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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广东省考笔试【申论】参考答案 

（参考时限 120min） 

作答要求 

问题一：请根据材料 1，概括我国能源利用现状。（本题 10分） 

要求：概括全面、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 100 字。 

 

【参考答案】 

1.能源约束经济发展； 

2.剩余探明可采储量高，人均能源资源低于世界水平； 

3.能源消费总量高，增速快，利用率不高； 

4.一次能源净进口量大，对外依存度高且不断上升； 

5.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污染严重，环境压力大。 

 

问题二：根据材料 4，分析说明发展循环环经济有哪些好处。（本题 20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不超过 200字。 

 

【参考答案】 

一、环境保护：研发治污技术，提高治污能力，实现清洁生产；符合生态文明要求，构

建环境友好型社会； 

二、资源节约：发挥资源优势，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提高原材料利用率，做到废物资源

化；建立资源循环链条，实现与社会资源的循环；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 

三、企业增效：扩大生产规模；创新工艺技术，改善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促进企

业协同发展，创造经济效益；平衡企业男女比例；实现工业与农业等领域对接，扩大循环产

业链。  

 

问题三：假如你是 G市交委工作人员，参加了材料 6所说的座谈会。请根据会议发言情

况，就进一步完善本市公共自行车服务提出建议。（本题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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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所提建议合理、有针对性，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一、建议政府合理规划交通布局，增设非机动车道，保障居民行车安全； 

二、通过调研考察，在住宅小区等处科学增设租赁点，实现对接； 

三、扩大租赁点规模，增设锁桩，方便居民还车； 

四、租赁点配置一定的维修安保人员，加强对自行车的巡逻管理与维护保养； 

五、政府加大财政补贴，维持租赁点正常运营； 

六、建议公司完善租赁制度，加大对借车不还者惩戒力度； 

七、大力宣传绿色出行，教育市民爱护公共财产，倡导诚信用车。 

 

问题四：请结合全部给定材料，以“绿色发展”为题目，撰写一篇议论文。（本题 50

分） 

要求：1.文章主题应与所给材料联系紧密，思想性强； 

2.论点鲜明，论据确凿，论证严密、合乎逻辑； 

3.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行文流畅； 

4.篇幅在 800-1000字。 

 

【参考答案】 

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利于实现生态文明建设。 

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利于促进经济稳步前进。 

走绿色发展之路，有利于保障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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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材料 

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

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

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广东代表团的审议时强调，

广东要着力推动产业化升级，充分发挥创新驱动作用，走绿色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凤凰涅槃。 

 

材料 1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从我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无论是经

济发展对能源的依赖，还是能源对经济发展的约束都越来越明显。 

截止 2011 年，我国煤炭剩余探明可采储量 1145 亿吨，约占世界的 11.5%，居世界第

4 位；石油剩余探明可采储量 24.3 亿吨，居世界第 14 位；天然气剩余探明可采储量 2.9 万

亿立方米，居世界第 14 位，但我国人均能源资源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煤炭、石油、天然

气的人均占有量仅分别位世界平均水平的 67%、5.4%和 7.7% 。 

从 2000 年到 2011 年，我国能源消费总量从 15.61 亿吨标准猛增到 34.8 亿吨标准煤，

居世界第一，占世界能源的 20%，2011 年，我国消费石油 4.7 亿吨，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

消费国；消费天然气 1305 亿立方米，已成为世界第四大天然气消费国。2011 年油气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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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相当于当年世界油气新增产量的 25%，新增石油进口量占世界石油新增产量的

63%，2012 年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已达到 36.2 亿吨标煤，但能源利用率并不高，我国单

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 2 倍、美国的 4 倍、日本的 4.4 倍，也高于巴西、墨

西哥等发展中国家。 

全国一次能源净进口 5.3 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 12.9% 。石油净进口 2.66 亿吨，对

外依存度达到 56.7% 。天然气净进口量为 281.8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 21.56% 。有专家

预测，到 2030 年，石油对外依存度可能接近 70% ，天然气可能接近 40% 。 

目前，我国能源消费呈现以化石能源为主的格局，不仅是第一大能源消费国，也是最大

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有数据表明，空气中的固体颗粒绝大部分是由能源产生和消费活动造成

