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图福建事业单位考试研究院  审定 

南平市 2018 年选拔基层党群工作者 

《服务基层综合知识测试》试卷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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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题单项选择题(每题 2 分，共 90 分) 

    (下面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答案，请将所选答案的

字母填写在答题纸上) 

1.【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

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新

成果，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

斗的行动指南，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发展。 

本题正确答案 A。 

【信息源】十九大 

 

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党的十九大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高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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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正确答案 B。 

【信息源】十九大 

3.【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

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

的历史方位。 

本题正确答案 A。 

【信息源】十九大 

 

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 

本题正确答案。 

【信息源】十九大 

 

5.【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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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本题正确答案 A。 

 

6.【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本题争取答案 A。 

 

7.【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

—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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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本题正确答案 D。 

 

8.【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习近平参加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 

本题正确答案 D。 

【信息源】《政府工作报告》 

 

9.【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中等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南平市市长许维泽在

做客央广两会特别节目《谁不说咱家乡好》时说，绿色是南平 大的特

色，生态是南平 大的优势。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几年，南平历

届党委、政府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重要理念，立足绿

色生态优势，在城市建设方面找准突破口，着力打造山水相融、城景相

依的“水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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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正确答案 B。 

 

10.【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人文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南平历史文化积淀深厚，是闽越文化、朱子文化、武夷茶

道文化、齐天大圣文化、张三丰太极文化的发源地。 

 

11.【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南平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武夷新区党工委书记廖俊波同

志 2017 年 3月不幸因公殉职。 

 

12.【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人文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大红袍（中国十大名茶之一）是福建省武夷岩茶（乌龙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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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名丛珍品。是武夷岩茶中品质 优异者，产于福建崇安东南部的武

夷山。武夷山大红袍是武夷岩茶的代表，武夷岩茶的茶王，只有武夷山

才有大红袍。 

 

13.【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为有效破解新形势下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的难题，福建省全

面推广以村里的事党组织要引领，村民要知道、要参与、要作主、要监

督、要满意为主要内容的“六要”群众工作法。 

 

1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人文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寿山石雕属于福州文化。 

故本题选 D项。 

 

15.【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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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 

梅：探波傲雪，剪雪裁冰，一身傲骨，是为高洁志士； 

兰：空谷幽放，孤芳自赏，香雅怡情，是为世上贤达； 

竹：筛风弄月，潇洒一生，清雅澹泊，是为谦谦君子； 

菊：凌霜飘逸，特立独行，不趋炎势，是为世外隐士。 

 

16.【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市情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福建省第一大江--闽江，发源于海拔千米以上的武夷山，

干支流水力资源都很丰富，其中建溪，富屯溪和闽江境内河段是闽北水

源，水力、水运的大动脉。 

故本题选择 A项。 

 

17.【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市情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建瓯市位于福建省武夷山脉东南麓。是中国南方重点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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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区，素有绿色金库之称。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壤肥沃，年平

均温度 18.7℃，年降雨量 1670mm。非常适宜锥栗、杉木、毛竹等树种

生长。建瓯锥栗有较高经济价值，是绿色食品，营养成份高，果实含淀

粉 64.22%、蛋白质 7.63%、脂肪 2.33%、水溶性总糖 12.57%。还含有人

体营养所需的胡萝卜素、微量元素、维生素和 17种氨基酸，其中维生

素含量 30.2-40.8 毫克/百克。其营养价值高于面粉、大米和薯类。可

以生吃、炒食、煮食、清炖食，还可加工制成糕点、代乳粉、巧克力糖、

各种罐头、栗干等食品。 

故本题选择 D项。 

 

18.【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市情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1992 年 12 月，福建武夷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

界自然与文化遗产名录》。 

故本题选择 C项。 

 

1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市情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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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南平是福建革命策源地之一，是福建 早建党、 早举起

武装斗争旗帜、较早建立红色政权的地区之一，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

部分。1926 年 7月就建立了中共建瓯支部，1930 年建立闽北苏区，是

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全市 10个县（市、区）均为原中央苏区和

革命老区。著名的“赤石暴动”就发生在武夷山下，被称为“红旗不倒”

的地方。 

故本题选择 A项。 

 

20.【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物理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海市蜃楼是一种由光的折射产生的现象,多发生在夏天的

