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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dopted the big-data-aided content analysis 

approach and DataMiner® platform for analyzing the dissemin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form the Macao news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is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development potential of 

Macao unde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its cooperation with other 

regions in various fields becam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and discussion. 

Most attitudes towards the regional policy were in full support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News media and online public opinions pay attention 

to and value the policy as an opportunity for Macao's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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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全称为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the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 initi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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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及内容分析为研究路径，并运用

DataMiner®大数据挖掘平台研究“一带一路”新闻媒体在澳门新闻媒体及社交

网站上的传播特点。研究发现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发展潜力及其与其他

区域在各领域的合作成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一带一路”战略被谈及较多的区

域对政策态度以完全支持为主。新闻媒体与网络舆情重视并看好该政策为澳门经

济方面带来的机会。 

 

关键词：一带一路、网络舆情、大数据辅助内容分析、网络挖掘 

 

一、 前言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

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得

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提出两个符合欧亚大陆经济整合的大战略——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即“一带一路”战略。这

一战略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联系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2013 年 11 月，

“一带一路”战略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写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

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 年，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

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提出，“一带一路”战略开始落地。2015 年 3 月 28 日，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公布，标

志着“一带一路”由战略构想阶段步入全面务实阶段。由于“一带一路”涉及国

家和领域众多，当前针对“一带一路”的研究还处于探索阶段，主要集中探讨“一

带一路”的挑战与风险，优劣势及机遇等方面。本研究通过对过往研究的梳理，

利用大数据辅助网络挖掘及内容分析方法，利用大数据挖掘平台-- DataMiner®

博易数据挖掘平台探讨澳门的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对于“一带一路”的关注，并

深入挖掘其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并为相关舆论的产生原因进行分析，为后续关

于澳门在“一带一路”中的发展机遇和空间提供参考，同时为舆情研究提供了系

统性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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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献综述 

（一）对“一带一路”政策的整体回顾 

2015 年 4 月，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旨在

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

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

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2察哈尔学会针对“一带一路”倡议的

意义、性质、目的、原则、内容进行了归纳，认为“共同现代化”是“一带一路”

所倡议的本质特征。即以“共商、共建、共享”及合作共赢为原则，推进多个国

家组成的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国际共同体的现代化道路，以国际合作为核心，实现

不同层次的共同利益。 

基于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以及加强各国互利合作，促进各国互联互通、

共同发展的需要，“一带一路”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推动沿线国家实现发展战略对

接、优势互补。以互联互通为建设主线，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

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将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民心相通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点内容。3其中，政策沟通主要是

加强政府间合作，针对经济发展战略和对策进行交流对接，共同为务实合作及大

型项目实施提供政策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方面主要共同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逐步形成各区域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贸易畅通主要研究解决投资贸易便利化问

题，构建各国良好的营商环境。资金融通主要深化金融合作，推进亚洲货币稳定

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同时加强金融监管工作，推进高效监管协调

机制。民心相通则广泛开展文化交流、学术往来、人才交流合作、媒体合作、青

年和妇女交往、志愿者服务等，深化双多边合作。 

实际上，“一带一路”建立只有在沿线各国取得共识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在

具体落实过程中，有关决策程序、工作机制、评价体系等各个环节都需要通过与

相关国家之间的协商逐步建立。正因如此，“一带一路”倡议的解释空间和想象

空间很大(张灼华，陈芃，2016)。 

关于“一带一路”中的研究多基于政策文件和内容进行的分析和推测，研究

方法多为质化分析。而本研究从媒体报道及网络舆情的角度，针对澳门对“一带

一路”战略的关注及态度，进一步挖掘其中更深层的原因和意义。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

http://www.ndrc.gov.cn/gzdt/201503/t20150328_669091.html。 
3
 察哈尔学会课题组.“ 共同现代化”:“ 一带一路”倡议的本质特征[J].公共外交季刊.2016(1):1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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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港澳与“一带一路”的相关研究 

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改革开放后，香港和澳门地区在天然的地理和贸易优

势下，在市场运作经验和海外投资关系中起着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港澳地区针对

“一带一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港澳地区的优劣势和机遇，借以发掘港澳地

区在“一带一路”中的发展空间。有研究通过分析香港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

中在人力资源、资金、金融服务等方面的优势，探讨香港“一带一路”的机遇、

定位及工作思路，在积极推动国家战略落地的同时，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香港在国

际经济金融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巴曙松，王志峰，2015)。也有研究认为香港作为