的，我国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烟尘和二氧化碳等污染物排放，相当的比重都源于煤炭。全

国 20 多个省份 104 个城市空气质量达到重污染的状况，环境压力比世界任何国家都大。 

未来，我国靠高耗能支撑快速发展的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经济发展面临的最大课题，

就是必须走绿色发展之路，真正构建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能源的永续利用。 

 

材料 2 

主体功能区规划就是要根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度和发展潜力，

统筹谋划人口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市化布局，确定不同区域的主体功能。 

根据国家战略和广东实际，历时六年编制的《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将全省 17.98

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生态发展（即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

四类区域，具体为： 

◆优化开发区域——包括属于国家级优化开发区域的珠三角核心区，含广州、深圳、珠

海、佛山、东莞、中山 6 个地级以上市的全部县（市、区），以及惠州市、江门市、肇庆

市的城区。 

◆重点开发区域——包括属于国家重点开发区域的海峡西岸经济区粤东部分（即汕头、

潮州、揭阳、汕尾四市）和北部湾地区湛江部分（即湛江市）以及属于省级重点开发区域的

粤西沿海片区、珠三角外围片区和粤北山区点状片区三个区域，共 40 个县（市、区）。 

◆生态发展区域——包括属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南岭山地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

功能区粤北部分 11 个县（市），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共 15 个县（市、区），以及分布在

重点开发区域胡 7 个山区县的 29 个生态镇。 



      咨询电话： 0752-7387260（惠州）  8520071（惠东）  

        动动手指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练题  要加群，找 QQ：3298003420 

 

◆禁止开发区域——包括依法设立胡各级自然保护区有情各种需要保护的区域，呈点状

分布于全省各地。截止目前，全省共有 911 个禁止开发区域。今后新批准设立各级自然保

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重要水源地、湿地公园、重要湿地及世界文化自

然遗产等，也将纳入禁止开发区范围。 

另据《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广东管理区域将划分为 14 个区域，

以各自的定位进行开发管理，同时明确了海洋功能分区，包括 22 个农渔业区、43 个港口航

运区、46 个工业与城镇用海区、3 个矿产与能源区、47 个旅游休闲娱乐区、59 个海洋保护

区、16 个特殊利用区及 22 个保留区。 

 

材料 3 

今年全国“两会”上，雾霾天气牵出的环保议题备受关注，除引出重拳出击防止污染的

思考外，能源消耗方式也引发人们的反思。 

作为佛山的绿色屏障，三水一直通过新能源的应用为佛山乃至全省探索绿色发展新路。

自 2009 年引入首家太阳能企业开始，三水已形成一条从晶硅生产到工程安装比较完善的产

业链条，并深耕终端应用领域撬动新能源胡规模化推广。 

去年，三水入选全国首批分布式光伏产业示范区，预计三年内完成 130 兆瓦的装机容

量，位列全国第六，目前，已建成 13.6 兆瓦，其中三水最大胡光伏发电站年发电量约 800

万度，节省电费达 80 万元。 

“向污染宣战，新能源是把利器。”光伏发电站建设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年均发

电量约 1.3 亿度，25 年内能将减少标准煤使用 102 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265.3 万吨、

二氧化硫 29 万吨、氮化物 7140 吨、粉尘 1594 吨。 

该负责人表示，光伏作为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支柱，预计到 2100 年将占全球能源使用量

的 50%以上。目前，三水的分布式光伏项目已走在全国前列，具有较好的示范作用。 

“三水在新能源产业具有一定的基础，政府提出打造广佛肇绿芯，一直非常重视绿色产

业的发展。”一家太阳能科技公司的负责人表示，三水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产业布局，都按

照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来做，真正是“既要金山银山，也要青山绿水。” 

作为三水区大塘工业园的环保经营方，某企业的环保版图不断扩张，园区运营、污处理

之外，近期更是开始瞄准传统能源的高效利用。该企业负责人对环保有着自己的看法：“无

论是新能源还是传统能源，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最大限度地减小污染，实现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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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4 

