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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4 月江西省考试录用公务员

《申论》试卷（一）

重要 提示 ：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试实施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请 2 名考生代

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仅限华图教育内部教学使用！

二○一八年

准
考

证
号

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条

形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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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

料参考时限为 4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并用 2B 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

作答的，成绩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本人

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

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停！请不要往下翻！听候监考老师的指示。

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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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近年来，我国新能源及非常规能源快速发展，但煤炭仍然是现阶段的主体能源。根据

预测，到 2030 年煤炭在一次能源中的比重还将占 50%。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看，在我国

已探明的能源资源储量中，油气资源储量仅占 3%左右；2016 年，我国原油、天然气对外依

存度分别达到 65.4%和 34%；全国能源消费总量 43.6 亿吨标准煤，其中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

为 13.3%；清洁能源供应总量依然较低、短期内大幅增长的难度大等问题突出。

“在新能源、可再生能源资源总量不足、对外依存度高等问题突出，以清洁能源保障稳

定供应压力大的情况下，加快推动煤炭清洁利用，已经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煤炭工业协会

会长王显政说。

近年来，我国在需求侧的清洁高效利用步伐不断加快。作为煤炭消费的“主力军”，火

电行业加快推进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的推广应用。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改造后，烟尘、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主要大气排放指标均低于天然气电厂的排放标准。

从神华三河热电厂和国电廊坊热电厂的实施效果看，其烟囱粉尘排放浓度最佳值已经达

到每标准立方米 0.23 毫克，二氧化硫排放稳定在每标准立方米 20 毫克以内，氮氧化物稳定

在每标准立方米 30 毫克左右，比燃气发电排放标准还要低得多，所增加的成本每千瓦时电

不过 1分至 2 分钱。如果允许其成本增加到 0.1 元左右，燃煤发电已经完全能够做到超洁净

排放。

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完成燃煤电厂超低排放技术改造 5.8 亿千

瓦，超额完成了电厂超低排放改造计划的目标；到 2020 年，全国将全部完成燃煤电厂超低

排放改造，实现清洁发电。

从清洁取暖的角度看，高效煤粉型工业锅炉技术的成功推广也取得了明显成效。经国家

相关机构检测，高效煤粉锅炉的热效率以及各项排放指标都与天然气锅炉相当，特别是在高

效煤粉燃烧充分的情况下，甚至比天然气锅炉更环保。更重要的是，高效煤粉锅炉单位热值

的燃料采购成本仅为天然气锅炉的三分之一左右。

专家表示，推广高效环保煤粉锅炉技术，对于降低燃煤工业锅炉污染物排放、降低企业

居民的能源成本、改善大气环境质量、发展环保产业等都具有重要作用。

此外，冶金行业已经完成了 4.3 立方米以下焦化炉的淘汰工作，并通过煤焦化一体化发

展，焦炉气深加工利用，煤炭焦化清洁发展水平大幅提升。建材行业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已经

在全国推广，煤炭清洁利用水平高，污染物排放达到国家标准。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

命，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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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每年雨季，“城市看海”的新闻便时不时地出现在网上，甚至北京、上海、广州等大