海上丝绸之路的地理节点，以及“一带一路的”制度节点和金融节点，故进一步

为香港的发展提供相应的策略建议，如积极嵌入国家战略，制度和体制上要无缝

对接。尽快推进香港-东盟自贸区建设，并与美国就 TPP 展开谈判，用沪港通、

深港通，与内地金融中心建立合作机制(刘诚，2015)。 

有研究者从粤港澳与“一带一路”地区之间的关系探讨粤港澳的发展路径。

因粤港澳经济互补性很强，它们与区域内发达国家高端产业合作空间大，与工业

化中后期阶段国家产业、经贸合作可塑性强，与工业化初、中期国家产能合作空

间大。研究者认为粤港澳合作与“一带一路”区域协同发展必须创新相应合作机

制。主要包括：营造适应创新创业与“一带一路”区域创新发展的合作机制；集

成优势打造“一带一路”区域产业链重构合作机制；创新区域合作主体，构建多

方发力齐头并进的合作推进机制；完善与“一带一路”区域海洋经济合作发展机

制；创新文化创意合作和传播交流机制；协调联动打造“一带一路”区域合作开

放生态系统(左晓安，2017)。 

 

（三）澳门“一带一路”战略相关论述的特点 

澳门的历史文化因素和地理条件有可能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挥一定的作

用。关于澳门在“一带一路”中的研究主要是针对研究资料的质化分析，类似香

港地区，主要集中于通过分析澳门在“一带一路”中的优劣势，进一步研究澳门

在“一带一路”中的发展机遇和措施建议。 

有研究通过探讨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实施中的机遇和优势，进一步探究

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发展路径，提出澳门应积极参与整体框架的设计及

跟踪评估，主动寻求具有国际标准的商业模式和合作框架，鼓励澳门企业参与“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基建项目投资和管理以及积极为中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投资基建项目提供协助(何振苓，何磊，2016)。也有研究探讨“一带一路”

倡议下澳门的发展机遇，指出通过“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加强和南亚、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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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国家的经贸活动可以为澳门的经济多元和长期增长提供有利的条件。澳门应把

握“一带一路”中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之发展机遇，特别加强和南亚、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经贸活动，推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关锋，谢汉光，2016)。 

有研究从“一带一路”的全球与国内定位和存在问题的角度，探讨澳门融入

“一带一路”战略的机遇与建议。指出澳门特区应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构想

予以配合，借此重大机遇倒逼自身改革，对发展重新定位(孙久文，潘鸿桂，2016)。

还有研究从澳门在打造中葡平台过程的主要机遇及进展的角度，梳理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现实困难，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澳门加快打造中葡平台的建议，如推动澳

门以单独关税区身份与葡语国家签订自贸协议、为中葡间的货物贸易领域提供专

属的服务配套等(陈思敏，2015)。 

本研究以一种新的研究路径探讨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对“一带一路”关注的

异同，亦从时间的发展趋势、议题的分布和取向性分析，到议题与取向、议题与

议题的交叉分析，更深一步挖掘澳门与“一带一路”中的各因素之间的相关关系，

为“一带一路”与澳门的战略合作和发展空间提供了参考，同时为网络舆情研究

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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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流程及数据 

近年来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研究多从战略内容本身来进行定性分析，而

本研究则从舆情的角度来进行定量及定性结合分析，在更加客观的基础上反映民

众对政策的意见和认知。通过对事件的发生、发展和变化趋势的分析，以及对民

众对社会管理者及其取向而持有的意见、态度和情绪表现等，可全方面的反应事

件对民众及社会带来的影响(李光，2010)。因此本研究采用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

内容挖掘与分析研究方法，即基于内容分析法，利用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

通过机器算法、语义分析技术和自动化关键字匹配等技术，借以挖掘本次研究中

的单变量数据。再结合人工在线内容分析，进一步挖掘变量间的差异和关系(张

荣显，曹文鸳，2016)。 

内容分析法是对传播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一种以客观的、系统的、

定量的方式测量变量的研究方法（Kerlinger，1973），将文本或其他形式的符

号进行编码、分类、语义判断及形成可供统计分析之用的研究方法。人工在线实

时内容分析则是在传统内容分析法（Content Analysis）基础上改进操作，在改

善运作效率并提高数据及编码的质量的同时，更深入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

(张荣显，曹文鸳，2016)。 

通过网络挖掘和机器学习技术采集网络上澳门的媒体关于“一带一路”的海

量信息，并通过分析整体数据来显示舆情信息的整体的趋势。另外随机抽取部分

的样本进行人工分析在线内容分析，进一步挖掘变量间的差异和关系，快速并深

度挖掘澳门的新闻媒体及网络媒体对于“一带一路”的舆情信息。本研究在 2016

年 1 月 1 日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澳门所有的新闻媒体、网络论坛及 Facebook

时事类群组/专页中，采集到与“一带一路”相关的新闻 8,804 篇，论坛主回帖

共 1,059 帖，Facebook 主回帖共 1,477 帖。从中随机抽取新闻 10%，及论坛、

Facebook 全部的主回帖作为分析样本。分析单位为澳门媒体关于“一带一路” 

单篇的新闻报道及网民在社交媒体上的每一则发帖。 

本研究采用易研数据挖掘平台-- DataMiner®为主要研究工具。该平台提供

多种研究质量保证的机制，例如多个数据库的数据清洗流程、编码员间信度的前

测方法、可在线随时监管编码员效率和编码准确度的绩效监督机制，透过一体化

的舆情监测和分析流程，力图达到高效、准确、广度和深度并重。其基本的操作

过程包括准备阶段、编码及质量控制和结果呈现三个部分(张荣显，曹文鸳，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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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张荣显, & 曹文鸳. (2016). 网络舆情研究新路径: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内容挖掘

与分析. 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8), 111-121. 