循环经济是把清洁生产和废弃物的综合利用融为一体，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

为目标，以物质闭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

式运行的一种经济模式。以下是化溪县发展循环经济的两个典型案例。 

案例一： 

“一家造纸厂污染一条河”，这是人们对造纸企业的固有印象。而相对于木浆造纸，传

统草浆造纸高污染和高耗水的程度更是 令人咋舌。“不要用草类制浆，用商品木浆和废纸

制浆”几乎成了森林资源匮乏地区造纸企业的普遍选择。然而，林全纸业却“偏执地”发展

秸秆造纸。 

林全纸业的考虑是，我国是农业大国，适合制浆造纸的稻草、棉杆、玉米秸秆的年产丰

富，化溪县在此方面具有很大的资源优势。在提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大环境下，草浆造

纸逐步取代木浆造纸才是趋势。 

基于这样的认识，林全纸业从提高废水处理水平入手，引进、吸收、升级国际领先技术，

研发出了新的废水处理技术。经过短短两三年时间的努力，便将污染严重超标的废水治理达

标，还提高了废水日处理能力，满足了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需求。 

在不断加大治理污染的过程中，林全纸业还研发了非木纤维“置换蒸煮”制浆新工艺、

秸秆清洁制浆技术和环保型秸秆本色浆制品技术等，在改善纸浆质量使之优于阔叶木浆且大

幅降低制浆成本的同时，还大大降低了吨浆、吨纸的水耗、能耗，降低了制浆废水中化学需

氧量的负荷。目前，林全纸业的废水排放不但大大优于国家规定的水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即使用更为苛刻的美国、欧盟标准来衡量也已经毫不逊色。     

林全纸业围绕秸秆制浆造纸这一过程，还研发了制浆废液沼气化技术和喷浆造粒生产有

机肥技术，真正做到了“一草三用”：采用秸秆等农业非木纤维原料中的纤维素生产纸浆、

纸制品，用秸秆中的低糖类物质生产沼气，利用沼气渣生产有机肥料，建立了资源循环链条。

他们还收购工业废氨液进行自备电站锅炉的烟气脱硫，生成亚硫酸铵回用制浆过程，实现了

企业与社会资源的“大循环经济”，自身也从“废物资源化”中受益匪浅。 

通过主动创新技术，林氏纸业已经从污染严重的造纸企业成长为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以

造纸业为主的大型集团。 

案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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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很多地方的水泥产能都严重过剩，化溪县境内的不少水泥厂也在亏损。随着华荣

集团以电力、水泥、啤酒为核心的三家企业在化溪县相继建成、投产，化溪循环经济产业链

初步形成，华荣水泥厂去年反而实现了一个多亿利润。华荣集团总经理崔先生认为，这很大

程度上得益于循环经济下的协同效应。 

水泥厂在两年前投产后，开始使用电厂发电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和炉渣，每年节约 1200

万元左右。现在电厂每年从水泥厂采购石灰石粉，水泥厂一年还可以在这里赚 300万元。 

 

啤酒厂使用电厂提供的蒸汽，节约了另建锅炉房、从水库铺设原水管道、建设污水管网

等投资 2000万元；由于啤酒厂不用单独设立煤场，还节约了至少 30亩土地；运行上，也没

有了锅炉房煤渣处理、烟尘处理，以及原煤消耗、烟尘排放等。啤酒厂每年产生的 80万吨

中水，直接供给电厂作为循环水的补充，节约了水资源。 

啤酒厂如果单独处理硅藻土、生活垃圾，需要耗费大量资源，而就近拉到水泥厂，进入

高温炉窑就轻松消灭了，每年节约的处理费用至少 300万元。 

当然，这些不过是众多协同效应中的一小部分。在华容循环经济产业园内，每年由于协

同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要以数亿计。 

“没想到能产生如此大的经济效益，没想到 3家合作如此和谐，没想到发展如此快速。

一家有什么需求，随时告诉对方，比如车辆、餐厅使用等。电厂男员工多，有很多在啤酒厂、

水泥厂找到了另一半，这也是一种 “内部协同”。”啤酒厂总经理罗先生说。 

崔先生感慨：“3 厂必须配合，协作。没有水泥厂，电厂无法满负荷发电，没有电厂，

水泥厂、啤酒厂也不会建在这里。” 

