，7 月 1 日至 7 月 7 日為
T2 時間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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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termedia Agenda-Setting Effects between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A Study of Weibo Hot Issues from 2013 to 2020
Su Ting, Huiping Huang*
ABSTRACT
Background: Following the guidance of revolutionary experiences and the
Marxist-Leninist theory of journalism, the news media have long been
regarded as a propaganda apparatu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However,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policy in 1978, two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have emerged and shown different
coverage pattern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the media in
China have also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Social media like Sina
Weibo have become a collaborative network of content production for
information sources. Both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need to engage i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to attract the audience.
Literature Review:

News media can shape public opinion by underscoring

the salience of certain issues, which is known as agenda setting. By selecting
issues and attributes, the media further construct a network of objec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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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ributes, and the salience of network relationships can also be transferred
from the media to the public. In other words, the news media not only tell us
“what to think” or “how to think”, but also determine how audience members
connect different pieces of information to construct their perceptions and
judgments of social phenomena. This is called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NAS) effect. Moreover, while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agenda
setting, NAS effects may also occur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media. This
study thus incorporates NAS and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theories to test
the differences and relationships between China’s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in their Weibo coverage of eight hot issues from
2013 to 2020. Using this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 this study presents a more
comprehensive media landscape in today’s China.
Research Purpose and Questions:

This study aims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previous literature on a single issue at a single time. It
investigates the agenda setting effects between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with a long-term vision. It first examines the
content, frequencies, and attributes of news coverage on hot issues of the two
types of media in recent years and proposes the first research question.
RQ1:

What are the attribut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ot issues by the

party media and the commercial news media from 2013 to 2020?
It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party news media and the
commercial news media and tests whether the cross-media agenda setting
theory is valid in China’s particular media environment. The second research
question is proposed as follows.
RQ2:

What is the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arty

media and the commercial news media in the hot issues from 2013 to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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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selects People’s Daily as representative of party news

media and The Beijing News as representative of commercial news media. It
collects 1,545 microblogs on Sina Weibo from People’s Daily and 711
microblogs from The Beijing News, making a total of 2,256 microblogs.
According to the attributes of eight different events from 2013 to 2020, the
study codes these microblogs and presents the co-occurrence matrices based
on Python language. It then uses QAP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analysis and cross-lagged analysis to test the correlation of network agenda
attributes and the causality between the attribute network agendas of the two
types of media.
Results:

Evidence reveals a strong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two types of

media in terms of network agenda attribut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People’s Daily set the agenda of The Beijing News for the explosion accident
in Tianjin Binhai New Area in 2015, “two sessions”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NPC] and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CPPCC]) in 2018, and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in 2019. However, for the “Problematic Vaccine” scandal in
Shandong in 2016, The Beijing News set the agenda of People’s Daily.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although China’s controlled media environment is
dominated by party news media, commercial news media still is able to set
the agenda of party news media for some particular issues concerning social
and people’s livelihood.
Discussion: This study is the first longitudinal one that combines theories
of network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to investigate the
attributes and the relationships of agenda setting effects of different types of
news media. It explores the network agenda setting and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effects across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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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study also uses QAP analysis and cross-lagged analysis to test the
direction of network agenda setting, demonstrating its methodological value.
Overall, the results offer a picture of party news media and commercial news
media in China’s new media era and discover that commercial news media
still have voices that may shake the party news media’s domination, further
opening up a possibility of alternative news reporting for the public.
Keywords: commercial news media, cross-lagged analysis, intermedia
agenda setting, network agenda setting, party news media, QAP
(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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