 

（二）类目构建 

拉斯韦尔从传播学的角度对内容分析法进行定义，即内容分析法主要检测谁

通过什么渠道对谁说了什么，并产生了什么样的效果(Lasswell，1948)。根据根

据拉斯韦尔对内容分析法在传播媒介角度的定义，内容分析法主要是对传播过程

中所涉及到的主体、内容以及态度等进行处理。整体上说，内容分析法中的类目

构建是从“说了什么”和“怎么说”两个方向来进行设置(Berelson，1952)。其

中“说了什么”的类目包括传播主体、传播内容，而“怎么说”的类目包括态度

和评价。因此，本研究的类目设置基于以上的构建思路，观察澳门新闻媒体及社

交网站中关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报道和网民相关言论，并侧重于挖掘澳门本土

的特色内容，如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角色以及对葡语系国家的关注，将

其涉及到的主体、人物以及政策内容中所涉及到的区域、设计战略、合作领域设

置为类目。另外，从整体态度和细分态度来构建“怎么说”的类目中，进一步探

索媒体及网民对“一带一路”战略的情绪，本研究设置了对“一带一路”战略整

体态度以及对政策中涉及到合作领域的态度作为细分类目。 

本研究共设置 8 个主要类目，分别为：(具体类目信息见附录 1) 

1. 新闻类型(只针对新闻媒体)和內容分类(只针对 Facebook 及论坛)； 2. 对

“一带一路”政策的整体评价；3. 政治/公众人物；4. 政府/机构/组织；5. 覆

盖区域；6. “一带一路”设计战略；7. 合作重点或领域(7.1. 对合作领域的态度；

7.2. 对合作重点或领域所预计产生效果或潜在问题) ；8. 建议。 

结果呈现 

结果分析及可视化呈现 

编码及质量控制 

前测以计算编码员之间的信度 编码 质量控制 

准备阶段 

设定数据来源 设定概念 编码库管理 设置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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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编码员间信度 

在内容分析中，隐藏在显性信息(manifest content)背后的隐性信息(latent 

content)如态度或价值观等，则需要编码员来进行进一步的判断，多位编码员对

信息进行判断后应达一致的结论。这种不同的编码员对统一信息进行重复测试产

生一致结果的程度称为“编码员间信度(inter-coder reliability)”(Lombard，

2004)。为使本次研究结果更为客观，本研究通过使用 DataMiner®平台进行编

码员间信度测试，以提高编码员的测试效率及编码准确性。我们随机抽取了具有

代表性的澳门新闻报道及社交媒体中的评论作为信度测试样本。共有 3 位编码员

(包括本研究的其中一位作者)均进行了信度测试，每位信度测试的编码员分别独

立完成了信度测试样本的编码。利用 DataMiner®平台计算霍尔斯蒂指数

(Holsti，1969)，对 3 位编码员进行两两配对，分别计算编码员信度后再计算平

均值。进过多次矫正，综合每个变量的信度指数所得出的最终信度结果分别为：

0.93(新闻)、0.84(Facebook)、0.90(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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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究发现 

本研究通过运用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与内容分析方法，利用机器学习和

网络挖掘技术初步概览澳门关于“一带一路”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面貌，再以人

工在线内容分析方法深度挖掘和解释各因素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分别从事件发

展趋势、焦点热词、支持度分析、议题综合分布和交叉分析几个部分呈现。 

（一）事件发展趋势  

从传播渠道上看，在平台的网络挖掘数据中，可区分新闻媒体和网络舆情两

类。观察“一带一路”信息量发展趋势，如下图。从整体趋势看，新闻媒体及网

络舆情信息量发展基本一致，3 月为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两渠道的共同高峰月，

而 10 月及 11 月也分别是它们的高峰月。 

 

从区域上看，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最为关注对澳门本土在“一带一路”中的

发展。当中，3 月及 10 月对于澳门的讨论最为突出。由下图亦可看出，相比其

他月份，3 月及 5 月提及香港的频数较多，3 月及 6 月提及东部沿海地区的次数

相对较多，而 10 月对葡语系国家的关注程度为全年最高。 

411 436 

1,049  1,039  

0

600

1200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信息量总趋势 

检测日期：2016/1/1-12/31 
网络舆情 

新闻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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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数据内容分析后发现，3 月因北京举办两会，较多媒体关注港澳区人大

