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18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申论》模拟题二

参考答案

版权所有

复制必究



2

(一)根据“给定资料”,回答下列问题。(15 分)

1、归纳“给定资料 1-3”所反映的共同话题,并概括其具体表现。

2、给“社会治理”下一个定义。

要求:观点明确,语言精练,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 300 字。

【题目解析】

1、两个问题,共15分,不超过30字,在同一区间内作答,问题之间没有具体标号,考生答

题时,务必注意书写答案前预估好两个问题各自的字数,避免顾此失彼;

2、第一问,主要考查阅读理解能力,归纳共同话题需要从“给定资料 1-3”中提炼,概括

其具体表现,可以三个给定资料中分别表述。

3、第二问,下定义,要注意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注意“社会治理”的主体、方式、目的、

地位、出发点,具体内容在“给定资料 6”和“给定资料 9”中查找。

【参考答案】

1、答:(1)共同话题:党风廉政建设;

(2)具体表现:

①促进市属公园的整改与转型,即关停会所,规范高档餐饮场所;出台公园房屋设施管理

办法和出租审批流程;举办党史展览,免费向公众开放。

②创新基层廉政建设模式,即打造村务第三方监督平台,“清风会”;开办“老人之家”,

弘扬孝廉文化文化;

③诵读经典家训,培育文明家风。

2、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人民群众需求为中心,

坚持党委引领、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等手段,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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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1、答:(1)共同话题:党风廉政建设;(2 分)

(2)具体表现:

①促进市属公园的整改与转型(1 分),具体表现,写出两条即可,计 2分;

②创新基层廉政建设模式(1 分),“清风会”(1 分), “老人之家”(1 分),孝廉文化(1

分);

③培育文明家风,诵读经典家训。(1 分)

2、社会治理,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位,1 分),

以人民群众需求为中心(出发点,1 分),

坚持党委引领、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社会参与(主体,1 分),

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法制、社会等手段(手段,1 分),

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目的,1 分)。

(二)根据“给定资料 4”,谈一谈对“撇得开,捺得住”的见解。(10 分)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 250 字。

【题目解析】

这是一道词句分析题,答案在来源于“给定资料 4 中”。“见解”,需要表述个人的态度,此类题基

本思路是:先表态,再分别解释“撇得开”和“捺得住”,最后提出对策。

【参考答案】

答:1、“撇得开,捺得住”,是正确的,既是普通人做人的境界,也是广大党员干部应当具备的思想觉

悟。

2、“撇得开”,即学会放手,撇开贪婪欲望,摒弃名利虚荣,不计个人得失; “捺得住”,即懂得坚守,

守住原则信念,坚持优良传统,

洁身自好、克己奉公;

4、我们要不断学习,强化党性,坚定内心,保持清醒。

【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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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1、表态,“正确的”(1 分),普通人做人境界、广大党员干部思想觉悟(合计 1分)。

2、学会放手,撇开欲望,摒弃名利,不计得失;(写出其中三条即可,共 3 分) “捺得住”,即懂得

坚守,守住原则信念,坚持优良传统,

洁身自好、克己奉公;(写出其中三条即可,共 3 分)

4、我们要不断学习,强化党性,坚定内心,保持清醒。(对策,2 分)

(三)“给定资料 5-6”介绍了 S 市当前基层组织的诸多情况。假如你是 T 市政府的一

名工作人员,随团考察了 S市的基层工作情况,领导在回到 T 市的学习心得交流会上要以考

察团名义进行发言,请你为他草拟发言稿要点。(20 分)

要求:(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目的明确,切合主题;

(3)语言生动,有感染力;

(4)不超过 500 字。

【题目解析】

先明确身份定位,“T 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再明确主要工作任务:草拟发言稿要点,

领导在回到 T 市的学习心得交流会上要以考察团名义进行发言,请你为他草拟发言稿要点。

要有问题,有思考,有措施。

【参考答案】

关于 S市当前基层组织诸多情况的发言要点

1、存在问题:

(1)“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等问题,在工作中不同程度、不同形式存在;

(2)群团机关组织的体制机制,设置呈“倒金字塔”结构,机关大而基层弱,不够接地气;

(3)群团改革,牵涉一些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的关联变化,出现阵痛;

(4)共青团的运行方式同青少年工作的网络化、社会化、专业化趋势不相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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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形成原因:

(1)共青团的管理模式习惯于自上而下、行政化、科层化的运行方式;

(2)团的工作中发挥青年主体作用和基层主动作用还不够;

3、整改措施:

(1)要以以人民群众需求为中心;

(2)党委引领、政府搭台、市场运作、社会参与;

通过一些列活动,使党的温暖如火种般点亮人们心灵;

(3)建设现代社会组织体制需要从新公益、新体制、新社会三个层面入手;

(4)推广“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形式,以及深化党员意识的坚实载体;

【评分标准】

发言要点的一般架构大体包含: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

凡不按照发言要点的基本架构作答的,一律在 6 分以下。

每点 2分,整体语言规范、生动、感情,具有示范性,5 分,共 20 分;

每点根据概括是否准确以及表述是否清晰等情况,酌情给 1-3 分;

言之有理的答案酌情 1-2 分;

错别字 3 个字扣 1 分;

超出 50 字以上扣 1 分;

(四)某报纸根据“给定资料 7”和“给定资料 8”的内容做了一版关于“宜居城市”的

专栏,请你以“城市更宜居,家园更美好”为题,为这个专栏写一篇报道,发布在官方微信公

众号里。(20 分)

要求:(1)观点明确,简明深刻;

(2)紧扣材料,重点突出;

(3)语言流畅,有逻辑性;

(4)不超过 5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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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解析】

以“城市更宜居,家园更美好”为题,这是一篇命题作文。报道,是通过报纸、杂志、广

播、电视或其他形式把新闻告诉群众或指用书面或广播、电视形式发表的新闻稿。发布在官

方微信上,所以语言不能太嘻哈。而在本题中关于“宜居城市”专栏报道的内容,都是根据“给

定资料 7”和“给定资料 8”中获知。

【参考答案】

城市更宜居,家园更美好

“五月的岛上,到处花香,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1937 年,

老舍先生曾在《五月的青岛》一文中,这样介绍青岛的迷人景色和宜居观感。 如今,青岛美

景依旧,不过,公共服务设施更健全、交通更便捷、城市更舒适宜居。宜居城市,是城市发展

到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蕴含着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永续共处,特征是环境优美,社会安

全,文明进步,生活舒适,经济和谐,美誉度高。城市更宜居,才能家园更美好。

然而,随着国家经济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在不少地方,绿地大量消失、尾气排

放骤增、噪音污染严重、热岛效应显著、资源愈发紧张、食品安全问题依然险峻,“城市,

让生活美好”,变成了说谈。

众人拾柴火焰高。我们每个人既是生态文明的享有者,更是环境污染的制造者,建设宜居

城市需要政府的责任,进行顶层设计,需要社会的“同呼吸、共奋斗”,更需要每一个人自我

做起、小事做起,人人在治气、净水、增绿、护蓝上下功夫,保住青山绿水,留住乡愁。这是

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考量,不仅保护好自然环境,也保护好

了社会环境。

【评分标准】

答案要点:1、宜居城市的概念,衣要暖、食要安、有屋住、行得畅、精神好等。

2、当前存在的问题,即房价高、城市病、逢雨必涝、食品安全形势严峻等。

3、分析产生原因或积极意义,提升城市环境质量、居民生活质量和城市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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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积极整改的措施,即科学顶层设计、完善基础设施、强化公共安全等。每点 5分,共

20 分,整体语言规范、生动、感情,具有示范性,5 分,共 20 分;每点根据概括是否准确以及表

述是否清晰等情况,酌情给 1-3 分;言之有理的答案酌情 1-2 分;错别字 3 个字扣 1 分;超出

50 字以上扣 1 分。

(五)以“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为话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35 分)

