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辽宁省公安机关及省属监狱戒毒系统考试

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

《申论》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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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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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姓
名

版权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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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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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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1．清代康熙年间，大学士、宰相张英老家的府第与一位吴姓望族相邻。吴姓

邻居扩建院墙时欲占张家的空地，张家认为自己的财产受到侵害，于是双方发生纠

纷，并告到县衙。因为两家都是高官望族，县官欲偏袒相府，但又怕得罪了吴家，

左右为难。张英的家人于是致书到京城请张英出面告倒吴家。张英读完家信，写了

一首诗给家人。诗曰：“一张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

见当年秦始皇。”张英家人得诗后，很是惭愧，于是将院墙让了三尺；吴姓邻居也

深为感动，也将院墙让出三尺。于是，便形成了一条六尺宽的巷道。

陶行知先生当小学校长的时候，有一天看到一位男生在打另一位男同学，便将

其制止并叫他到校长办公室去。当陶行知回到办公室时，男生已经等在那里了。陶

行知掏出一颗糖给这位同学：“这是奖励你的，因为你比我先到办公室。”接着他

又掏出一颗糖，说：“这也是给你的，我不让你打同学，你立即住手了，说明你尊

重我。”男生将信将疑地接过第二颗糖，陶行知又说道：“据我了解，你打同学是

因为他欺负女生，说明你很有正义感，我再奖励你一颗糖。”这时，男生感动得哭

了，说：“校长，我错了，同学再不对，我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陶行知于是又

掏出一颗糖：“你已认错了，我再奖励你一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结束

了。”

包容是多元的，“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只有领略到了其中的滋味，身体力

行，才真正地拥有了那份广阔，那份坦然，那份心胸！当然，包容不是无限度的，

不是对他人的放纵。某地的黄某因非法倒卖烟叶外逃，当地警方立案调查后，对黄

某网上追逃，今年 6 月 8 日上午，黄某潜回居住地被公安部门发现。原来黄某是回

来陪孙子高考。为了不影响黄某孙子考试，当地公安部门没有立即抓捕，而是严密

监控 5 小时，待黄某送孙子进入考场独自返回宾馆后才将其抓捕。得知警方延迟对

其抓捕后，黄某非常感激，称虽然自己被抓，但一点也不恨警方，他接连向警方鞠

躬，感谢没在孩子面前抓捕他，更重要的是没有影响孩子考试的情绪。

人人都知道包容很重要，但是要做到却不容易，战国时，赵国的蔺相如完璧归

赵，立了大功，拜为上卿，位于大将军廉颇之上，廉颇自恃功高，对蔺相如位于自

己之上很不服气，于是多次“找茬儿”，羞辱蔺相如，蔺相如以国事为重，谦让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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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不跟廉颇争位，蔺相如的举动让廉颇非常惭愧，于是负荆请罪，将相重归于