代表在两会上发表关于自身地区如何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发展的言论。且网民

较多转载相关报道。故此，该月成为讨论港澳地区的一个高峰。此外，3 月行政

长官崔世安出访江苏省，在“一带一路”战略下，两地区签署备忘录以加强两地

合作，此事受到部分网民的关注，使得此月对东部沿海地区的讨论量相对较高。 

5 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在主持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开幕式中指出，香港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具有多项独特优势，还宣布了中央支持香港建设“一带一

路”的系列措施。张德江访港一事引起较多媒体关注及网民讨论，使香港在 5

月成为全年中被讨论的一个高峰，对其讨论量仅次于澳门，且两者间差异不大。

可见，新闻媒体及网民对于同样是特区政府的香港，在受到中央系列支持后的关

注程度较高。 

6 月，较多媒体报道并有网民转载粤澳合作联席会议的新闻，在联席会议上，

两地签署了粤澳携手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合作意向书。媒体及网民对于此事的

关注，使得是月成为讨论东部沿海地区的另一个小高峰。 

10 月，李克强访澳与澳门举办中葡论坛致使两渠道对于澳门地区的讨论量

较过往半年剧增，增幅超过三倍。同时，两渠道对于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的

论坛的关注，也让葡语系国家受关注程度达到全年的最高。出席中葡论坛的葡萄

牙总理认可“一带一路”政策，并愿意推动中葡深化全方位合作。 

 

62% 
53% 

13%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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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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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焦点热词 

利用 DataMiner®平台生成的词云图，初步观察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对“一

带一路”战略整体的讨论焦点及关注态度。 

 

以上词云图显示，检测期间的结果显示，新闻媒体及网民最为关注澳门地区

和经济及及“一带一路”战略所带来的发展方面的机遇，且对“一带一路”战略

中持有正面态度的方面也集中于 “澳门”、“发展”和“经济”。从评价上看，

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讨论情绪主要集中于“发展”、“促进”、“支持”、“积

极”、“重要”和“加强”等，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及网民对“一带一路”战略是

抱有期待的，并看好该战略为澳门带来的发展机会。 

但针对负面态度，主要的焦点热词为“投资”、“大陆”、“香港”、“美

国”和“沿线国家”，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及网民对“一带一路”战略中所涉及的

投资问题的担忧，另外针对香港及沿线国家在战略中的发展和合作呈负面态度，

而社交网络上网民提及“大陆”地区对战略的落实时则缺乏信心。 

 

（三）支持度分析  

从整体上来看，两渠道对“一带一路”政策及合作领域的取向均以完全认同

为主，其次是中立态度，且两渠道均对前者的支持程度高于后者。而网络舆情对

两个议题的取态，完全不支持态度较新闻媒体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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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带一路”政策 

有 82.9%的新闻媒体及 63.2%的网络舆情对“一带一路”政策表示完全支

持，他们的意见主要认为，“一带一路”可以推进其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与其发

展规划或对外合作战略高度契合、互补并且可以相互对接。该些意见表示会积极

参与到“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去，把握好“一带一路”的机遇，为自己国家或地

区的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另有意见者表示，希望通过加紧基础设施建设、出台相

应的规划及政策、强化葡语教育等一系列具体措施，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

倡议。 

在完全不支持的意见中，新闻媒体所占比例仅 0.3%，网络舆情为 9.6%。网

民较多直接表达他们对于政策的负面情绪或不信任态度，多数网民没有直接说明

具体原因。部分网民认为“一带一路”所经过的沿线国家中，大多为经济发展落

后的地区，因此该倡议实现的可能性小，甚至有网民直指“一带一路”是“空想”，

或将“以失败告终”。亦有媒体报道中提及，中国学者认为美国对中国政治体制

表现出排斥和压制，对中国提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一带一路”等倡议

作出拒绝和阻挠姿态，没有展现其包容性。 

 

2. 合作领域 

有 93.9%的新闻媒体和 85.1%的网络舆情对合作领域表示完全支持，他们

的意见主要包括，支持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结合国家或地区的相关政策及

地域特点，推动自己国家或地区在某些领域的发展，或加强区域间的领域合作。

领域大致涉及商贸、金融、旅游、文化、教育、产能、会展、基建等。这些意见

认为，抓紧“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区域合作下，各区域发挥各自的优势，能够

共同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培养更多相关的优秀人才，从而促进经济的多元发展。 

新闻媒体(0.2%)和网络舆情(1.7%)中完全不支持的意见所占比例均较少，他

83.0% 

63.3% 

93.9% 

85.1% 

16.1% 

24.3% 

5.6% 

13.2% 

9.6% 

1.7% 

传统媒体(696篇) 

网络舆情(863帖) 

传统媒体(408篇) 

网络舆情(288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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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传统媒体及网络舆情的取向性分析 

检测日期：2016/1/1-12/31 

完全支持 有条件支持 中立 有条件不支持 完全不支持 



 14 

们的意见主要来自网络舆情，网民主要认为中国对于一些经济基础较差的国家投

入的基础设施建设，政治作用占主导，较难产生经济效应。亦有网民指出中国的

11 个海外大项目中，有一半已经烂尾，中国承建的“高铁工程”全都己经“触

礁收场”，质疑内地政府在与其他国家的领域合作中成了“冤大头”。 

 

