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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 

（地市级以下职位） 

满分：100 分    限时：150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 40 分钟，作答 110 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依次作答。 

4.请在申论答题卡上作答，在草稿纸或其他地方作答一律无效。 

5.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海洋是人类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源。海洋资源包括旅游、可再生能源、

油气、渔业、港口和海水六大类。我国海域内，有海洋生物两万多种，其中海洋鱼类 3000 多种。天然气资源量 14 万亿

立方米，滨海砂矿资源储量 31 亿吨，海洋可再生能源理论蕴藏量 6.3 亿千瓦，海洋石油资源量约 240 亿吨。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和人口数量的增长，全球海洋污染愈益严重。海洋污染的治理难度非常大，特别是

像渤海这样的内海，海水封闭性强，自身交换能力差，一旦污染，它的自我更新周期至少需要 15 年。渤海素有我国“鱼

仓”、“盐仓”和“海洋公园”的美誉，但近 30 年来污染加剧，情况堪忧。调查显示，1983 年渤海鱼类有 63 种，2004

年只有 30 种，带鱼、鳓鱼、真鲷、银鲳等几乎绝迹。2000 年至 2007 年，渤海发生赤潮灾害 87 次，累计赤潮面积 2.05

万平方公里。 

2001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由国家环保总局、国家海洋局、交通部等有关部门和天津、河北、辽宁、山东四省市联合

制定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以下简称《碧海计划》），旨在促进渤海近岸海域海洋环境质量的改善，努力实现海洋生

态环境良性循环。《碧海计划》总投资 500 多亿元，实施项目 427 个，主要包括城市污水处理、海上污染应急、海岸生

态建设、船舶污染治理等内容。实施区域包括天津、河北、辽宁、山东辖区内的 13 个沿海城市和渤海海域，以每五年

为一个阶段实施。近岸海域环境保护拟分阶段推进，分为近期、中期和远期目标。2001 年至 2005 年要实现的近期目标

是：渤海海域环境污染得到初步控制，生态破坏的趋势得到初步缓解。 

科学调查与监测结果证明，陆源污染对渤海威胁最大，入海河流流域周边的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药及化肥污染

是三大陆源污染源；此外，船舶石油产品泄漏、海上石油开采和海水养殖中的添加剂也会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在近期

治理阶段，为遏制陆源排污，做了大量工作，但我国四大海区中，渤海沿岸超标排放的入海排污口最多，比例高达 90%

以上。渤海沿岸有分属在三省一市的 13 个城市，渔、盐、农、航运、石油、旅游、工业等众多行业在渤海进行经济开

发活动，海洋、环保、农业、交通等政府管理部门以及三省一市地方政府又各自具有相关的管理职能，因此，很难进行

海陆一体化的综合治理。有人戏谑这是“群龙闹海”——“海洋部门不上岸，环保部门不下海，管排污的不管治理，管

治理的管不了排污。”众多主体分享渤海的环境效益与经济效益，这就使渤海成为典型的“公地”，直接影响沿海地方

政府治理的积极性，造成治理工作效率低下。《渤海计划》只是一个政策性文件，不具有法律强制性效应，执行过程中，

难以借助法律手段实现管理体系、监测体系、投资体系、统计体系、评价体系的对接统一，这也直接影响了治理的效果。

有关权威部门发布的 2004 年渤海环境质量公报显示：“污染范围比上年扩大。未达到清洁海域水质标准的面积约 2.7

万平方公里，较上年面积增加约 0.6 万平方公里，占渤海总面积的 35%。其中，轻度污染、中度污染和严重污染海域面

积较上年分别增加了 44%、56%和 57%，污染程度明显加重。近年来的连续监测结果显示，进入 21 世纪以后，渤海环境

污染仍未得到有效控制，轻度、中度和严重污染海域的总面积呈上升趋势。”显然，《碧海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如期实

现。但是很多专家也指出，不能否定实施《碧海计划》的积极意义，它毕竟为其后《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

年）》的制定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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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国务院批准了《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08～2020 年）》。规划确定了加强重点环节和关键领域保

护与防治，建立渤海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系统；面源点源治防联动，建立陆域污染源控制和综合治理系统；全面实施节

水治污战略，建立流域水资源和水环境综合管理与整治系统等五大主要建设任务，体现了渤海环境保护任务的综合性、

战略性与长期性，并强调在海洋开发过程中，全面推进节水、节能、节地、节材和综合利用，确保引进项目为低消耗、

低排放、低污染和高效益的企业和产品，促进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利用。 

2.1996 年联合国第二次人居大会提出了“宜居城市”的概念。在现代化城市建设中，首先要考虑经济、文化、社会

环境、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打造良好的人居环境，进而满足居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需求，使城市成为