好。

中国有句俗话“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实，只有不触及原则，凡事设身处地地

多为他人考虑，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北京已经把“包容”这个词写入北京精

神，我国一些城市的大街小巷“尊重他人就是尊重自己”的宣传语也随处可见，然

而，在一些时候，包容又似乎常常“失踪”，一言不合就认为触及自己的底线，就

难以容忍，就能引起纷争和对立。

包容的基因，中华民族血脉自古以后之。孔子的学生子贡曾发问：“有没有一

个字，能让我们奉行终生？”孔子回答:是“恕”！这里的“恕”就是包容的意思。

2. 网上，仅仅因为在微博上发张自己孩子的照片，就引来一片质疑和人身攻

击；网下，仅仅因为对方一句话或一个动作，双方就大打出手……当身边这样的事

情发生得越来越多时，我们是否应该放慢行走的脚步，认真反思一下，中华民族讲

求和谐包容的优良传统，我们继承了多少？

数据显示，在我国有超过 10%的交通事故起因都是缺乏包容心。某市发生的女

司机被打的事件就是如此。在该市的一个十字路口处，一男司机开车逼停某女司机

的车，将其从驾驶室内暴力拉下车并拳打脚踢。男司机称：女司机的车在行驶过程

中突然变道，使他车内的孩子受到惊吓，因气不过，才一路尾随并实施殴打。而女

司机则表示：因自己对道路不太熟悉，确实在变道时突然点了一下刹车，但当时两

车并没发生剐蹭。她根本没有想到这个男子会一路尾随并破口大骂，最后把她的车

逼停并把她从车里拉出来毒打。

无论如何，这种针对他人的暴力行为理应受到处罚和谴责。但是，在微博上的

众多留言中，却不乏为这种暴力行为叫好的声音。叫好的网友普遍认为，女司机的

行为不能原谅；不少人表示，男司机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如果是自己碰到这种情况

也会出手。当然也有网友认为：女司机被打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双方都能控制

自己的情绪，而非以暴制暴，女司机不会被打，男司机也不会铸成大错；无论哪个

错在先，不赌气就不会激化矛盾。作为父亲，在孩子受到惊吓的情况下，停止斗气

才是对家人最好的保护。

现实生活中，当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被侵犯者往往表现出浮躁、愤怒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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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于是认为触犯到了自己的底线，就可能用过激行为来发泄。殊不知，为了所谓

的争一口气而纵容自己的行为，却触犯了法律的底线，结果是不仅伤害了别人，也

伤害了自己，实在不值得。

3.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新农村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调查显

示，一些地方农村的管理以及思想道德建设等方面仍然存在不容忽视的问题。

某地一村委会出台了一项规定：谁不交垃圾清理费就取消他享受政府优惠政策

的资格，这一规定引起很多村民的质疑。对此，村干部表示这是为了督促村民交费

支持环境卫生工作，不会真的借此取消村民享受的政府优惠政策。但不管出于何种

目的，这样的做法都不应该出现在村规中，毕竟这种带有“要挟性”的村规会伤了

村民的心。

某乡一村民在酒店为 87 岁的母亲办寿宴，被人举报违规办宴，随后，这位村民

被要求缴纳 650 元，这笔钱是“违规办席认识费”。向村民委员会缴纳“违规办宴

席认识费”，这让当地村民疑惑不解。一些地方遇到红白喜事时都摆“流水席”招

待宾客，应缴出席的亲朋好友随“份子钱”表示心意，这种风俗被称作“摆酒”。

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以外，近年来“摆酒”的名目越来越多，迁新居、考大学、过

生日都是一些人摆酒的理由，甚至怀孕也摆“保胎酒”。

在某些地方，“摆酒”已经成为一种恶性循环。有些人送过“份子钱”，就会

想办法将钱捞回来，最直接的办法就是也找个名目“摆酒”。其实，遇到喜庆之事

适当庆祝一下本无可厚非，然而借“摆酒”之机敛财，却让人苦不堪言。某地一位

农民算了一笔账：当地一个农户一年的收入不过三四万元，有些农户的收入近一半

交了“份子钱”；更令人无语的是有的地方的低保户本来收入就低，主要靠国家发

的救助金过日子，现在却还要拿出一部分当“份子钱”另外，有的农村“摆酒”

时，还请来民间艺术团体表演助兴。然而个别表演不乏刺激、挑逗甚至淫秽性的内

容。由于公共文化供给的不足，在旺盛文化需求的刺激下，一些低级、庸俗的节目

自然就有了滋生的土壤和空间。

作为一项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逢年过节打麻将放松一下，甚至亲朋好友间带

点“小彩头”无可厚非。但是越过了娱乐与赌博的界限，性质就变了。刘某在外地

工作，前不久回老家休假时，一群同学与他摆酒接风。酒后，几位同学邀刘某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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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麻将，大家尽兴方散。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同学带着朋友邀刘某打麻将，当然，