（四）议题综合分布 

1. 涉及的主体 

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都是最关注澳门特区政府(51%，52%)，且谈及澳门特

区政府时，较多情况会涉及中央政府。可见在“一带一路”政策中，中央政府与

澳门特区政府的关系紧密。香港特区政府被谈及次数虽仅次于中央政府位列第三

(4%，8%)，但从所占比例来看，明显低于第二位的中央政府(29%，38%)，但

香港作为澳门的邻埠，且同为特别行政区，在新闻媒体与网络舆情中，香港被关

注的程度相对较高。 

注：外环为网络舆情之数据，内环为新闻媒体之数据。 

两渠道均较多谈及中央政府重视澳门作为重要节点的作用，支持澳门融入

“一带一路”的建设，冀其能够发挥“平台优势”，中央亦表示看重香港在“一

带一路”建设中的作用。 

澳门特区政府亦积极相应中央号召，在首次编制并实施的《五年发展规划》

中，把参与国家“一带一路”建设放在重要的位置，并把建设“一个中心，一个

平台”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紧密连接，全面积极开展施政。香港作为除澳门

外的另一个特别行政区，同样在施政报告中表明各项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的政

策，包括设立“一带一路”奖学金。综上所述，两个特别行政区政府均在重要的

报告、规划中明确参与及建设的决心，并采取实际行动积极响应。 

51% 29% 

4% 

16% 

52% 38% 

8% 
2% 

“一带一路”涉及的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新闻:89篇,网络:78帖) 

中央政府 

(新闻:51篇,网络:57帖)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新闻:7篇,网络:12帖) 

其他 

(新闻:28篇,网络:3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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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涉及的政治人物 

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中谈及最多的五位人物为中央主要领导人、特区政府主

要政府官员，谈及的个别人物，其职衔与经济关联性强，反映出新闻媒体与网络

舆情相对较为关注“一带一路”政策中与经济相关的部分。与此同时，从谈及最

多五位人物中可看出，“一带一路”政策是一个自上而下之政策，港澳特别行政

区特首均积极响应国家倡议，参与相关建设。 

从谈及最多的三位人物来看，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中提及最多的人物为崔世

安(171 篇)，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闻媒体中排名第二位(47 篇)。在网络舆情排名

第二位的是澳门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41 篇)。可见，澳门网络舆情中更倾向于

讨论与澳门本地相关的人物，此结论亦较符合认知。 

 

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中对澳门特首崔世安谈及最多，显示出特首崔世安对于

“一带一路”倡议的认可，其与其他省市领导干部的会面中亦积极交流两地区如

何在“一带一路”的机遇下合作发展。 

新闻媒体对总理李克强的报道可体现出其希望透过中葡关系加强“一带一

路”建设，包括在中葡论坛中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战略。网络舆情主要聚焦李

克强总理对于澳门在“一带一路”中支点作用的认可。 

对于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评价，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有所不同。新闻媒体相较

网络舆情正面，主要报道特首梁振英对于“一带一路”的认可。但在网络舆情中，

网民对于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多次提及“一带一路”的负面情绪较强烈，

质疑其在《施政报告》中强推“一带一路”政策。 

3. 区域与对“一带一路”态度的关系分析 

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均最多提及澳门地区(1,115 篇)，体现出媒体及网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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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的关注，其次为东部沿海地区(335 篇)、香港(197 篇)和葡语系国家(186

篇)及东南亚(124 篇)。谈及其他区域时，较多关注其他地区与澳门的合作。当中，

最多提及澳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此外，相较网络舆情，新闻媒体更关注澳

门与葡语系国家的联系，而网络舆情较愿意将澳门及香港相提并论，探讨两个特

别行政区在“一带一路”政策下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共同发展问题。 

 

“一带一路”政策涉及的区域中，被谈及最多的五个地区均对政策态度以完

全支持为主，只有澳门、香港和东南亚地区有少量的不支持态度。数据统计结果

亦显示，澳门对“一带一路”态度的意见最多(923 篇)。因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

来源均为澳门，当地媒体及网民或更倾向于报道、表达本地社会或自身对于“一

带一路”的意见。 

 

因澳门近年响应国家号召，加紧与内地的合作，尤其是广东省、福建省等东

部沿海地区的区域合作，媒体报道便较为关注该些沿海省市的动态，尤其在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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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澳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情况下，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更为关注合作地