要求:(1)自选角度,见解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题目解析】

一、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首先要标明,什么叫社会治理及当前社会治理格

局怎么样。其次,要论证分析当前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原因或重要意义。最

后,要常识回答如何构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二、要有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切记空谈对策与简单的原因分析。

三、要结合实际,联系现实不局限于材料。

四、整体关照,语言规范,逻辑清晰,书写表达流畅。

五、角度与立意不限,言之有理即可。

【参考答案】

创新社会治理推进社会和谐

创新社会治理,就是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服务等方面创新机制体制、改进方式

方法、提高治理效能,更好地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尤其当前我国正处于经

济转型、社会转轨、文化转进的关键时期,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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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引领下,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对于实现社会安定有序、推进社会和谐具有重

大的现实意义。

因为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城乡一体化进程加速,人口管理、社会治

安、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问题日益突显,在互联网技术日新月异、公民意识不断觉

醒的今天,政府原有的较单一管理模式已不再适应新形势。社会呼吁共建,发展理应共享,构

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不仅是人民群众的内心呼声,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

创新体制,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前提。习总书记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关键在体制创

新”,体制创新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根本所在。这里的体制,主要是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专

业化,因为如果没有治理主体的不多元,信息传播渠道不顺畅,办事标准流程不清晰,就不能

适应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需要,为此,政府要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大力推行属地化管理,推进基层治理法制化,发挥基层党

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建立中心下移、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依法治理,是创新社会治理的保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依法治国,

必须坚持依法治理社会。随着国家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我们需要进一步健全完善社会治理

方面的法律法规,厘定政府权责、抓好党风廉政、化解民事纠纷、缓和阶层冲突,使社会治理

有法可依、有据可循,大力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积极普法、全民守法,使社会在法治的

轨道上有效运行。尤其政府及公务人员要树立法治意识,用法治的思维、法治方法解决社会

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加大投入,是创新社会治理的基础。硬件实力的的提升,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所在。解决人

口大量涌入、社会管理滞后、公共服务不足等问题的关键,在于加大人力、物力、财力的精

准投入,加强道路、桥梁、住房等基础设施建设,促进社会管理的网络化、信息化,提升教育、

文化、医疗等方面的公共资源和公共服务,为人民提供有力的生活保障。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创新社会治理,事关人民安居、事关社会安定、事关国家繁

荣,我们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坚定“公正、包容、责任、诚信”的价值

取向,多措并举、多管齐下,努力推进社会和谐稳定,实现生活安康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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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标准】

1、分档分等赋分。

一类文:(28-35),结合主题要点指出并论证;中心明确;恰当联系实际,说理充分;结构完

整,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二类文:(21-27),紧扣主题,观点比较鲜明,说理比较充分,结构比较完整,语言通顺。

三类文:(11-20),与主题相关,但观点不够明确,结构不合理或不完整(叙述过多,论证不

足,论证逻辑不清),结构基本合理,语言不够通顺。

四类文:(0-10),文章与材料有关,但偏离主题;体裁错误;大段抄材料;立场错误;观点不

明;思路混乱;结构严重不完整;语言表达差。

无标题,扣 2 分;不足 800 字,或超过 1000 字,扣 2 分。

2、为了阅卷方便,制作简表如下:

紧扣主题

要点

深 入

分析

论证 结构 表达

一类

33-40

上 有 有 有（充分、结合实际） 立体感强，层次分明 流畅

下 有 有 有（充分） 完整 较流畅

二类

24-32

上 有 有 有（充分） 完整 通顺

下 有 有 有（较弱） 完整 较通顺

三类

15-23

上 有 无 无 较完整 模板化

下 有 无 无 有一定结构 模板化

四类

0-14

上 无 无 无 不完整 混乱

下 无 无 无 不完整 混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