适宜所有居民工作、生活和居住的家园。 

扼守渤海海口的 W 市曾被联合国有关机构授予“宜居城市”称号。W 市为了进一步建设“宜居城市”，准备扩大城

市的“宜居”范围，决定把污染海水的养殖业逐步取消或迁出市区，此项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如 W 市城区东侧的海湾，

以前有成片的养殖区，自从开发附近岛屿为旅游风景区，先前的海水养殖逐渐外迁到了 70 公里以外的外海。最近，W 市

又着手将污染环境的渔港码头搬迁到郊区。渔港码头搬迁后的新址在市区最北端的远遥村。记者看到，村边到处都是生

活垃圾、海产垃圾和建筑垃圾，刚刚下过大雨，污水冲刷着垃圾堆，向大海直扑下来，沙滩脏得没处下脚，海水散发出

扑鼻的恶臭。新码头的修建已经动工，眼下正在用建筑垃圾填海，渔港码头搬迁到这里，引起了当地村民的不满。村民

们说，它们会转移污染，会把这里的海水弄脏，村子弄脏，村里的小渔船也将没有生存空间。另外，远遥村的村民们还

养着几千亩扇贝，等渔港搬来后，这项生产也难以为继了。W 市对海岸环境的整治，是从“景观治理”的角度来搞的，

而市区周边的渔村，没有主打的旅游项目，常年以传统的渔业、海水养殖业为经济支柱。“远遥村的人也是 W 市人呀，

他们什么时候也能过上‘宜居’的日子？” 

W 市所辖的银滩自然环境优美，于 2002 年 11 月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 4A 级旅游区。银滩开发初期的定位是建一个旅

游区，后来外省某大油田在此处投资 4 亿元买地盖房，准备将 4000 户油田职工家属搬迁过来。紧跟着，又有几家石油

化企业也来开发房地产，盖楼卖给自己的职工，相关石油、石化产业也准备搬迁过来。大喜过望的 W 市提出口号：“把

银滩打造成不出石油的石油城！”据称，如果这些油田所开发的楼盘全部售出，可以安置 60 万人，现在整个银滩开发

区大约只有 2 万居民。银滩管委会宣传科科长告诉记者：“某大油田投资 5 亿元，正在银滩以北建一个工业园，已经奠

基了。” 

W 市今后怎样发展，怎样建设“宜居城市”，引起社会的极大关注。很多市民认为，这里的城市建设年年上项目，

名气越来越大，收入肯定越来越多，前景应该看好。一位出租车司机说，十年前 W 市还破破烂烂的，现在真像个大城市

了，来这儿旅游的人很多了，钱也好赚了。记者问他：“你们就不担心人多了，这里就不再清静了吗？”这位司机说：

“挣不到钱，怎么生活，光清静有啥用？” 

3.兵库县是日本重要的工业区和港口区，沿海岸线的许多地区，工厂林立，许多海岸都被砌成了高大笔直的混凝土

大坝，而这些工厂所在的陆地，很多都是填海形成的。20 世纪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人口迅速增加，国土面积狭小

的日本开始规划填海造地，从 1945 年到 1975 年，日本政府总计填海造地 11.8 万公顷（相当于两个新加坡的面积），并

统一进行工业布局，将炼油、石油化工、钢铁和造船等资源消耗型企业配置于东京湾以南的沿太平洋带状工业地带上，

使原料码头与产品码头成为工厂的一部分，减少中转运输费用。日本有关专家指出，港口与工业区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布

局不仅使能源消耗量大的钢铁、水泥、制铝、发电和汽车业等成本下降，促进了这些行业以及造船、机械和建筑等工业

部门的发展，而且使以石油为原料的石油冶炼、石油化学、合成纤维、塑料制品和化学肥料等工业飞速发展。据统计，

占日本国土总面积 31%的临海地带，汇集了全国 52%的人口和 58%的工业产值。 

在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大肆填海造地发展工业经济，也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后遗症。最明显的问题就是海洋污染，

很多靠近陆地的水域里已经没有生物活动。整个日本的近海海域经历了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严重工业污染，尽管后来

政府立法要求工厂和城市限制排污，情况得到了一些缓解，但要恢复到以前的情况非常困难。由于工厂和城市长期排放

污染物，海底大量滋生细菌，导致赤潮频发。其次是滩涂不断减少。日本环境厅发表的调查数字显示，1945 年至 1978

年，日本各地的沿海滩涂减少了约 3.9 万公顷，后来每年仍然以约 2000 公顷的速度消失。过度的填海还导致日本一些

港湾外航道的水流明显减慢，天然湿地减少，海岸线上的生物多样性迅速下降，由于海水自净能力减弱，水质日益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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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日本政府现在又不得不投入巨资，希望能够恢复生态环境，国家为此设立了专门的“再生补助项目”基金，并且

