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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阅读“给定资料 2”，在横线处填入这则资料的标题和三个部分的小标题。（10 分）

要求：（1）准确、精炼；（2）标题和三个小标题须分条写，小标题要标注序号；（3）每个标题不超

过 25 字。

1.评分标准

2.标准答案

要点如下：
标题：关键词“一带一路”、”新型全球化“。

小标题一：关键词”互联互通“、”包容联动“、”“发展”。

小标题二：关键词“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

小标题三：关键词“交流借鉴”或“交流互鉴”、“文明进步”

赋分说明：

每个关键词点 1 分；

言之有理的答案酌情给分，若每个关键词不准确，但整个标题表述意思比较准确的，酌情给分；

每个标题超出 25 字以上扣 1 分。

标题：“一带一路”开创包容联动共享的新型全球化

小标题一：以互联互通为基础 推动包容联动发展

小标题二：共商共建共享 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思路

小标题三：交流互鉴 助推文明共同进步



第 2 页 共 26 页

第二题：“给定资料 3”提到“共享经济下的机遇和挑战”，对此，请谈谈你的理解。（20 分）

要求：（1）简明扼要，条理清晰；（2）语言流畅；（3）不超过 300 字。

1.评分标准

要点如下：

机遇：

1.刷新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1 分）；丰富企业的营销体系（1 分）；

2.满足公众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1 分）拓宽就业渠道，（1 分）实现优势共享，拉动

经济发展；（1 分）是当前经济发展走出低谷的助推器（1 分）；

4.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过度投资、（1 分）产能过剩（1 分）低水平重复建设

（1 分）不公平招商引资政策等（1 分）

挑战：

1.对传统业态构成挑战（1 分）

2.政府管理模式滞后（1 分）（跟不上新业态的发展，意思相近均可得分）

3.资本的热捧，导致产能增加（1 分）经营模式不成熟（0.5 分）无序竞争（0.5 分）带来

资源的浪费；（1 分）

4.公众缺乏共享意识(1 分)（不懂得珍惜等意思相近均可得分）

因此，面对新业态，政府应加强引导监督（1 分）企业应完善平台（1 分，担负社会责任酌情得

0.5 分）行业做好自律（1 分）公众应自觉珍惜（1 分，提升共享意识等意思相近均可得 1 分）

2.标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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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

1.刷新人们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丰富企业的营销体系；2.满足公众需求，提高资源利用率，

拓宽就业渠道，实现优势共享，拉动经济发展；3.是当前经济发展走出低谷的助推器；4.从理论上讲，

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过度投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建设、不公平招商引资政策等一系列问题。

挑战：

1.分享经济发展对传统业态构成了巨大挑战； 2.政府管理模式跟不上分享经济新业态快速发展

步伐; 3．资本的热捧，导致产能增加，经营模式不成熟，无序竞争，带来资源的浪费；4.公众缺乏共享

意识，造成大量物品的破损。

因此，面对新业态，政府应加强引导和监督，企业应完善平台，担负社会责任，行业做好自律，

公众应自觉珍惜，提升共享意识。（293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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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题： 根据“给定资料 6”，谈谈我国共享经济发展可以从中获得哪些启示？（10 分） 要求：

（1）全面准确；（2）条理清晰；（3）针对可行；（4）不超过 150 字。

1.评分标准

2.标准答案

启示:

1.组织社区业主协会等组织（1 分）；加强行业自律（1 分）；完善处罚机制（1 分）；完善退出机

制（1 分）；

2.充分利用共享平台实施监管（1 分）；成立独立的平台评价监管机构（1 分）；确保信息透明公开。

3.加强政府对行业及自律组织的监管（1 分）；

4.完善相关法律规范（1 分）；设立新的劳动法为个人提供基本保障（1 分）；

5.创新税收管理（1 分）。

启示：

1.组织社区业主协会等组织，加强行业自律，完善处罚机制和退出机制。

2.充分利用共享平台实施监管，成立独立的平台评价监管机构，确保信息透明公开。

3.加强政府对行业及自律组织的监管。

4.完善相关法律规范，设立新的劳动法为个人提供基本保障 5.创新税收管理，确保不公布隐私信息下

完成税收和税务审查工作。（14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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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题：共享单车的出现便利了市民生活，但也带来了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为使市民能够更加文明、安 全地