海面上.夏天,较热的空气笼罩海面,但是海水比较凉,海面附近空气的

温度比空中的低.来几地平线以外远处的物体的光线,本来不能到达我

们的眼中,但有一些射向空中的光线,由于不同高度空气的的疏密不同

而发生弯曲,逐渐弯向地面,进入观察者的眼睛.逆着光线看去,就感到

了看到了远处的物体。 

故本题选 B项。 

 

2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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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陈璠是宋代的一名官员,曾任宿州太守,在此任上干了五年。

这个人贪婪成性,大肆索贿、受贿,搜刮了无数钱财,家里堆满了黄金珠

宝,但后来,他的贪腐行为败露了,受到了查处,被判处极刑。当陈璠被押

到刑场即将开刀问斩时,他向监斩官索要纸笔,写下了忏悔录:“积玉堆

金官又崇,祸来倏忽变成空。五年荣贵今何在,不异南柯一梦中。”他在

这首诗中表达了悔恨之意,对腐败行为感到惭愧,成了临死前的一种顿

悟:搜刮了那么多钱财,做着那么风光的官儿,一旦事发,这一切都成了

过眼云烟,五年来的荣华富贵,不就是一场梦吗?因此给我们党员的启示

就是要崇廉拒腐，清白做人，干净做事。 

故本题选择 B项。 

 

22.【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国情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近年来，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下列被称作中国的：

“新四大发明”的是高铁、网购、移动支付、共享单车。 

故本题选择 C项。 

 

23.【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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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

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目

标，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是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基本内容。 

故本题选择 D项。 

 

24.【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国情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电影《厉害了,我的国》首次以纪录片的形式正式登陆全

国影院,全面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历史性成就。 

故本题选择 A项。 

 

25.【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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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舅舅与外甥是一组对应关系，B选项中丈人与女婿

也是存在对应关系。 

 

26.【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造句子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三个词可以进行造句子：爆胎会导致事故，事故需

要保险。A选项也可以造句子旱灾导致减产，减产需要补贴。故选 A。 

 

27.【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定义要点“外界输入信息”、“根据自己固有价值体系和情

感好恶解释所接受信息”。A 选项中度日如年未体现外界输入的信息，

只体现了内在的感受；BC选项均只体现外界输入的信息，但为体现“根

据自己固有价值体系和既定的情感好恶来解释”，故排除。D 选项中爱

屋及乌是指喜欢一个人顺带喜欢这个人屋子上的乌鸦，这边体现了外界

输入物“乌鸦”与自己的情感喜好的结合，故符合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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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 

【知识点】人文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赠刘景文》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

首诗作于元祐五年（公元 1090 年），是送给好友刘景文的一首勉励诗。

此诗前半首说“荷尽菊残”仍要保持傲雪冰霜的气节，后半首通过“橙

黄橘绿”来勉励朋友困难只是一时，乐观向上，切莫意志消沉。抒发作

者的广阔胸襟和对同处窘境中友人的劝勉和支持，托物言志，意境高远。 

故本题选择 D项。 

 

2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2017 年 9 月 3日至 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

福建厦门举行，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本

题故选择 A选项。 

 

30.【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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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难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选项 A说法正确。本题中，陷入认识错误并据此处分财产

的并非被害人乙，而是第三人交警丙。也就是说财产处分人与被害人不

是同一人，该情形被称为三角诈骗。本题中，甲通过欺骗交警丙取得乙

的财产，如果认为交警丙对乙的财产有处分权，那么甲成立三角诈骗，

构成诈骗罪；反之，如果认为交警丙对乙的财产没有处分权，那么甲就

不成立三角诈骗，不构成诈骗罪。 

选项 B说法正确。秘密窃取，即以被害人不明知的情况下平和地侵

夺被害人的财产权，在本案中，被害人乙明知自己的财产权受到侵害，

甲并非以秘密窃取的方式夺取财产，因此不构成盗窃罪。 

选项 C说法正确。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

开夺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题中，甲的行为明显不是"乘人

不备，公开夺取"，因此不构成抢夺罪。 

选项 D说法错误。敲诈勒索的行为结构为：行为人对他人实行威胁，

造成对方产生恐惧心理，并基于此恐惧心理处分财产，使行为人或者第

三人取得财产，被害人遭受损失。且威胁是以恶性相通告迫使被害人处

分财产。本题中，甲并未实施恐吓行为，即使被害人是因为恐惧而交付

财产，也不能认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故本题选择 D选项。 

 