引导地方政府、居民、企业、民间组织等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改变和修复被破坏的海洋环境。例如 20 世纪 80 年代，地处

神户地区的日本钢铁公司搬走后，兵库县及下辖尼崎市政府马上把工厂空地买了下来，经过 20 年的改造、建设，原来

的大型钢铁厂变成了一块综合性绿地。在治理工作中，兵库县政府还鼓励大家在自己家周围和工厂区种植植物，所有费

用都由政府提供，并且在树木种植之后政府还提供三分之一的管理经费给一些民间公益组织进行维护和管理。当地官员

表示：“我们计划用 100 年来彻底改变和恢复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难怪环保专家这样说：“兵库县堪称‘环保错位’

的典型。”现在，日本的各种海洋环保研究机构正在不断进行各种实验，希望能够找到恢复海洋生态环境的更好的方法，

这些实验包括人造海滩及人造海岸、人造海洋植物生存带等等。经过把各种技术组合起来进行实验，各种小鱼小虾、贝

壳和海洋微生物已经出现在人造海滩、海岸周围，显示着环境的改善。日本专家介绍说：“我们已经感受到这项工作的

难度，这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而且所需要的资金和技术投入是非常巨大的。”关于恢复海洋环境的工作思路，日本

专家表示：“必须充分考虑自然、海洋和人类三者的和谐，恢复生物的多样性的生态环境。” 

4.A 市早在宋代就享有“东海明珠”的美誉。眼下，这里正在打一场保卫“蓝色国土”的扫黑战役。此“黑”非黑

社会势力，而是污染所至的“黑水”。A 市海岸带流淌的黑水是漂染、造纸、电镀等企业排放的废水。J 市与 S 市均为 A

市所辖的县级市。早在 1997 年，濒临海湾的 J 市准备在郊区西滨镇兴建“电镀集中控制区”。当时环保专家对选址作

了这样的评估：“西滨镇位于 J 市城市上风向，地面水的下游，沿岸海域养殖较多，若从环境角度考虑，建水污染型企

业并不适宜。但在 J 市现有的条件中，相对于其他地区，此处还是相对较好的选择。在不增加污染负荷的情况下，选址

还是可行的。”于是 J 市便决意将“电镀集中控制区”建在西滨镇。当时，J 市考虑的只是本辖区的环境尽量不受污染。

至于会不会危及下游 S 市，那是其次的问题。事实上，兴建“电镀集控区”，可能造成一系列严重后果。一是集控区电

镀、造纸、漂染、制革等企业排放的工业废水具有严重化学毒质，对水产资源有毁灭性的破坏。二是 A 市所属的几个海

湾都是内海腹地浅水湾，海水自净能力差，工业污水将随退潮排出，随涨潮返回，难于排向深海。三是海湾一带是省级

蛏苗生产基地，也是红膏鲟、海鳗和虾类的产卵、成苗地，海水污染不仅严重损害上述珍贵水产资源，也给该地区群众

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危害。四是贝类具有附集重金属的特点，受污染贝类上市后影响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为此，省水

产厅发文，明确提出“按环保的条件评估，不宜在 J 市西滨镇设立电镀集控区”。但是，就在为选址争议期间，西滨镇

已经陆续兴建了一些严重污染环境的工厂，使下游 S 市附近的水头村深受其害。水头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蛏苗生产基地，

80%的村民从事水产养殖，正常的年景，全村的养蛏收入都在四五千万元，所缴税款比一些乡镇的数额多得多。自从村

里的溪流注入了来自上游西滨镇的污水，就成了墨汁一般的臭水沟，几千亩滩涂养殖区被污水渗透沉积，已经一片荒芜。

据村民介绍，他们村所受的污染已经有好几年了，蛏苗的养殖面积和产量逐年下降，至 2004 年，全村蛏苗近乎绝收，

经济损失三四千万元。村民们失去了固定收入，年轻人被迫外出打工。多数人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癌症患者呈逐年上升

趋势。省渔业环境监测站对滩涂养殖区蛏苗死亡原因进行监测的结论是：受蛏苗培育区内海水中高浓度铜的影响，其他

超标污染物铅、锌、挥发酚、多氯联苯等也起了协同作用，这也是培育区内水质、底质环境逐年恶化的结果。 

2006 年 1 月，A 市人代会通过《关于加强近海水域环境污染治理的决议》，确定将“A 市近海水域的污染整治”列为

政府必须无条件完成的一项“铁任务”。《决议》内容简洁明了，几乎一句话就是一个措施和目标：市政府组织开展近

海水域环保状况勘察调查，制定年度治理计划；加快环保基础设施建设，控制近海陆源污染物排放；加强环境监管，巩

固治理成效；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征收超标排污费；监督企业完善治污设施并保证正常运行，确保达标排放；