区对于“一带一路”的态度，关注其是否与澳门站在同一立场。 

但部分意见者对于香港特首梁振英在施政报告中多次提及“一带一路”表示

不满，指出在一份政府报告中提及“一带一路”次数超过 40 次，有“强推”的

嫌疑，甚至香港有部分党派人士对政府为支持“一带一路”而实施的政策表示明

确反对。相比之下，澳门对“一带一路”的负面情绪轻于香港，东南亚的反对意

见声音最弱。澳门的不支持意见主要认为这项政策实现的可能性低。少数网民指

出，从东南亚一些地区如印尼、泰国对待“一带一路”中基建工程的项目可看出，

他们相当于变相反对该政策。 

有条件支持：他認為在「十三五」規劃中最大的意義是發揮統戰作用，其實

質經濟效益需要很長時間才能展現。港澳商人對「一帶一路」的政策暫且可持觀

望態度，適當時間再謀取將來的發展機會。 

我地可以修正一帶一路，當然我係覺得如果亞投行唔能夠建構成穩定的金融

項目，一帶一路就發揮唔到其作用.整件事要看中國的金融事業如何變成一個較

穩定市場或有晒整套遊戲規則才成. 

 

 

4. 区域及合作领域的关系分析 

从整体上看，两渠道对于合作领域的关注程度差别不大，契合度较高。当中，

商贸(261 篇)、金融(222 篇)、旅游合作(190 篇)三大领域被提及次数均较多，所

占比例亦相对较高。或因为近年澳门在加紧建设“中葡商贸服务平台”、“中葡

金融服务平台”、“世界休闲旅游中心”，故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上述三大领

域的合作最受到澳门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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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商贸合作方面，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关注焦点主要集中于中葡论坛第五届

部长级会议对经贸合作的推动作用。在金融合作方面，两渠道主要探讨在“一带

一路”政策下，澳门金融产业的发展状况及前景。其次，其关心如何在区域合作

下促进金融领域的发展。在旅游合作方面，两渠道主要关注澳门与其他地区在该

领域合作，当中最为关注闽澳合作。 

 

“一带一路”提及最多的五个区域中，除香港外的其他四个区域均最关注商

贸领域的合作。澳门因近年提出建设“中葡平台”的目标，故较关注商贸合作，

而与之合作紧密的葡语系国家，对商贸合作关注程度亦较高。东部沿海地区、葡

语系国家、东南亚与澳门的商贸合作也受到部分传媒关注。  

在澳门促经济多元发展的背景下，澳门金融领域的发展成为政府努力推动的

方向。澳门社会也希望通过其他领域的发展，逐步摆脱澳门“一业独大”的局面。

对于澳门在金融合作上，两渠道主要探讨在“一带一路”政策下，澳门金融产业

的发展状况及前景。 

澳门为推动“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加强

与其他区域的旅游合作。媒体及网民最关注的就是澳门与东部沿海地区的合作。

不少媒体、网民提到澳门特首崔世安、经济财政司司长梁维特分别于公开场合表

示，希望福建携手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亦希望澳门能与福建产生联动作用，

继续加强联合对外旅游推广和促销，带动旅游业合作，发展“一程多站”的精品

旅游线路和旅游产品，共同推动国际市场。除澳门及东部沿海地区最多提及旅游

合作外，其次就是葡语系国家及东南亚两个地区。有意见对该些区域的旅游产业

发展持乐观态度，其认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两岸旅游业未来合作

的前景将更为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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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合作领域的预测 

商贸、金融、旅游三大领域的合作较多受到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的关注。对

于合作领域的预测，也是主要围绕最受关注的合作领域展开讨论。两渠道对于合

作领域的预测及评价相若，最多意见认为上述三大领域的合作有助于澳门产业及

经济的多元发展。其次是认为某些领域，如旅游产业、传统中医药产业的发展可

以促进此类人才的培养。 

对“一带一路”合作领域的预测 

预测 新闻媒体 网络舆情 新闻媒体+网络舆情(总量)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50.0% 57.1% 75 

人才培养 30.2% 23.2% 39 

促进金融/贸易/投资发展 7.0% 5.4% 9 

促进旅游市场发展 4.7% 5.4% 7 

小计 91.9% 91.1% 91.5% 

总计(数量) 86 56 142  

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都较多认为可以从旅游、特色金融方面推动澳门经济的

多元发展。指出特区政府着力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特色金融平台，希望

为葡语国家及内地“一带一路”走出去重点项目提供金融服务。亦有意见建议推

动“一程多站”或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做好国际旅游经济合作及推广工作，加

强本澳旅游经济的区域合作，从而推动经济多元发展。 

人才培养方面，两渠道主要关注中葡语翻译、旅游产业及中医药产业三类人

才的培养。葡萄牙语是实现“一带一路”经济发展战略，特别是发展二十一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经济战略不可替代的主要语言之一。故此，中葡语翻译人才的培养

被谈及的次数相对较多。意见主要认为在“一带一路”倡议下，澳门作为中葡的

重要桥梁，未来在金融、法律等方面的区域合作，均需要大批优秀的中葡翻译人

才。澳门拥有特殊地理环境及文化背景，所以在培养葡语人才方面有其优势。 

传统中医药产业方面，有意见希望推动澳门不断加强人才培养，以适应并协

助中医药产业发展的需求。4 

此外，亦有经济方面的研究者认为，澳门有优势作为“一带一路”沿线葡语

国家和中葡之间经贸互动的平台，并且本澳可和“一带一路”沿线不同国家和地

区的金融业间互相合作，例如到其他地区设立分行或人才互相培养。5 

由此可见，对合作领域的预测主要聚焦于澳门社会关注的金融、旅游及中医

                                                   