31.【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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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意图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二句话指出玫瑰是 复杂的花卉，目前有 200 多个品

种（自然属性）；第三句话指出人们通过杂交获得更美的玫瑰（人为需

求）园艺和商业用途的玫瑰品种一直在以每 5年一批的速度进行着更新

换代； 后一句话总结因为以上两个原因，要识别出一种玫瑰非常困难。

同义替换为 B选项。 

【信息源】2013 年政法干警笔试（河南、宁波）真题 

 

32.【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省情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福建省因为地处亚热带，不会受到寒潮的影响、倒春寒的

影响。寒潮和倒春寒影响的地区分布在北方。 

故本题选择 D选项。 

 

33.【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常识 

【难度】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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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泥石流发生前，河水加大变浑。河水水流突然变大，水流

中夹杂着较多的柴草、树枝，河水变得非常浑浊，这些都是可能发生泥

石流的前兆。或者河水突然断流，可能是上游有滑坡进入河谷，暂时堵

塞河道形成堰塞湖。在这些现象发生时，一定要根据预先制定的防灾预

案，快速撤离到安全地带。沟谷远处传来这样的轰鸣声、突然变得昏暗

并有轻微震动感，说明泥巴石流正在向外流动，要马上离开沟谷，到高

地上去。由此可见，D项说法错误，应向高地跑。 

故本题选择 D选项。 

 

3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常识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脱险自救方法有：一是退入安全区。扑火对（组）在扑火

时，要观察火场变化，万一出现飞火和气旋时，组织扑火人员进入火烧

迹地、植被少、火焰低的地区。 

二是按规范点火自救。要统一指挥，选择在比较平坦的地方，一边

点顺风火，一边打两侧的火，一边跟着火头方向前进，进入到点火自救

产生的火烧迹地内避火。 

三是按规范府卧避险。发生危险时，应就近选择植被少的地方卧倒，

脚朝火冲来的方向，扒开浮土直到见着湿土，八脸放进小坑里面，用衣

服包住头，双手放在身体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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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按规范迎风突围。当风向突变，火掉头时，指挥员要果断下达

突围命令，队员自己要当机立断，选择草较小、较少的地方，用衣服包

住头，憋住一口气，迎火猛冲突围。人在 7.5 秒内应当可以突围。千万

不能与火赛跑，只能对着火冲。 

由此可见，ABC 选项正确，D选项“老人和儿童”说法错误。 

故本题选择 D选项。 

 

35.【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逻辑填空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个空，根据语境可知需要填一个形容发生难以避免的

词，“在所难免”指由于某种限制而难于避免，符合语境。“应运而生”

指适应时机而产生，语义不符，排除 A；“顺理成章”比喻随着某种情

况的发展而自然产生的结果，极少用来形容情绪，搭配不当，排除 B；

“悠然而生”常指某种感情自然而然地产生，常指积极的感情色彩，感

情色彩不符，排除 D。第二个空将“乘虚而入”代入，符合价值观扭曲、

择业观越来越狭窄的消极语境。 

【信息源】2015 年浙江事业单位联考真题 

人民日报《年轻人你的底气从哪里来》 

http://news.163.com/14/0506/05/9RHQ3UCM00014AED.html 

 

36.【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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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逻辑填空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个空，根据文段提示信息“无用的游戏和享乐”“无

用的装点”可知，要填入一个与“无用”语义不矛盾的词，排除 ABD 项

“有意义”“有价值”“有品位”。第二个空将“精炼”代入，符合语境。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周作人《北京的茶食》 

https://wenda.so.com/q/1365354760068090?src=140 

 

37.【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逻辑填空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逻辑填空题， 富饶的意思是富足有余，多修饰

财物。富丽形容宏大华丽。侧重于事物的华丽。富裕，经济宽裕，充裕

丰富，多用来修饰经济。文中是用来对九曲溪的修饰，富足指的是事物

丰富而充足，且和美丽构成并列关系，可以用来修饰九曲溪，所以根据

固定搭配原则，排除 ACD，故本题答案选择 B 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国家语文教科书中的武夷山《武夷撑排人》 

http://www.sohu.com/a/27468709_131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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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逻辑填空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逻辑填空题，恰如，正像，正如。程度高，语气