落实县（市、区）长环保目标责任制和重点乡镇领导干部环保绩效考核制度，督促本地区污染源治理。2 月市政府通过

了市环保局主持编制的《A 市近海水域污染专项整治方案》。3 月有关部门完成了全市近海水域的污染源调查。4 月市政

府出台了对近海海湾沿岸进行综合治污的具体规划。5 月，市人大、政府几位领导同志到 J 市、S 市检查整治工作。据

悉，J 市计划 5 年内投入 24 亿元用于近海水域污染专项整治。除了保证资金的投入，目前，J 市即将完成对 23 家污染

企业的在线监控，污水处理厂首期 4 万吨规模的厂区土建工程已经完成。年内拟试运行，市中心区的生活污水有望得到

妥善处理。最令人鼓舞的是“西滨镇电镀集中控制区”项目已被市政府彻底否决，污染源头将被切断。S 市政府也出台

了“专项整治方案”将全市 70 家企业列入污染源监控名单。市政府还计划在四五年内投入 3.4 亿元用于海水治污，并

将在今后 5 年内逐步淘汰全市的畜禽养殖业，尽力减少污染源。该市政府呼吁，对一些重污染企业将要拿出“壮士断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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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勇气，如此作为，方可保证将整治工作“进行到底”。 

5.天津地处环渤海中心，拥有 153 公里的海岸线，其中滨海新区是海洋开发的主要地区，在临港工业区的施工工地，

记者看到，一根硕大的管道将几公里外港口疏浚航道的泥沙源源不断地抽吸过来，在这里吹填造陆。工程负责人：“这

样做的话既疏浚了航道又进行了吹填造陆。”临海工业区总体规范填海造陆 80 平方公里，而工业区在建设之中就始终

坚持科学选址、科学规划、科学围填，目前一期 20 平方公里已全面完成建设，成为国家级现代化的循环经济示范区。

天津临海工业区主任说：“天津的南面污水一直影响到整个滩涂，形成一个浅滩，适合围海，会改造这块的生态环境又

达到发展经济的需要。”那么在这里围海造地，到底有没有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呢？记者注意到在新建的陆地上，原来

被污染的海滩，已经变成了绿洲，草坪、树木随处可见，码头作业区的海水也变得清澈碧绿。 

假日的天津港东疆港区，人们纷纷来到海边游泳度假，孩子们在柔软的沙滩上嬉戏游玩，但谁也想不到脚下金黄色

的沙滩是人造的，沙子是天津港的建设人员千里迢迢特意用船从广西运过来，这又是为什么呢？天津港负责人介绍说：

“东疆港区在建设之初就充分考虑生态环境的要求，港口布局按三大块布置，既有生产区又有物流加工区，还给天津市

民留有十公里的生态岸线。” 发展工业与环境保护融为一体，是天津滨海新区在发展海洋经济上的一大亮点，而在规

划中将陆地与海洋的开发取长补短，有机结合形成互补，则是滨海新区海洋开发的又一特色。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天津

市海洋部门为了鼓励围垦企业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制定了一定的鼓励政策，如“对于企业预留生态岸线，给予使用金的

相应减免”等等。 

三、作答要求 

（一）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20 分） 

1.《渤海碧海行动计划》近期目标难以实现有多方面的原因。请依据“给定资料 1”分别进行概括。（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不超过 200 字。 

2.“给定资料 3”中，环保专家认为“兵库县堪称‘环保错位’的典型”。请结合资料内容，对“环保错位”的实

质进行阐释。（10 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 150 字。 

（二）针对 W 市在进一步建设“宜居城市”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参考给定资料，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具体建议。

（20 分） 

要求：（1）准确全面，切实可行。（2）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 300 字。 

（三）A 市市政府准备大力宣传推进对近海水域的污染整治工作，请你结合给定资料，以市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

草拟一份宣传纲要。（20 分） 

要求：（1）对有关宣传内容的要点进行提纲挈领地陈述。（2）体现政府精神，使全市各界关心、支持污染整治工作。

（3）通俗易懂，不超过 400 字。 

（四）结合给定资料中的具体事例，以“海洋的健康”为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中心明确，事实与观点紧密结合。（2）语言畅达，条理清楚。（3）总字数 800～10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