4中医药局与粤澳中医药产业园签合作备忘录. 载于澳门日报. 2016 年 1 月 15 日 A03.。 

5意见认为“一带一路”下澳门作为中葡平台具优势，载于澳门电台消息，2016 年 12 月 27 日，

http://www.tdm.com.mo/c_news/radio_news.php?id=318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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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产业，而两渠道对于相关领域的预测及评价，体现出其希望这些领域的正面期

望，以及由此引导澳门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6. 澳门的设计战略对接 

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在该议题上，意见相若。均较多关注“一带一路”政策

对澳门建设“一中心一平台”的作用，且相较之下，更注重对“平台”建设的帮

助，其次才是“中心”。而两渠道虽有谈及金融服务平台、三个中心（中葡中小

企业商贸服务中心、葡语国家食品集散中心、中葡经贸合作会展中心）以及人民

币清算中心，但对它们的关注程度远不如“一中心一平台”，可见澳门近年着力

打造的“一中心一平台”受关注程度较高，澳门亦希望借此契机，使其相互配合

并推动彼此发展。 

“一带一路”澳门的设计战略 

设计战略 新闻媒体 网络舆情 新闻媒体+网络舆情(总量) 

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35.6% 42.8% 185 

“一中心一平台” 31.4% 25.6% 137 

世界休闲旅游中心 25.7% 20.5% 111 

小计 92.7% 88.8% 91.0% 

总计(数量) 261  215  476  

关于“一带一路”与“一中心一平台”的关系，在澳门特区政府的一些公开

发言及举措中初现端倪。澳门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澳门特区推进经济适度多

元发展的报告》结合了国家“十三五”规划草案、“一带一路”等发展战略，以

加快落实“一中心一平台”的发展定位。6亦有意见表示，特区政府为优化产业

结构，不断扩充“一中心一平台”的战略内涵，希望为葡语国家及内地“一带一

路”走出去重点项目提供金融服务。7由此得知，政府认为两者间可以相互促进。

根据数据结果，大部分意见亦与政府持相同观点，有评论员明确指出，澳门未来

发展很多环节与国家政策息息相关，例如“一带一路”建设就与澳门打造“一中

心一平台”、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化有着紧密关系，提供更多难得的机遇。8更有

团体为促进两者关系付诸实际行动，有澳门团体为了更清楚了解到国家“十三五”

规划及“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规划，组织青年前往内地访问，以支持澳门建

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

                                                   

6 澳门特区政府 3/1 已向中央提交多元发展报告，载于澳亚卫视，2016 年 3 月 10 日，

http://www.imastv.com/news/macau/politics/2016-3-10/news_content_77454.shtml 

7 特色金融论坛探适度多元，载于《澳门日报》，2016 年 3 月 31 日第 A10 版：经济 

8 澳借国家优势发展需人大政协建言献策，载于《市民日报》，2016 年 3 月 3 日市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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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可持续发展。9 

针对当中的“一平台”，有部分媒体及网民提及，澳门特首崔世安曾指出澳

门面对经济调整期，更需要紧抓“十三五”规划、“一带一路”机遇，发挥自身

的独特优势，发挥好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和三个中心的作用10；有

意见认为澳门作为中国与葡语国家商务合作服务平台，具实力及条件参与“一带

一路”的建设，只要鼓励企业发挥民间外交的角色，相信会事半功倍11；亦有研

究学者认为，澳门可引导内地的高科技创意型中小企，配合“一带一路”战略“走

出去”等，有助澳门发挥“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的功能。12 

从政府及社会的评价中，同样体现他们较多肯定“一中心”对于“一带一路”

的作用。国家商务部部长助理刘海泉建议在国际基础设施投资建设高峰论坛中，

增加“一带一路”建设的内容，或设立分论坛，通过建设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加

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交流与联系。13而澳门特首崔世安表明澳门根据中

央明确指示继续构建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希望有机结合“一带一路”的战略部署

14。 

  

                                                   

9 国际青商澳门总会访大连 增青企交流 觅创业理念，载于《正报》，2016 年 3 月 29 日第三版 

10 特首吁坚定信心团结一致 利用澳独特优势发展经济，载于《新华澳报》，2016 年 2 月 18 日头条 

11 周锦辉：中小企发展利经济多元，载于《澳门日报》，2016 年 3 月 5 日第 B01 版：澳闻 

12 毛艳华：拥水域促粤澳产业对接，载于《澳门日报》，2016 年 1 月 11 日第 B07 版：澳闻 

13 中国投资政策研讨会昨举行冀澳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载于《大众报》，2016 年 3 月 18 日 P04|

