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信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           公考辅导网 www.china-gwy.com 

第 1页 

2019 年辽宁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注意事项 

1．本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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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

无效！ 

4．待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老师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

来留在桌上，待监考老师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资料 

1.黄大发，1935 年 11 月出生，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团结村半坎组人，

1959年 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平正仡佬族乡草王坝大队大队长、

村长、村支部书记，现任团结村名誉村支书。 

草王坝曾缺水严重，村里人去最近的水源地挑水来回也要走两个小时。1958年，黄大

发当选草王坝大队大队长。他许下承诺“一定要想方设法通上水，让大家吃上米饭。”这句

话成了黄大发的人生信条。于是，由公社牵头，村里组成施工队，在黄大发指挥下，开始

修建“红旗大沟”，打通隧道建成沟渠，引来大山背后的螺丝河水。由于资金、技术等原因，

只打通了 116 米长的隧道，水渠后来被废弃。但黄大发并没有放弃，因为他心中始终有一

个念头：我是村支书，有责任修通水渠，解决村里人畜饮水问题，改变贫困现状。1989年，

54岁的黄大发向组织申请到枫香水利站跟班学习水利知识和开凿技术。 

经过多方奔走和申请，1992年底，修渠工程终于立项。第二年正月初三，水渠工程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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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大雪开工。黄大发既当指挥长又当技术员，年近六旬的他总是冲在最前面。在修擦耳岩

段时，一处倒悬的崖壁成了难题，黄大发把麻绳系在自己身上吊下悬崖测量。修渠期间，

黄大发的女儿和孙子相继因病去世，他承受着悲痛，坚守在修渠一线。1994年，水渠的主

渠贯通，河水第一次满满当当地流进草王坝村。 

黄大发带领群众，历时 30多年，靠着锄头、钢钎、铁锤和双手，在绝壁上凿出一条长

9400 米、地跨 3 个村的“生命渠”，结束了草王坝长期缺水的历史，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

件，乡亲们亲切地把这条渠称为“大发渠”，称黄大发为“当代愚公”。 

2.走近辽宁省凤城市大梨树村，远远就能看到在该村花果山的最高峰矗立着一座 9.9

米高的“干”字碑，这是大梨树村的标志性建筑。大梨树村老书记毛丰美曾说：“9.9 米高

意思是要‘久干’，富了也不能忘了干。”这就是毛丰美提出的“苦干、实干加巧干”的“干”

字精神。 

40 年前，大梨树是辽东山区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全村人均年收入不足百元。“干

就有希望，不干就没有出路！幸福不会从天降，只有甩开膀子加油干！”在老书记毛丰美的

带领下，大梨树人凭借一股滴水穿石的韧劲，硬是把一个又一个不可能变为现实。 

开发荒山修造梯田、建设万亩果园，发展生态农业旅游，推动农工商贸齐头并进……

毛丰美领着大梨树村人“干”出了一片新天地，走上了富裕路，大梨树村一跃成为“辽东

第一村”“全国文明村”。 

毛丰美没日没夜地干，硬是把一个穷山村“干”成了富裕村。村里经济发展好、村民

生活好，上级领导都看在眼里，要提拔毛丰美当乡长，他拒绝了。后来又要选他当主管农

业的副县长，离不开大梨树村的毛丰美还是婉言拒绝了。毛丰美主动放弃提拔的机会，甘

愿和乡亲们一道致富奔小康。 

“决不能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过日子，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党的十八大以来，大梨

树人开启了“二次创业”的新征程：一产上求“新”、二产上做“深”、三产上提“质”，打

造以旅游为核心、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模式，推动新一轮富民强村的进程。 

毛丰美的儿子毛正新说：“‘干’字精神融入父亲的一生。我四岁时，父亲正带领大梨

树村村民创业，披星戴月地干、日复一日地干。家对于他是陌生的，也是亲切的；我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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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陌生的，也是亲切的。我小的时候贪睡，很难跟父亲见面，我不知道父亲什么时候起

床什么时候回家。 

3.李保国，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南林学院农学博士。1981 年，李保国大学毕业后留校

任教，椅子还没有坐热，他就响应学校号召扎进太行山，搞起山区开发研究。他 30多年如

一日，扎根太行山，以大山为家，以百姓为友，每年深入基层 200 多天，尽职尽责地为山

区百姓服务，让 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 10万农民脱贫致富，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把毕