城市也不能免受内涝之苦。而在这个话题成为人们茶余饭后谈资的同时，内涝问题也正在成

为对城市管理水平的一项重大考验。

随着城镇化的迅猛推进，城市内涝防治成了汛期防灾减灾的“新课题”。相关统计数据

显示，2010 年以来，我国平均每年有 185 座城市受到城市内涝的威胁。

实际上，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的城市内涝问题就已经凸显，但当时内涝造成的

损失相比江河洪水的损失要小，因而尚未引起足够的关注。

然而，自 2010 年以来，5 年中有 4 年洪涝灾害造成的损失超过了发生流域型大洪水的

1998 年(2551 亿元)，面对损失与受淹城市数成正比的趋势，人们开始对城市内涝问题给予

更多关注。

城市内涝的“病根”主要源于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受气候变化影响，每年的极端性

强降雨频次呈现上升趋势。加之往年受厄尔尼诺等各类极端天气现象影响，越来越大的降水

量也带给城市越来越大的挑战。

另一方面，伴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城市内涝易发点也在与日俱增。随着国内城市

建设速度加快，原本覆盖着植被的土地被柏油路、水泥路取代，用来蓄水的低洼地变成了住

宅，下凹式立交桥越建越多，城市地下空间开发越来越充分(如地下车库、地铁等)，种种做

法导致雨水的积存和渗透能力降低，仅依靠市政管网来疏导雨水已是杯水车薪。

如今，在谈及治理城市内涝的办法时，很多人会想到建设“海绵城市”。所谓海绵城市，

即通过“渗、滞、蓄、用、排”等技术，使指城市能像海绵一样，在适应环境变化和应对自

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弹性”，下雨时吸水、蓄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

并加以利用。

我国自 2015 年启动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试点以来，截至 2017 年 4 月，地下综

合管廊试点项目已开工建设 738 公里，完成投资约 400 亿元;海绵城市建设试点项目已建设

面积 420 平方公里，完成投资约 544 亿元。全国已有 370 个城市提出海绵城市建设专项规划。

2015 年和 2016 年，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综合考虑我国东、中、西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及南北方的气候不同，分两批确定了 30 个海绵城市建设的试点城市，

涵盖大、中、小不同规模的城市。

海绵城市在治理城市内涝方面也确实发挥着重要作用。2016 年汛期，我国一些流域和

地区遭受严重洪涝灾害，部分城市的建设成果在应对汛期强降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了应

对频繁发生的城市内涝，各地相关部门正在逐步改进排水系统，力求将内涝消灭在襁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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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江西是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千百年来，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赣鄱儿女，坚守天人

合一、道法自然的古朴与执著，与山川和谐相处，与万物共荣共生。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

历届省委以生态立省，以绿色发展强省，不断厚植江西绿色优势、推动江西绿色崛起。

2015 年 3 月，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江西代表团审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引述

了众多描写江西大好山河的千古名句，作出了“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

福”的著名论断，要求江西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水平提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路

子。

2016 年 2 月，在视察江西时，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夸赞江西青山绿水，指出，江西是

个好地方，生态秀美，庐山天下悠、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他强调，绿色生态是江西最

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一定要保护好，做好治山理水、显山露水的文章，打造美丽

中国“江西样板”。

做生态文明建设的探寻者、美丽中国建设的先行者，2016 年 8 月，江西获批成为国家

生态文明试验区，承担起了先行先试、探索新路的历史重任。2017 年 6 月，中央深改组第

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江西）实施方案》，赋予江西构建山水林田

湖系统保护与综合治理制度体系、严格的环境保护与监管体系、促进绿色产业发展的制度体

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绿色共治共享制度体系、全过程的生态文明绩效考核和

责任追究制度体系等 6 大体系建设任务，着力构建具有江西特色、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

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做实做细实施方案，聚焦重点难点问题，在体制机制创

新上下功夫，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探索路径、积累经验。

4.绿色生态,这是森林覆盖率达 60%以上的江西所拥有的最大财富、最大优势和最大品

牌。2016 年,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江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以环境工程为抓手,实

施了“净水”“净空”“净土”等一大批工程,提升生态环境质量。

最近,江西五大河流之一的抚河正迎来一场环境整治行动。

这场行动的背后是江西投资 370 亿元启动了抚河流域生态保护及综合治理工程。这一工

程,不是简单地修建防洪抗旱水利设施,而是运用水生态理念推动整个抚河流域的综合治理,

把水利工程与水上旅游、乡村旅游等业态有机融合起来。

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以来,江西启动实施了流域综合治理、山水林田湖生命共同

体建设、重点平台建设、生态文明示范创建、绿色发展推进、绿色惠民与生态文化建设六大

工程。这些生态保护工程从根本上是要增强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获得感。

走进江西吉安市青原区富滩镇龙口村,家家户户门口摆放着一蓝一绿两个垃圾桶,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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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外,道路两旁,难寻垃圾的踪影。