“空手道”已经没有兴致，于是加了“彩头”，几天下来，每次的输赢都在数千

元，让刘某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一次打麻将时，当地公安人员出现了，说接到举报

有人在此赌博，现场查清事实后将刘某等人带回派出所并进行处罚。刘某感到不

解，邻居们也有打麻将的，也动了输赢，但是为什么不抓他们？其实，我国《治安

管理处罚法》中早已对什么是赌博以及相关的处罚规定写的明明白白，各个地区根

据实际情况，也都明确的规定。显然，刘某等人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娱乐界限。

近年来，涉及高校学术不端的消息频遭曝光，但仍屡禁不止。目前，某地一高

校某系的应届毕业生就被曝出“论文查重几乎都未达标准”，以至于校方勒令所有

学生返校，接受专门指导。该校一名负责人回应称，毕业阶段，多数学生在外实

习，故有“返校”一说，至于查重未通过的现象，他认为“很正常”。

但凡经历过高校论文写作者，对论文查重都不陌生，其全称应为“学术不端文

献检测”。一般而言，高校在正式检测之前都会安排相应辅导，避免“踩雷”。而

该校如此规模集体“中枪”，就算不全是源于恶意剽窃，恐怕也并非“不清楚学术

规范”那么简单。

4. 一个小小的＂黑科技＂软件，就可以让一人毫无秘密可信。有人用它来捉渣

男、逮小三，称它为“防出轨”软件；有人则将它用于商业竞争之中。如果有人在

你的手机上安装这款间谍软件并绑定自己的手机，那么，你手机上的短信、录音、

照片、定位等都将被截获，然后发送到对方的手机上。

近日，中央电视台以记者调查方式报道了“网上’黑市’个人信息随意买卖、

查身份信息只需要提供手机号”等网上贩卖个人信息情况。公安部对比高度重视，

立即成立由公安部刑侦局牵头的专案组，全力开展案件侦办工作。经侦查，专案组

查清了涉案信息泄露源头，抓获犯罪嫌疑人 26 名，成功破获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案。

