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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习题（二） 

综合分析题： 

1、【2016年广东省考县级以上】 

请根据资料 4，分析说明“众创空间”对于“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作用。

（本题 30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300字。 

材料 4： 

“众创空间”是包括创客空间、创业咖啡等孵化器模式的新型创业服务平台的统称。

2015 年 1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支持发展“众创空间”，并为创业创新搭建新

平台提供政策支持。以下是有关“众创空间”的几个具体案例。 

案例 1： 

东部某市福地创业园 D 幢顶楼的福云咖啡馆内，清一色年轻面孔，有的对着电脑忙

碌，有的边喝咖啡，边在人群中观察着别人……咖啡馆经常举办沙龙，走动的都是互联

网圈内人。一年多前，杨洋与两个小伙伴创办公司，准备开发拼车软件，租下了咖啡馆

西侧角落的一张桌子。“围着这张木桌，最多只能坐 6 个人。我们每个月总共付给咖啡

馆 5000 元，其中 2500 元是租金，2500 元是消费券，还提供免费的 Wi-Fi。”在这里，

他们只需点上一杯咖啡，便可以坐上一天，入驻团队还可以在这里得到便捷的法务和税

务咨询、工商注册以及社保对接服务。杨洋盯着走进走出的人，不断物色技术高手，很

快招到了一个花名叫”蚂蚁”的海归。这位 20 多岁的年轻人，为杨洋开发出针对苹果

手机的拼车软件。不久，杨洋又在咖啡馆里找到花名“蟑螂”的互联网技术高手，“蟑

螂”很快搭建了后台数据运行库。上线后不久，这款拼车软件就已经拥有上万的用户。 

案例 2： 

在中山大学北门附近的巷子里，有一栋不起眼的楼房，走进去却别有洞天；拥有 350

个卡位的大办公间里，上百名青年在用电脑工作；小会议室和办公室里也都举行着各种

项目的讨论会。这里是刚刚建立一年多的中大创新谷，入驻的创业团队不仅可以得到工

商注册、财务、法律咨询服务，更有专业的行业分析和前景指导。这里常常举办云珠沙

龙、云珠风暴会以及云珠论坛、邀请行业相关人士与数以千计的青年一起分析、讨论创

业经验和产业态势。创新谷还联合知名投资机构及天使投资人，共同指导、打磨创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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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并予以投资。 

案例 3： 

某医疗园背靠母公司近 30 年的医疗器械行业实力，建立了一批生物医药公共技术

支撑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技术试验服务和成果测试服务。该园总经理吴冬梅介绍：“医

疗器械领域孵化需要专业的技术服务平台，生物医药的成果转化也需要专业技术和资金

的支持，因此，建设具有专业服务能力的生物医药大型综合孵化器十分必要。我们走的

完全是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的路子，便于孵化平台与各创投基金的合作，能灵

活选择合作方式。项目的进入和退出都遵循市场规律，使项目孵化更加精准、高效。”

专业化发展也正进一步扩大园区产业集聚效应。“对面楼三楼和五楼的公司就是我们的

重要器件供应商。”园内一家电子科技公司经理说，他们的主管业务是 B超仪器，而入

驻医疗园后发现，园内聚集了很多生产 B超仪器零部件的企业，“我们肯定是优先和园

内企业合作，既方便快捷，生产效率也得到了保证”。 

案例 4： 

2015年年初，某知名物业集团打造的智慧产业创新园区正式投入运营，该园区总面

积 10万平方米左右，前身是旧厂房，在对其周边的商业氛围、配套设施等进行评估后，

该集团重新规划、升级了这一园区，规划建设智能机器人、智慧园区系统、智慧安防、

智慧公寓、无线传输、智慧电子商务、无线支付、智慧终端、小微企业孵化器、小微企

业加速器等十大产业功能区，集智慧产业研发，高端人才引进、综合增值服务于一体，

并将引进约 100家科技企事业、研发机构及金融、科技中介等专业配套机构，提供就业

岗位 3000 多个，预计年产值约 30 亿元，比改造前增加了 25亿元。同时，这一园区还

将设立专业服务管理机构，为各进驻企业提供：产品交易平台、融资担保平台、信息交

流平台、产学研平台、物流运输平台、人力资源平台、企业管理咨询平台等七大服务平

台。 

案例 5： 

“众创空间”的热潮已经从一、二线城市蔓延至三、四线城市。西部某市表示到 2016

年，各高等院校至少打造 2至 3 家“众创空间”，全市“众创空间”达 500个以上；到

2020年，全市“众创空间”达 1000 个。但三、四线城市“众创空间”发展迅速，大多

处于盲目跟风的“有店无客”的尴尬境地，有人的没有项目、有项目的没有资金、有资

金的没有配套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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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9月，“磁湖汇”在中部某三线城市正式开业。这一“众创空间”是由政府