使用共享单车，L 市政府拟发布一封致广大市民的公开信，请根据“给定资料 2”，以市政府的名义草拟这

封公开信。(20 分)

要求：(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2)用语得体；（3）符合格式要求；(4)不超过 500 字。

1.评分标准

2.满分答案

一类卷 16-20 分（基准分 18 分）：文章格式完整，标题、称呼、正文、结尾、落款齐全；正文

要素齐全，有背景陈述、现状陈述、具体对市民使用共享单车要求的内容陈述、明确违规使用的后果、结 尾有

呼吁号召； 语言通顺，通俗易懂，具有号召力；文章层次清晰，结构完整。

二类卷 11-15 分（基准分 13 分）：文章具备一定的格式，标题、称呼、正 文、结尾、落款有三

到四项；正文在背景陈述、现状陈述、对市民使用共享单车要求、违规使用的后果、呼吁号召五要素上至 少具备

四要素；行文语言通顺；有一定的论述层次，结构较为合理； 字数 500 字左右。

三类卷 6-10 分 （基准分 8 分 ）：文章具备一定的格式，标题、称呼、正文、 结尾、落款有一到

二项；正文在背景陈述、现状陈述、对市民使用共享单车要求上有一定的交代，行文语言、层次、结构等 问题

较多。

四类卷 0-5 分（基准分 3 分）：文不对题，完全不符合答题要求，基础极差。

致广大市民的一封信

尊敬的市民们：

最近很多共享单车企业在我市投放了共享单车，解决了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有利于缓解交通拥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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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说明：

1.“联系社会实际”是指文章写作过程中，在陈述、说明、议论某一观点或事实的过程中，可以借鉴

保护环境，但是在其使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诸如恶意破坏单车、违规停放、违规骑行等不文明的现象。

为使共享单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提高道德意识和规则意识，文明使用共享单车。

第一、请勿把共享单车停放在禁停区域，如封闭小区、马路中央、人行横道、车站入口处等，以免影 响他

人使用或堵塞交通。

第二、共享单车并非私人财物，望广大市民能够爱护单车；同时也不要以加私锁、涂改号码牌等方式私

占单车，以免触犯相关法规。

第三、希望广大市民骑行时遵守交通法规，以免给自身和他人带来安全隐患。

第四、近期发现有不法分子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贴在共享单车上进行诈骗，望广大市民在扫码使用共 享单

车时提高警惕。

今后我们将会同共享单车企业加强监管，违规使用行为可能会被扣罚押金或被限制使用单车，望市民

朋友们能够文明使用共享单车。

L 市政府

XX 年 XX 月 XX 日

第五题：“给定资料 7”中划线句子写道：“共享经济的美好，正在于它让我们学着在心中给别人留

出位置。”请你从对这句话引发的思考说开去，联系社会实际，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见解明确、深刻；(2)思路明晰，语言流畅；(3)参考“给定资料”，但 不

拘泥于“给定资料”；(4)总字数 1000～1200 字。

1.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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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点如下：

一，准确理解划线句子“共享经济的美好，正在于它让我们学着在心中给别人留出位置”的准确涵义， 即是共

享经济的的真正美好与可贵之处，在于它让我们学着关注、关爱他人，即通过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培育包括经营

者、管理者、使用者等在内的大广大共享经济参与者的共享精神。此外，又要符合“说开去”的内在要求，即要

求思路开阔，写作要有一定深度，不能够写来写去依然是围绕共享经济孕育或推动共享精神的培育在写，要突

破这种思路。带入资料可知，这里关于“说开去”可以有多种不同的写法，只要言之有理即可，这里给出 4 个角

度的建议（但不限于这 4 个角度）：1.共享精神对社会治理如树立公共意识、提升社会道德水平等的重大意

义；2.探讨共享精神对共享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意义或者共享经济与共享精神之间的相互关系；3.共享