某市场调查机构日前发布的报告称，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互联

网广告市场。国家工商总局的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互联网广告违法率是传统媒

体的三倍以上，个别大型门户网站广告违法率甚至超过 20%。

网络空间是亿万民众共同的精神家园。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符合人



《申论》第 5 页

民利益。目前，总体看来，我国的网络生态是良好的，但是，网络空间并不是世外

桃源，期间，也不时出现虚假、诈骗、攻击、谩骂、恐怖、色情、暴力的信息、侵

蚀着人们的精神家园，冲击道德的“红线”。同时，还应该认识到，互联网不是道

德洼地，更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

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更是触及法律的“红线”。这样的行为要坚

决制止和打击，绝不能任其大行其道。

5. 在某市区的一个路段，一边是单位的围墙，一边不断有汽车疾驰而过，留给

人行道的宽度仅有几十厘米宽，行人走上去如同玩杂技一般，被网友称为“X市最

窄人行道”。有网友和市民反映，这处人行道长期被占用，导致“人车抢道”现象

非常严重，给周边群众出行安全带来了很大的隐患。

高铁是眼下世界范围内最备受瞩目的靓丽中国“名片”。高铁列车全封闭运

行，在高铁上违规吸烟不仅影响全体乘客身体健康，也会严重影响列车运行安全。

虽然其他地区开通高铁初期也出现过因为吸烟导致列车减速制动的情况，但某省高

铁开通不足半月，已有超过百起因乘客躲在厕所吸烟导致列车报警的事件。一般每

次列车从时速 300 公里降到 80 公里再提速会导致高铁晚点 3.5 分钟，在以秒衡量高

铁列车准点率的情况下，旅客吸烟等不良乘车习惯已经成为制约车次准点率的主要

因素之一。

在某市的一个路口，一辆铃木牌小轿车行驶时，突然与前方停着等绿灯的大众

牌轿车车尾发生碰撞，大众轿车又顺势撞向前方的现代牌轿车，结果造成三车连环

追尾。经交警查明，驾驶铃木车的张某竟然是无证驾驶；某地机场高速公路的收费

站，一辆小客车撞到了收费站安全岛，致车辆受损、人员受伤及 ETC 通道设备损

坏，交警调查发现，事故发生原因是该车司机开车看手机；某地交警正在一红绿灯

路口查超载车，一辆外地牌照的小车开过来停在路口等候红绿灯，民警上前开车门

检查吓了一跳：本来 5座的小车竟然挤满了 8人；某高速公路出现惊险一幕，一辆

黑色小型客车由北向南高速逆行长达 18 公里，途中更是差点与一辆正在执行任务的

警车相撞，经查，司机张某系醉酒逆行。“别人家都有了二胎，我爸妈不用，因为

他们的‘二胎’是手机。我该怎么办？”这是一名小学生在一场新媒体论坛上朗诵

的诗，父母自顾不暇玩手机，难免会拉大父母与孩子的距离感和隔阂感。“手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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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胎”尽管有些夸张，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孩子渴望关怀、期待陪伴、心理上缺乏

安全感等精神世界。作为一种信息交流工具，手机几乎成为现代人的标配，而智能

手机则使很多年轻人变成了“低头族”。因为低头玩手机，有的掉进河里，有的落

入陷阱，甚至有人为此失去了生命。

“我的支付宝有 7万多块，微信钱包有 2万多块，如果我哪天突然意外‘驾

崩’了，这些钱会怎么处理（我的家人并不知道这笔钱）？”这样一个看上去有点

“杞人忧天”的问题，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围观和吐槽，不少人留言称“心有戚戚

焉”，表示深有同感，一时间，网上资金（金融）安全问题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时下，“养生热”的兴起反映出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刚性需求”，于是宣称

包治百病的保健补品占满货架，电视上、网络上各路打着中医旗号的“养生大师”

也备受追捧。然而，由于老百姓医学素养不足，不法分子利欲熏心，钻监管空子，

甚至置道德乃至法律的底线于不顾，编造虚假“养生理论”，兜售各类所谓保健

品，使一些缺乏判断力的消费者误入圈套。

6. 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环境压力也越来越大。然而，很多人

的生态安全意识并未随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今日国家环保部向媒体通报的污染源自

动监控设施及数据弄虚作假的案例，再次反映了一些地方政府、企业等生态安全意

识的缺失。

我国国家重点监控企业达到 1.4 万多家，环保监测部门任务艰巨。随着业务增

加，量采用了自动监控设施来提供环保监测数据。但今年来，一些企业在自动监控

设施及数据上“做手脚”的现象时有发生。如：某地的一家企业竟把环境自动监测

仪的探头放在矿泉水瓶子里，得出了一张“漂亮”的污染物处理记录表；某地宜家

化工企业竟然在自动监控设施分析仪参数设置上私自篡改数据，导致实际监测结果

与上传数据不一致。更有甚者，某环境检测单位竟然给环境检测仪“带上口罩”—

—在检测仪器外面包上过滤纱布等，来造成 PM2.5 达标的假象欺骗市民，造成恶劣

影响。为了本单位、本企业以及个人的利益，所采取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结果可

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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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要求

第一题：概括资料 3 所列现象可能引发的社会风险。（15 分）

要求：（1）内容全面、概括准确；（2）语言简洁、条理清楚；（3）不超过

200 字。

第二题：根据资料 1、2，谈谈对“包容”的理解。（20 分）

要求：（1）理解深刻、观点正确；（2）语言简洁、条理清楚；（3）不超过

300 字。

第三题：根据资料 4、5，请你就公民如何增强安全意识，提高安全防范能力，

提出意见。（25 分）

要求：（1）内容全面、措施得当、针对性强；（2）语言简洁、条理清楚；

（3）不超过 300 字。

第四题：根据给定资料，围绕“底线”这个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

篇文章。（40 分）

要求：（1）中心突出、观点正确；（2）语言流畅、条理清楚；（3）总字数

1000~1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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