生心血奉献给了太行山脉。 

因为常年奔波，生活没有规律，再加上高强度的工作，李保国先后患上了重度糖尿病

和重度疲劳性冠心病。平日里，李保国开车往返奔波，他的妻子郭素萍就坐在副驾驶的位

置，替他接电话、打电话，到基地，把药准备好，看着他吃下去。 

“我阻拦不了他继续拼命，只能跟在他的身边照顾他。出门我一般都带够一周的药量，

有时候事儿连成串儿，超过一周了，就得回保定取，然后坐火车再赶回去。”回忆往事，郭

素萍说。 

“在家多休息吧！别这么拼命了！”周边的人也纷纷劝李保国。郭素萍也劝，总是催他

上医院，可他却说：“人活着时要有事干，没事干，不就精神空虚吗？你不知道我在底下跑

着有多享受。” 

熟悉李保国的人都知道，他的手机 24 小时开机，通讯录里超过三分之一的号码是普通

农民的。无论何时何地，哪位素不相识的农民打来电话，他都会耐心地接听解答。 

“井陉核桃”“曲阳核桃”“平山苹果”……在李保国的手机通讯录里，有很多奇怪的

名字。“这些都是农民打来的电话，实在听不清他们姓名，就这么先记下来。不管认识不认

识、果园规模大小，只要咨询到李保国头上，他就没有糊弄过，都是真心实意地帮着解答、

帮着管理。”郭素萍说。 

李保国扎根太行山区 35年，把自己变成农民，把农民变成致富专家；他攻坚克难，用

科技的力量让穷沟变富，让荒山变绿；他把家搬到了大山里，为拿下扶贫攻坚最难啃的“硬

骨头”，找到脱贫致富的“金钥匙”，矢志不渝，久久为功；他置小家于不顾，以一名共产

党员的责任心和担当精神，无私无悔地奉献在扶贫攻坚的前线，直到 2016 年 4 月 10 日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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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不幸去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

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向前。”我们党在长期奋斗历程中形成的

优良传统和伟大精神，不断激励着中国人民攻坚克难、努力奋斗。 

4.简陋的小土屋、粗糙的小木桌、一盏煤油灯、几个矮木墩、一方红泥印，40 年前，

小岗村 18 户村民在这里立下生死状，摁下“红手印”，以一纸大包干契约，拉开了中国农

村改革的大幕，写就了波澜壮阔的时代故事。 

小岗村位于安徽省凤阳县东部，隶属小溪河镇，距京沪铁路 5 公里，距省道 307 线 7

公里，距明光、临淮两个淮河航运码头均 20公里。但这些看似方便的交通网络说明不了任

何问题，因为在 1978 年之前此地一直为饥饿和贫穷困扰，是当时全县有名的“吃粮靠返销、

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三靠村”，每年秋收后几乎家家外出讨饭。 

1978年，在“不准分田单干”“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三令五申中，小岗村 18户村

民以“托孤”的形式，立下生死状，按下红手印，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了“包产到户”，

签订大包干契约，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小岗村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束缚生产力的生

产关系一经变革，很快就唤醒了沉睡的大地。这也让大包干带头人之一的严俊昌感到，生

产队长比以前好干了。“每天天不亮，家家户户就下地干活了，不用操一户的心。”实行大

包干后的第一年，全队粮食总产量达十几万斤，相当于 1955 年至 1970 年粮食产量的总

和…… 

把选择权交给农民，由农民自己决定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尽管曾经有过激烈的争

论，但这一理念一直被秉承，并驱动了中国农村更大范围的改革。小岗村的星星之火，迅

速燎原全国，“小岗精神”，也成为追求梦想、敢为人先的代名词。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改革的深入，小岗村坚持以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为主线，

持续深化农村改革，有序推进土地流转，放活经营权，着力调动农民群众积极性，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活力。 

如今，走在小岗村的友谊大道上，两侧的商店鳞次栉比，让人目不暇接。同为大包干

带头人的严金昌和关友江，在相距不远的道路旁边分别开起了农家乐，仅此一项每家年收

http://www.china-gwy.com/


科信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           公考辅导网 www.china-gwy.com 

第 5页 

入就能达到十几万元；作为村里最早进行土地流转的农户之一，严金昌家的 50多亩土地除

了分给 6个孩子外，剩余的一次性流转给了上海一家公司。 

从 40 年前的“分田单干”，到现在的土地集中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在一些人看来，

小岗村似乎又回到了原点。但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小岗村村民。“当年大包干，是为了吃

饱肚子；现在流转土地，是为了致富。”75 岁的严金昌说，分与合只是形式的不同，其内

在追求一脉相承。 

2016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小岗村考察，在小岗村“当年农家”院落，了

解到 18 户村民按下红手印的情景，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

一声惊雷，成为中国改革的标志。” 

5.2018 年是深圳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年的变化，让一个小渔村变成如今的国际化