主导、专业公司运营、市场化运作的新型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如何在各方面资源都匮乏

的三线城市健康运营，成为了摆在“磁湖汇”面前最大的问题。“磁湖汇”号称要筹集

一亿资金，来打造一个多元的资金扶持和投融资体系，其中包括大学生创业项目扶持资

金、创业担保贷款基金、科技天使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及风险补偿金。但是面对庞大的

创客群体，这一亿的资金是不是杯水车薪呢？ 

创客想要成功，光有资金也是不够的，还需要专业的创业指导老师。而三、四线城

市的导师资源，一般都是本地企业家为主，这些企业家们在实战上有一定的优势，但在

创业指导上与一、二线城市的导师难免有些差距。 

 

【参考答案】 

众创空间对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积极作用： 

1.降低创新创业门槛。提供低成本的创新创业平台，聚集创业人才，激发人才创新

动力。 

2.提供便捷服务。集成政府政策、整合专业服务管理机构，提供了工商注册、产学

研对接等服务资源。 

3.提供专业的创业指导。凝聚专业人士分析、指导、打磨创业项目，使创业遵循市

场规律，实现创业的精准、高效。 

4.提供全程化支持。建立、引入公共技术支撑平台、研发机构，提供研发、技术支

持，促进创新成果转化；对接融资机构，解决融资难题。 

5.产生集聚效应。整合创业资源、形成创业链，实现创业链资源开放共享和高效配

置。 

6.营造全民创业创新的社会氛围。积累创新经验，使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287字） 

 

2、【2016 广东省考乡镇岗】 

请根据资料 2中驻村干部小张的工作日记，简要分析导致 B村贫困的主要原因。（30

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300字。 

资料 2： 

2009年以来，广东省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到”模式（规划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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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到人），各帮扶单位与贫困村结对帮扶，并选派优秀党员干部驻村工作。小张是珠

三角某市直单位的一名干部，被单位选派到粤东某县 A镇 B村开展驻村帮扶，下面是他

初到 B村开展帮扶工作的一部分日记。 

5月 13日，星期一，小雨。 

我带着行李在镇扶贫办林主任的陪同下前往 B村报到，开始我为期两年的扶贫驻村

工作。一路上，车辆沿着狭窄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两旁尽是光秃秃的山头。路上车辆

和行人很少，偶尔能看到运石子的货车迎面开过来。面包车从镇里出发，走了 1个小时

左右，坐在前排的林主任跟司机说：“小李，前面岔路口转右”。车子转入一条泥路，

路不宽，沿途散落着低矮破旧的泥房，听林主任说，村里大多数人都住这样的房子，阴

冷潮湿蚊虫多。因为刚下过雨，路面坑坑洼洼，面包车颠簸着走了 20 多分钟才到达 B

村村委会。村委会坐落在山腰旁，是一排有 5间房间的泥砖房，可能是建设时间较早，

显得有点破旧。看着眼前的景象，我为当地贫困深感震撼，也坚定了我驻村帮扶的决心。 

5月 14日，星期二，多云。 

今天，召开村两委干部会议，讨论研究脱贫工作。据村党支部陈书记介绍，B 村位

于 A镇东北部，离镇政府驻地 33公里，村辖区总面积约 5650亩，其中耕地仅有 350亩，

其余都是山地，是 A 镇山地最多的村。全村 1600 多人，村民主要靠种植花果苗木、外

出打工和手工制作等维持生活，收入普遍不高。 

当我问到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时，陈书记说：“我村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一张白纸，