精神为人们带来真实的快乐，带来可贵的幸福体验；4.由经济生活中的共享精神层面上升到国际关系方面的

不同国家间的互惠互利、共享共赢层面。

二，要有自己的思考与感悟，切忌空谈培育共享精神的相关对策或者只是对共享经济当下出现的相关 问题进

行简单的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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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档：

一类：观点正确鲜明，见解深刻，内容充实，分析充分，结构严谨，逻辑性强，语言流畅规范 31-40

分；

二类：观点明确，符合题目要求，内容较充实，分析较充分，结构完整，条理清楚，语言通顺；21-30

分；

三类：观点清楚，内容不够充实，有所分析，结构基本完整，语言基本通顺，有少量语病 11-20 分；

四类：不符合题目要求，思路不清，结构不够完整，语病较多，字迹难以辨认 0-10 分；

主要减分项目：

无标题扣 3 分；

字数每少 50 字，扣 1 分，最多扣 2 分；

每 3 个错别字扣 1 分，重复不计，最多扣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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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袭超过 50％者，进入四类；

抄袭较多，30％—50％者进入三类下（11-13 分）；

有条理、有选择抄袭较多者（30％—50％）进入三类中（14-16 分）

2.参考文章

漫谈共享精神

当下中国的生活场景中，共享经济遍地开花，一系列与之相关的新名词映入眼帘，涌入民众生活，如 网

约车、共享房屋、单车、电车、汽车、洗衣机、充电宝、雨伞等。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物

质生活。然而，共享经济的真正美好与可贵之处，更在于它让我们学着在心中给别人留出位置。在 心中为他人留有

空间，是公共意识的自觉生发，也是共享精神的生动体现。其实，关于共享精神，早在典 籍《周易》中已有论及，

“同人于野，利涉大川，利君子贞”，即倡导人与人之间互助协作，将自己的利 益与他人共享。只是时间的坐标

移至二十一世纪的今日，共享精神才因经济发展的引领而格外夺目。

共享经济让我们学着在心中给别人留出位置，即通过共享经济的发展，能够培育包括经营者、管理者、使

用者等在内的大广大共享经济参与者的共享精神，这是从物质到精神层面的跃升，对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意

义。一方面，它能引导公众树立公共意识，告别“小我”，多从“大我”出发考虑问题，为市场经济良性运行

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性”的倡导，能纠正自私自利的行为。共享经济作为新生事物，在发展

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如共享单车屡遭破坏等。这些道德失范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些人缺乏共享精神。私

藏、破坏等“虐”车行为，不仅侵犯了供应商的财产权，还损害了公众的利益。

共享经济因孕育共享精神而美好，同时，共享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呼唤并亟需共享精神的有力支撑。 当人们

惊叹共享经济产生的连带效应时，一些不和谐、不文明的现象也随之出现，如部分共享单车用户乱停乱放，单车

遭破坏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这些情况折射出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共享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共享精神的支撑。共享

单车的遭损毁的现实情况就说明，在部分用户漠视规则、只图自己方便而不顾公共利益，技术和制度上的约束，

有时也会显得苍白无力。共享经济如果缺少了共享精神作支撑，不仅起步维艰， 而且难以远行，甚至夭折在中途。

共享精神作为一种互利共赢精神，使我们在共享中不仅收获便利与经济利益，还获得了真实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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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可贵的幸福体验。此外，从更高远的视角看，共享不仅适用于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共享经济发展，也是

当今国际化日益向纵深发展的时代需要。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构想，就是与沿线国家求同存异，把欧 亚大陆

的不同区域连接起来，通过互惠合作，共同应对挑战，共享发展机遇，进而实现“既要让自己过得 好，也要让

别人过得好”的互惠互利共享共赢的美好愿景。

“天下大势，浩浩荡荡”，共享精神是时代之需，其凸显于共享经济的勃兴之际，依存于共享经济的持续

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公共意识的树立与公民道德水平的提升。然而，知易行难，共享精神的确立与持 久屹立， 不

仅需要共享经济平台的经营和管理者，放眼未来，拿出更大的共享诚意，也需要参与共享经济 的广大民众积极践

行，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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