较重重。彷如，好像，多用来修饰回忆往事。好像，有些像、好似，多

用于口语表达。仿佛，用于书面语，强调二者相似，有朦胧之意，多指

人的心情，也用于想象，常在联想句子里出现。放于此 为合适，所以

本题答案选择 C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天游峰》 

https://www.zybang.com/question/4f4128d97e3eb31e6b3bfdd29

cbf4bde.html 

 

39.【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语句排序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语句排序题， 第一步，观察选项特征，确定首

句。①是每年清明节期间，属于具体时间，②是斗茶话题，④是古代斗

茶之风，出现时间较早，⑥具体谈宋代斗茶之风。确定不了首句。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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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观察句子，②说斗茶始于唐、盛于宋，⑥宋代是一个极讲究茶道的

时代，⑥②均谈论宋代，话题一致，⑥承接②的话题，②⑥捆绑。③提

出斗茶场所，⑤进一步解释斗茶场所，③⑤话题一致，捆绑，排掉 A项

和 C项。④提出斗茶文化内涵丰富，②⑥进一步阐述文化内涵，所以④

②⑥合适。因此，选择 B选项。 

【信息源】2011 年省市联考（贵州/四川/福建/黑龙江/湖北/山西

/重庆/辽宁/海南/江西/天津/陕西/云南/广西/山东/湖南/青海/宁夏/

西藏）《行测》真题 

 

40.【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定义要点“环境中的不良现象放任会诱发人们效仿，甚至

变本加厉”，B 选项中传染病的传递并非是因为“诱发了人们的效仿”

故不符合定义。 

 

4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现期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2018 年南平市农村可支配收入为 14530×（1+9.3%）=15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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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选 B 

 

42.【答案】无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基期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2016 年南平市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故选项

答案有误 

 

43.【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现期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2018 年南平市生产总值为 1632.5×（1+8.5%）=1771，故

答案选 A 

 

44.【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现期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2018 年南平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全市的比重为

4130 3442
1 2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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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选 B 

 

45.【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综合分析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 

A 选项，通过材料可得 2017 年外贸出口增速为 20%，2018 年的增

速为 5%，所以 2018 年的增速比上年明显下降，A选项正确。 

B 选项，材料未告知 2018 年旅游接待总人数的增长率，所以无法

计算 2018 年的总人数，B选项错误。 

C选项，通过材料可知2017年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的增速为10.35%，

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 9.49%，所以总收入比地方一般的增速更快，

C正确。 

D 选项，材料已知 2017 年农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为 9%，城镇可支

配收入增速为 8.5%，所以农村的增速高于城镇，故 D正确。 

故答案选 B 

 

 

第二题  多项选择题（每题 3 分，共 15 分）。 

1.【答案】AB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615 (1 10.6%) 38%
1632.5 (1 8.5%)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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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全党要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

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解放思想，改革创新，锐意进取，埋头

苦干，为实现推进现代化建设完成祖国统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

发展三大历史任务，为决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继续奋斗。故本题选择 ABD 选项。 

 

 

2.【答案】ABC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

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故本题选择 ABCD 选项。 

 

 

3.【答案】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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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出台中央八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坚决反对特权。 

故本题选择 ABC 选项。 

 

4.【答案】ABC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三会一课”是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

党小组会,按时上好党课。 

故本题选择 ABC 选项。 

 

5.【答案】BCD 

【所属考试模块】常识判断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党的建设包括了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

设、纪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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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选择 BCD。 

 

第三题   写作题（45 分，三选一作答） 

1.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青年要勇敢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