没有村办企业，村集体唯一的收入是出租 100亩山地给一个老板开办果苗场，每年只有

5 万元。由于集体没有钱，村里也没有能力改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希望工作队能

给我们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村里现有贫困户 48户，201人，其中大多数是扶贫工作难啃的硬骨头：有 20户家

里劳动力只有一个，而 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个是残疾的或者得重病的；也有 5 户贫困

家庭是因为家里发生重大变故，变成单亲家庭，而子女又比较小，需要长期帮扶的；还

有 10 户家庭收入不高，是因为子女考上高中或者大学，无力承担高额教育费用而导致

的。 

6月 6日，星期四，晴。 

早上跟村支委老彭到贫困户刘叔家走访。刘叔一家四口，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

和一个读初中的儿子，老婆芳姨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在家照顾刘叔和打理自家的一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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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包地。刘叔原来在一家运输公司当长途司机，月收入有 5000 多元，2013年 10月开车

出了车祸导致双腿截肢，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需要芳姨照顾日常起居，

家庭主要经济支柱一下子倒了。刘叔一家生活陷入了困境。2014年 6月，刘叔向村委会

申请纳入贫困户帮扶范围，村委会按照上级制定的贫困户标准对刘叔的申请进行了审

核、民主评议、公示、上报审批等，从 2014 年 8月起纳入贫困户帮扶范围。 

下午，梅婶到村委会为其准备入读大学的儿子办理贫困户证明，以便申请贫困户子

女教育补贴。梅婶是我比较关注的贫困户，老公前几年得癌症去世了，她独自抚养两个

小孩，大儿子今年考上大学，光学杂费就要六千多元；小儿子还在县上读高中，每个月

光伙食费就得 500 块。现在梅婶在镇上的一家制衣厂当车间包装员，月收入仅 1000 多

元，无法承担两个儿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生活拮据。 

8月 16日，星期二，阴天。 

跟村干部到果苗场了解村民就业情况。据果苗场郭老板介绍，他承包的果苗场需要

3 个技术人员和 15个工人，因为村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也没有果苗培育专业技能，他

不得不高价从县里雇用技术人员。本来也想帮忙安置一些贫困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但他们不是嫌劳动强度大，就是嫌工资低不肯来，现在场里只有 2名贫困户，而其他工

人都是从隔壁村雇来的。 

9月 13日，星期五，晴。 

晚上，村里老党员老杜过来我宿舍串门。老杜今年 63岁，党龄有 41年，曾经担任

过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热情地招呼老杜坐下，给他泡了―杯茶。

原来，老杜是过来跟我探讨扶贫脱贫工作 的。老杜对我说：“小张，关于村里脱贫工

作，最近有一些不良思想倾向。比如说，上个星期召开的党员会议上，有干部就提出，

要积极向上级和帮扶单位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要贫困户指标，这样村里的工作 就

好开展了，只要把项目和帮扶资金落实好，村里就天下太平了，可以年年享受国家的优

惠政策，就算把贫困村的帽子多戴几年也值了。另外，我隔壁家的小林跟我反映，村头

的杨家新增了两个劳动力，按道理应该要脱贫了，但是杨家千方百计找理由强调困难，

就是不肯摘帽。对于这些思想倾向，我是坚决反对，也希望你能多做做村干部和贫困户

的思想工作，这种观念真是不能要的。” 

【参考答案】 

导致 B村贫困的主要原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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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观原因： 

1.基础条件差。耕地少，山地多，道路条件差；（关键词：基础条件差） 

2.经济来源单一。村民创收渠道少，主要靠种植花果苗木、外出打工和手工制作等

维持生活；（关键词：经济来源单一） 

3.集体经济发展落后。没有村办企业、缺乏基建资金；（关键词：集体经济发展落

后） 

4.劳动力不足，家庭负担重。农村因病、因伤致贫、单亲等家庭无主要劳动力，子

女教育费用高，家庭开支大；（关键词：劳动力不足、家庭负担重） 

5.社会保障缺位。农村缺乏基本的低保、医疗保障；（关键词：社会保障缺位） 

二、主观原因： 

1.村民综合素质偏低。村民文化程度低、专业技能差，致富思想不端正；（关键词：

村民综合素质偏低） 

2.村干部脱贫观念错误。村干部存在不良思想倾向，“等、靠、要”思想严重，脱

贫积极性差。（关键词：村干部脱贫观念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