现在，华容循环经济产业园内已经形成了内部的小循环和 3个协同企业之间的中循环，

这还只是工业领域的循环。未来，华容还要将啤酒厂的酒槽等用于养殖、种植，实现工业与

农业的对接，并且纳入风力发电、燃气等产业，逐步扩大循环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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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5 

“踩着丰富的矿产，呼吸着最新鲜的空气。”这句话令很多人引以为豪，昭示着这座城

市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优良的生态资源。 

韶关是华南重工业基地和广东战略后方，也是广东省的生态屏障，生态资源最为富集，

全市森林覆盖率 72.5%。居全省之首。然而 2010 年以来，韶关市 8435%的国土相继被划

入国家和省级重点生态功能区，同时，韶关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三批 25 个资源枯竭型城

市名单。在传统的资源型工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的情况下，转型和升级，形成生态文明的产

业结构已经是韶关市发展经济的必然要求。 

如何变生态优势为发展优势，实现从“卖资源”到“卖风景”的绿色转型？韶关市委、

市政府近年来确立了旅游业作为全市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第三产业龙头的地位。 

2010 年，丹霞山正式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成为广东省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景区周边

几乎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楼房，吃上了“旅游饭”。2012 年，韶关市接待游客 2117.86 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达到 155.88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15.02%和 20.28%，在整体经济放缓的情

况下，韶关市的旅游业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 

一位游客在游记中这样描述：“一条清澈的小河蜿蜒而过，小河旁风车在夏日凉风中咿

咿作响。记得 5 年前来这里时，这条河流的还全是生活污水，臭气熏天，如今，大大变样

了。小河边上，一些外出村民闲置的农舍，已经被开发者租了下来，无论墙头上印着的毛主

席头像和语录，还是屋内原有的劳作工具，都完整保留着，供游客参观。穿过农舍，但见古

木参天，茂林修竹，姹紫嫣红，一片清凉，再前行就是一片碧绿的田野，一条绿道从田野中

穿过，供人们骑车散步，绿道尽头又是一路好风景。” 

2012 年，韶关市又提出了“环丹霞山生态旅游产业园”的总体规划，产业园由“一核

两环”组成：“一核”为 168 平方公里的丹霞山世界自然遗产保护区，“内环”为 124 平

方公里的遗产地缓冲区，“外环”为 305.8 平方公里的六大功能各异、优势互补的旅游产业

综合服务区。整体形成的旅游产业集聚区，计划总投资 489.79 亿元，预计在 10 年之内，

年产值将超过 30 亿元。。 

我国发布的《“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将加快培育和发展节能

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战略性

新型产业。韶关市立足本市发展战略性产业的优势进行了规划，培育发展节能环保产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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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环保和资源循环利用三个领域为重点，扶持金属综合回收产业做大做强，将废物处理

产业与韶关稀土资源开发相结合，做大做强有色金属产业；开发以中药材为基本原料的现代

中药，抗肿瘤药物、保健食品等系列产品，逐步建立生物制药、现代中药、名贵药材种植、

保健食品等几大领域协调发展的产业格局；以先进制造业中的液压油缸、铸锻件、汽车零配

件等产业话语权为依托，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品档次，向高端装备制造业进军。将韶关建

设成高端装备制造业重要配套基地。 

 

材料 6 

G 市推出的公共自行车服务已经运营三年，为了给市民提供更好的服务，市交委（交通

主管部门）主持召开了一次意见征集座谈会，邀请了部分市民和公共自行车服务管理服务公

司的工作人员前来参加。以下是部分发言记录： 

主持人（市交委陈处长）：为了方便市民绿色出行，我市利用国有资产成立了市公共自

行车服务管理公司。采取政府主导，企业经营的模式，由他们具体负责公共自行车站点的建

设管理、维护和自行车租赁服务。现在这项服务已推出 3 年，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也发

现了不少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大家在百忙之中参加这个座谈会，就是想听听大家的心声。为