“脏乱差”曾是江西很多地方城乡环境的写照。针对这一问题,江西大力开展城乡环境

综合整治,全面推广“户分类、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的垃圾处理模式,基本建成农村生

活垃圾收集、转运、处理体系。

“以前,垃圾随意倒,风大时,垃圾到处乱飞。现在村村配了保洁员,户户发了垃圾桶,装

满了以后,就打电话,通知转运车运到乡里的垃圾中转站,再送到区里处理。”龙口村村支书

宋发海说。

“真没想到农村还能变得这么干净!”龙口村村民罗元涛在垃圾桶旁一边倒垃圾,一边笑

着说道,“以前只有在城里才能见到的垃圾桶、垃圾箱、保洁员,如今在我们村里也有了!”

通过一系列绿色生态保护工程的实施,江西的生态优势进一步巩固。来自江西省生态文

明办的数据显示,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3.1%,居全国前列,湿地保有量保持 91 万公顷；设区市

城区空气质量优良率 86.2%,主要河流监测断面水质达标率 88.6%,均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除好生态好环境外,绿色生态保护工程还给群众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经济收益。驱车来到

江西泰和县灌溪镇千烟洲红壤丘陵综合开发试验站,满目青绿扑面而来。千烟洲属南方典型

的红壤丘陵,过去是“晴天一块铜,下雨一包脓”。通过红壤丘陵生态系统恢复工程,如今,

这里已实现了“丘上林草丘间塘,河谷滩地果鱼粮”的华丽转身。

因为水土流失、土地贫瘠,灌溪镇村民杨忆宣早年离开家乡外出打工。而环境改善后,

他返乡创业,种植柑橘。今年,他又承包了 10 多亩土地,试种白木通。他说,这种作物既可以

食用又可以入药,市场前景广阔。

5.每周,彭传焱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巡查镇内几条主要河道。今年 42 岁的他是江西遂川

县禾源镇党委书记,也是当地几条主要河道的河长。说起这个新头衔,彭传焱坦承压力很大。

他经常到河边巡查,遇上当时不能处理的问题,掏出手机拍照上传到镇河长办的微信群,及时

督促解决。

在他的带领下,镇里几条河流有了大变样。“以前,河边杂草丛生,河面垃圾成堆,老百姓

都绕着河走；现在河水清澈见底,圩镇上的乡亲们傍晚纷纷到河边散步。”彭传焱自豪地说。

推进河长制,这是江西以制度力量守护“绿水青山”的一个缩影。

制度建设,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也是设立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的出发点。在试验区

建设中,江西牢牢抓住制度建设这个“牛鼻子”,努力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成果,

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上打造“江西样板”。

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近一年,“先行快跑”的江西,探索出不少制度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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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江西省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划定保护范围 5.52 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

33.1%,成为全国第三个正式发布生态保护红线的省份；

在全国率先开展覆盖全境的流域生态补偿,首期筹集生态补偿资金 20.91 亿元,成为全

国流域生态补偿覆盖范围最广、资金筹集量最大的省份；

建立五级河长制,省委书记、省长分别担任正副总河长,7 位副省级领导分别担任“五河

一湖一江”河长,在全国覆盖面最广、规格最高、体系最完备；

成立碳排放权交易中心,并于近期完成了首单林业碳汇减排量项目交易,走出一条通过

“卖空气”实现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科学的考核机制至关重要。江西省生态文明办副主任刘兵说,在生态

文明各项制度中,目标评价考核制度是“牛鼻子”“指挥棒”,是衡量生态文明建设成效的重

要标准。

6 月底,一套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让江西各地干部深受触动。根据这套新的

考核办法,从今年开始,江西将在资源环境生态领域有关专项考核的基础上,综合开展生态文

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年度评价按照江西省绿色发展指标体系实施,主要包含地方资源利用、