开拓者，奉献者，让青春在为祖国、为人民、为民族的奉献中爆发出绚

丽的光彩，请以“奋斗的青春有未来”为题，写一篇文章。要求：观点

明确，见解深刻，联系实际，思路清晰，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字数

800 左右。 

解析：本题是命题作文，直接告诉了我们文章标题，即“奋斗的青

春有未来”标题可分成两部分，对象和角度。第一对象即奋斗的青春，

第二角度即有未来，侧重于对人民、祖国。名族的意义。从题干中我们

可以很清晰的知道什么是奋斗的青春，奋斗的青春是要做勇敢走在时代

前列的奋斗者；奋斗的青春是要做勇敢走在时代前列的开拓者；奋斗的

青春是要做勇敢走在时代前列的奉献者。因此这就是我们文章的三个分

论点。 

文章的行文脉络可勾画为： 

奋斗的青春有未来 

总论点：伟大成就，来自伟大奋斗。伟大人民，勤于伟大奋斗。青

年亦然。在每一代中国青年的“青春志”里，奋斗的责任是共同的

“freestyle”。 

分论点 1：伟大成就来自伟大奋斗。 

分论点 2：伟大成就来自勇于开拓。 

分论点 3：伟大成就来自无私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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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新时代是奋斗青年的新时代，

新征程是青春责任的新征程。山河壮美，坐标已定。挥洒青春热血、焕

发青春活力，这一程、又一程——“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

长，走下去，定能到达！”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乡村振兴是一个可以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迎来

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请围绕“乡村振兴”这主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写一文章。要求：观点明确，见解深刻，联系实际，思路清晰，逻辑严

谨，语言流畅，字数 800 左右。 

解析：本题已告诉了文章的主题即乡村振兴，因此我们只需要围绕

乡村振兴去选取角度即可。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同志 2017 年 10 月

18 日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

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

之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一号文件中李克强总理提出，走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

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文件确定了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目标任务：到 2020 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

策体系基本形成；到 2035 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

代化基本实现；到 2050 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全面实现。 

“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突出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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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

村振兴道路，是谋划新时代乡村振兴的顶层设计。” 

范文：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立政之本则存乎农”。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我们党“三农”工

作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按

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才能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

富。 

第一：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农林牧渔业和种业创新发

展，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坚持提质导向，稳

定和优化粮食生产。加快消化粮食库存。发展农产品加工业。鼓励支持

返乡农民工、大中专毕业生、科技人员、退役军人和工商企业等从事现

代农业建设、发展农村新业态新模式。深入推进“互联网+农业”，多

渠道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第二:全面深化农村改革。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 30年

的政策。探索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改革。改进耕地占补

平衡管理办法，建立新增耕地指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

省域调剂机制，所得收益全部用于脱贫攻坚和支持乡村振兴。深化粮食

收储、集体产权、集体林权、国有林区林场、农垦、供销社等改革，使

农业农村充满生机活力。 

第三：推动农村各项事业全面发展。完善农村医疗、教育、文化等

公共服务。改善供水、供电、信息等基础设施，新建改建农村公路，稳

步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推进“厕所革命”和垃圾收集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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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移风易俗。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大

力培育乡村振兴人才。我们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源泉。农村是根本是

源泉， 艰巨 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广泛 深厚的基础在农村， 大

的潜力和后劲也在农村。让我们以更大的决心和干劲脚踏实地、辛勤耕

耘，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谱写新时代乡

村全面振兴新篇章。 

 

 

3. 社区是城市的细胞，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如何让群众生活和办

事更加方便一些？如何让群众表达诉求的渠道更畅通一些？如何让群

众更平安，更幸福一些？这是社区服务的永恒主题。请围绕“服务”主

题，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要求：观点明确，见解深刻，联系实际，思

路清晰，逻辑严谨，语言流畅，字数 800 左右。 

解析:文章是自由命题，但已经告知主题为社区服务因此只要知道

社区服务是什么在加上角度即可。从题干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了解到，

社区服务就是解决群众的问题，让群众生活和办事更方便，就是倾听群

众，拓宽群众诉求渠道，就是使群众更加幸福。因此学生可以从服务型

政府这块为切入点。 

定义：社区服务是指政府、社区居委会以及数字社区等其他各方面

力量直接为社区成员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其他物质、文化、生活等方面的

服务。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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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区服务不只是一些社会自发性和志愿性的服务活动，而是有指

导，有组织，有系统的服务体系; 

2.社区服务不是一般的社会服务产业，它与经营性的社会服务业是

有区别的; 

3.社区服务不是仅由少数人参与的为其他人提供服务的社会活动，

它是以社区全体居民的参与为基础，以自助与互助相结合的社会公益活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