我们改进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     

刘阿姨：我现在退休了，就是操持家务，常常要去超市买点日用品，地方离超市的距离，

说远不远说近不近，选择骑自行车最适合，也不用提着大包小包步行回家，省时省力，还锻

炼身体，确实是绿色出行的首选！ 

曾女士：我不喜欢骑车，主要是由于很多街道都没有设非机动车道。骑自行车需要在马

路上和机动车抢道，感觉实在是不安全。 

韩先生：我家和单位没有合适的对接租赁点，早上租了车，晚上下班后还得回原租赁点

还车。这样一天下来租金也不少，每天上下班，一个月下来都能自己买辆自行车了。 

李经理（公共自行车管理服务公司）：据我们统计，租车一小时免费期间内还车的占租

车人群的 90%以上。这说明大多数人都是快借快还，免费用车，自行车的利用率还是挺高

的。可车用得多损耗也大，今天车锁坏了，明天显示屏黑了，修修补补是笔不小的开支，再

加上其他运营成本，政府补贴资金和收上来的那点儿租车钱根本就不够！ 

赵先生：我几乎每天都骑公共自行车上班。不过。由于小区边上的租赁点规模较小，锁

桩不多，晚上加完班回来，站内的锁桩都停满了，就只能把车骑到其他站点还掉，回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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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得不走上很长一段路。再一个，我发现公共自行车普遍存在部件损坏的问题，大部分车

辆轮胎不够气，骑起来特别费力，还有的车座不结实，车轮不稳固。早上起晚了点，站点内

就剩下几辆坏车了，有时甚至连坏车也没有了。 

吴师傅（公共自行车管理服务公司维修工）：还有一个问题，平均每天，每个站点都会

出现 10 多辆未锁好的自行车，这能不丢车吗！ 

任主管（公共自行车管理服务公司）：在实际运营中，确实出现了许多还车失败的现象，

就是车推到桩上但未锁好，下一位市民借车时不用刷卡就能将车取出，这让“顺手牵羊”变

得轻而易举。另外，还出现了持卡借车不归还，擅自占用公共自行车的不文明现象。自 2011

年底开始，截至目前，投入运营的公共自行车，已有 200 余辆丢失。 

庄女士：租赁站点设在居民小区的门口或者小区内部很重要。现在自行车租赁站都设在

了各个地铁、公交站点，而最重要的“起点”——许多居民的家门口却没有站点，这样很不

科学。 

 

材料 7 

“生态消费就是节约用电，用峰谷电呀！”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大妈一边填写问卷一边认

真地对调查员解释到。这是某市进行的“生态消费现状调查”中的一幕。 

生态消费是一种绿色的消费模式，它是指既符合物质生产的发展水平，又符合生态生产

的发展水平，既能满足人的消费需求，又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的消费行为。 

通过调查可以发现，目前该市市民的生态消费意识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对购买生态产

品的认同度高达 87.6%；在节约用电方面，有 52.1%的消费者会选择节能电器，78.3%的消

费者有随手关灯的习惯，有 60.2%的消费者认为夏天应当适度使用空调；在塑料袋的使用

调查中，有接近 70%的消费者选择尽量少用塑料袋，有 52%的消费者在买菜或到超市购物

时自带购物袋；在低碳出行方面，有高达 81%的消费者表示会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而从不同人群情况来看，年长者和已婚者对购买生态产品的认同度显著大于年轻者和未婚

者。 

本次调查也发现了消费者对生态消费在认识方面还存在一定偏差。例如，消费者对生态

消费的“健康”和“环保”属性重视程度较高，但是对“循环利用”和“节约资源”的重视

程度相对较低。调查还发现，目前有 56.53%的消费者认为生态商品的价格太高。也有消费

者指出，现在市场上有些所谓的“生态产品”，仅仅是炒作一种时髦的概念，其产品质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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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真正体现“生态商品”的价值，“生态”往往成为企业促销的幌子。 

通过此次调查，我们还不难认识到，生态消费既是人们共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过程，

也是持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不竭动力。只有人们掌握了生态消费的知识，形成了生态消费

的理念和意识，并最终改变既有消费模式，我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才能真正让我们的家园天蓝、

地绿、水净，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