澳门新闻 

14 苏澳合作冀产生迭加效果，载于《澳门日报》，2016 年 3 月 30 日第 A03 版：澳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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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语 

综合上文研究发现及分析可知，澳门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对澳门地区的关注

较多，澳门在“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发展潜力及其与其他区域在各领域的合作成

为关注与讨论的焦点。被谈及最多的五个区域(澳门、东部沿海地区、香港、葡

语系国家和东南亚)均对政策态度以完全支持为主。对合作领域关注的焦点集中

于商贸、旅游和金融。对于澳门设计战略与“一带一路”战略对接方面，最注重

对“平台”建设的帮助，其次才是“中心”。有见及此，澳门新闻媒体与网络舆

情重视并看好该政策为澳门经济方面带来的机会，澳门亦希望借此契机，配合并

推动政策的发展。 

新闻媒体作为信息发布的主导者，因其在信源、专业化及权力方面的优势(林

荧章，2016)，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网络舆情的发展趋势。从人物的议题中可以

看出，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中更倾向于讨论与澳门相关的议题。新闻媒体和网络

媒体可优势互补，使其发挥对舆情的正确引导和客观反映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

新闻媒体应加强提升新闻的质量，确保新闻信息的客观、真实性。 

通过对新闻媒体及网络舆情的挖掘与分析，可以看出媒体及网民对此的关注

和讨论，亦为国家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澳门之间的战略合作提供了参考。同时

也为媒体日后报道相关议题提供方向及参考，并且为澳门市民了解“一带一路”

战略的各种报道和评论提供了观察社会气候的机会。然而本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初

試新的舆情研究路径——大数据技术辅助网络挖掘与内容分析，通过系统的、

量化的及客观的研究分析，我们得出以上的发现和结论，未来或可进一步探索首

先从总体数据中进行抽样、对样本进行编码，进而利用编码结果对总体中其余的

数据进行机器学习得出结果。这样，一来可以减省人工编码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二来可以提高纯粹以机器对总体数据自动判断的准确度；此外，在类目的建构、

概念测量及结果解释方面还可以进一步深化。我们相信，上述提出的网络舆情研

究新路径可同样适用于其他学科领域或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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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副总理汪洋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中国国民党主席洪秀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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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委员会主席丁连星 

澳门中联办台湾事务部徐莽部长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 

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 

葡萄牙总理安東尼奧 · 科斯塔 

澳门行政法务司司长陈海帆 

海关总署署长于广洲 

澳區人大代表/立法会议员崔世平 

澳区立法会议员梁安琪 

深圳市市长许勤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崔世昌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其他[开放项] 

 

4.政府/机构/组织 

中央政府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台湾政府 

澳门中联办 

澳门电讯  

其他[开放项] 

 

5.覆盖区域 

澳门 

香港 

台湾 

葡语系国家 

泛珠“9+2”省区 

东部沿海地区 

中部内陆地区 

西部边远地区 

中国福建省 

中国浙江省 

东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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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 

南亚 

西亚 

中亚 

北亚 

西欧 

中欧 

东欧 

北欧 

南欧 

欧洲 

非洲 

拉丁美洲 

北美洲 

南美洲 

澳洲 

其他[开放项] 

 

6.“一带一路”设计战略 

“一中心一平台” 

世界休闲旅游中心 

中葡商贸合作服务平台 

金融服务平台 

三个中心 

人民币清算中心 

其他[开放项] 

 

7.合作领域 

文化合作 

传统医药领域合作 

金融合作 

能源基础建设 

旅游合作 

环保合作 

教育合作 

商贸合作 

航空航天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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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展业发展 

产能合作 

医疗卫生 

体育 

能源合作 

投资合作 

农业合作 

制造业 

交通基础设施(港口/铁路) 

法律合作 

文创产业合作 

海洋经济 

创新科技 

创业合作 

通信合作 

综合基建 

制造业 

产业合作 

安全合作 

电子商务 

航运合作 

水力/电力合作 

人力资源/人才培养合作 

青少年交流合作 

海关合作 

其他[开放项] 

 

7.1.对合作领域的态度[必填] 

完全支持 

有条件支持 

中立/客观 

有条件不支持 

完全不支持 

无法判断 

無提及 

 

7.2.对合作领域所预计产生效果或潜在问题 

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28 

重塑多边秩序 

转移过剩产能 

增进政治与文化影响力 

人才培养 

海外国家投资风险 

涉及领域过于宽泛 

效果成疑 

促进旅游市场发展 

推动航空产业发展 

促进金融/贸易/投资发展 

促进互联互通 

推动企业“走出去” 

弱化政治影响力 

为居民/企业提供发展机会 

有助沿线国家加强联系 

推动传统医药技术及产业的国际化发展 

加快泛太平洋地区一体化进程 

有助清除极端恐怖主义 

推动本澳文化产业成长 

其他[开放项] 

 

8.建议 

建立绿色产权交易体系 

其他[开放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