大都市，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同时享有“设计之都”“时尚之都”等美誉。 

1979年 4月，广东省委提出，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

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1980 年 8 月 26 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批准设置经济特区，并

通过《广东省经济特区暂行条例》，经济特区在中国正式诞生。有外电惊叹道：“中国大变

革的指针正轰然鸣响。” 

“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984年，邓小平首次来到深圳，为经济特区的发展和全国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经济特区

的尝试率先在蛇口工业区 2.1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疾行。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1981 年底，这个巨型标语牌矗立在了蛇口工业区

最显眼的地方。这一口号出现在 35周年国庆游行的彩车上，被亿万中国人叫响。 

在石破天惊中实现突进，在敢为人先中寻求突破，特区的“特”就体现在“闯”上—

—第一个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工资制度、第一家外汇调剂中心成立、第一家股份制保

险企业创办……40年来，深圳创出约一千个“国内第一”。 

2012年 12月 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后离京考察，首站即来到深圳的前海。

“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在这片改革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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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习近平总书记向世人宣示了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坚定信念。 

6.改革开放 40 年，我国在发展经济同时，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着力抓好重大制度创新，着力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各项便民、惠民、

利民举措持续实施，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 

“经邦有术，持之以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目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居乐业。A市 B

区创新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显著成效。 

B 区政府在社会治理中发扬改革创新精神，积极应变，主动求变，运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学技术，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和水平。 

不久前，刚从大学毕业的小李打算创办一家小型科技公司，实现自主创业。但是，他

对公司注册等流程不熟悉，就想起社区里张贴的“网格员兜底办”的服务内容，于是联系

到所属社区的网格员。网格员立即通过“不见面审批”流程，在“政务通”平台为小李进

行了营业执照全程电子化注册登记。网络的另一头，审批人员确认资料无误后即出具营业

执照、备案和刻章。当天下午，小李到区政务服务中心顺利领取营业执照及公章、完成银

行开户并办理税务登记。“原来可能需要个把月办完的流程，现在一个工作日之内就办完了，

比想象中方便高效得多！”小李对于“政务店小二”服务十分满意。 

不仅创业的小李感受明显，全区的 80 万群众也是直接受益者，“原来每个单位都有自

己的帐号，用起来很麻烦，现在没有了这个烦恼，关注一个 APP就够了。”家住幸福社区的

罗阿姨说，前段时间她感冒咳嗽，在家打开手机上的“政务通”APP 就预约成功了，凭二

维码到医院扫码签到即可完成挂号，身边的家人朋友也都从“政务通”上获得各种政务服

务和生活服务。 

目前，全区“政务通”APP 客户端已整合全区各级政府工作机关和公共服务机构，接

入了 108 个功能模块，集成了 880 项行政审批服务、124 项公共服务、106 项便民服务、9

项公益服务和 10项资讯服务，有效破解了原有服务平台分散等问题，形成行政、公共、公

益、便民、资讯“五位一体”的集成化移动网络服务平台。24小时在线智慧生活服务，让

群众随时随地享受到优质高效的服务，亲身体会科学管理带来的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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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区在推进社会治理中，还抓准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解决基层问题这个切入点，发动

群众参与治理，将村居（社区）平安志愿者、村居（社区）法律顾问、物业管理人员、离

退休老干部以及热心群众纳入网格服务队伍，发动大家一起开展帮贫济困、法律服务、民

事调解、环境整治等服务工作，为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B 区在公务员和社区干部中强化公仆意识教育，弘扬敬业奉献精神。在实现各部门信

息互联互通、资源整合共享、工作协调联动同时，把“键对键”服务与“面对面”服务结

合起来，要求基层公务员和社区干部深入群众了解情况，“工作围着民意转、干部围着百姓

转”，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及时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矛盾和问题，零距离

服务群众，避免“网络虚拟服务”与面时面服务脱节。 

目前，全区从基层治理矛盾最突出、改革呼声最高和人民需求最迫切的问题入手，通

过增强公仆意识和创新服务理念和手段，初步构建起了政务服务、基层治理、社会救助、

生活服务、公共安全为一体的基层政务服务体系和模式。 

作答要求 

一、概括资料 1、2、3中典型人物的特点。（15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 250字。 

二、根据资料 4、5，谈谈你对“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解及其现实意义。（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深刻，不超过 350字。 

三、根据资料 6，以 B 区政府名义，就该区创新基层社会治理的做法和经验编写一期

简报。（25分） 

要求：符合“简报”的写作要求，400字左右。 

四、围绕给定资料中体现的“中国精神”，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主题明确，内容充实，结构严谨，语言流畅，不准照抄照搬给定资料，1000～

1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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