环境治理、环境质量、生态保护、增长质量、绿色生活、公众满意程度等七方面的变化趋势

和动态进展,生成绿色发展指数。新的考核机制下,领导干部离任,不仅要审“经济账”,还要

审“生态账”。

在成为试验区之前,江西已有部分地区开始相关探索。2015 年 9 月,一份审计报告在江

西省新余市的领导干部中引起很大轰动。这份报告显示,新余市渝水区原区长彭某任职期间,

林地蓄积总量有下降趋势,落实开发的耕地“占优补优”不达标准,水利资源、环境质量等方

面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新余市在江西省率先探索试点领导干部自

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除领导干部外,群众破坏生态也将受到制度惩罚。

今年 3 月,在永新县检察院的督促下,不慎酿成森林火灾的犯罪嫌疑人刘某与当地一林

场达成生态赔偿协议,刘某赔偿林场经济损失 6 万元,同时在林场恢复造林后,刘某需以投劳

方式为林场做好恢复工作。

被列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后,作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永新县积极践行恢复性司法,

对进入检察环节的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案件,依法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单位与受损方

达成生态修复协议,以给付货币、承担劳务、亲友代替修复等方式恢复生态原貌。

6.绿水青山守住了,金山银山也会悄然来临。推进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不仅让江西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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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也在经济社会各领域收获着越来越多的生态红利。

仲夏六月,江西安福县泰山乡官山村东南深山之中,一个有机水稻种植基地格外醒目。

“80 后”的朱海华是这个基地的主人。过去,这种幽僻山谷中的冷水田没人要,但现在

却成了创业的优质资源。“人们越来越重视绿色环保,这里空气、土壤、水源质量都极佳,

我们不施一粒化肥,不打一滴农药。种出来的水稻产量只有 300 来斤,但品质完全达到了有机

标准,每斤大米售价近 50 元。”

通过电商、微商平台进行销售,如今,朱海华的订单如潮,年销售额达上百万元。下一步,

他力争种植面积达到 1000 亩。

“青山就是资本,绿色就是财富。”江西越来越深刻地领会了这句话的含义。通过生态

文明试验区建设,红土地上又孕育出新的优势,培育出新的动能。

去年,江西宜春市在江西 11 个设区市中率先扛着“生态招商”的大旗走进深圳。

让人意外的是,这次被称为江西生态招商的破冰之旅,让宜春市收获了 20 个生态项目大

单,总投资金额达 168 亿元,涵盖锂电新能源、现代农业、旅游服务业、生物医药、光电能源、

电子制造等产业领域。

“我们先后考察了 5 个国家级经开区,最终将项目落户于宜春铜鼓,就是看好这里的自

然生态环境。”英联农业(中国)集团财务总监吉鸣飞说。

立足生态优势,欠发达的江西摆脱传统的发展路径,正大力发展绿色有机农业、绿色低碳

工业和生态旅游产业。2016 年,江西省“三品一标”农产品保有量达 3657 个,绿色农产品品

牌越唱越响；高新技术产业全年实现增加值 2346.52 亿元,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首次

突破 30%；旅游总收入 4993.29 亿元,同比增长 37.27%。

江西资溪县地处武夷山脉西麓,坚持“生态立县”,婉拒工业污染项目近百个,投资额超

过 300 亿元。同时,当地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2016 年,资溪共接待游客 374 万人次,今年 1

至 4 月,资溪县共接待游客 1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7.4%,成为全国瞩目的旅游新星。

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净水”“净空”“净土”等一大批生态工程；探索全流域生

态补偿、建立高规格河湖长制、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等一整套绿色制度；发展一

系列绿色生态产业……江西的“绿色答卷”,标注着近一年来的不俗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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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作答要求

1.根据给定资料 1，概括当前我国大力推进煤炭清洁利用的背景和成效。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不超过 300 字。（20 分）

2.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对我国频繁发生的“城市看海”现象的理解。

要求：准确、全面、解读充分，不超过 200 字。（15 分）

3.江西被誉为中国“最绿省份”之一，也列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为了展现江西

生态文明建设的丰富经验，请根据给定资料 4-6，写一份江西生态文明试验区的经验总结。

要求：准确简明，条理清楚，措施合理，不超过 500 字。（25 分）

4.给定资料 3 中提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绿水，蓝天也是幸福”

的著名论断，结合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立意明确，结构完整，语言流畅，1000 字左右。（4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