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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上海市公务员录用考试《申论》试卷（B 卷） 

满分 100 分   时限 150 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与表达能力并重的考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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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要求”依次作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 

4.答题时请认准题号，避免答错位置影响考试成绩。 

5.作答时必须使用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1. 眼下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多半会被这样的户外广告包围着：“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皇家”“至尊”

“国际高尚住宅”等；打开报纸网站，一些充满诱惑力的广告铺天盖地：“尊崇”“正统龙脉”“稀有尊贵生活”“品味，

源自尊贵血统”，伴随着香车美女的巨幅彩照，张扬着奢华与富贵。 

近年来，奢侈品消费火暴，据《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

94 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 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蓝皮书预测说，未来 5 年，中国

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有媒体称，就推动奢侈品业增长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领头羊。 

全球退税公司(GlobalRefund)2010 年 1 月 21 日发布数据称：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 年中国前来法国的游客购

物总额增长率达 47%，共在法国消费了 1.58 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 60%，成为来法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

最多的大客户。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 13%，超过日本人(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中国

游客的主要消费集中在时装，人均消费额为 1071 欧元，且这一局势呈上升态势；从 2007 年的 39%、2008 年的 23.3%，

一直到 2009 年的 4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在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了，人民的生活的确也有了巨大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国人在

富了之后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令人咋舌，让人惶惑。眼下，热衷“住大房、开大车、吃大餐”的人不在少数；出

国游，一掷千金狂购奢侈品的也是大有人在。某大款的儿子结婚时，包下一整座豪华酒楼，一连喜庆数日，婚礼耗资数

百万；有的富人花数万元高价买宠物，声称不要国产的，只要进口的，觉得牵一条名贵犬或者国外犬去遛，狗有身份，

主人才风光；更有甚者，有的富人点一道菜就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不管肚子是否装得下，也不管最后浪费多少，

只要能出风头，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只要能“镇”住与他比阔的人，就觉得有面子。 

2011 年 4 月 19 日，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拉开帷幕，75 款首发车与千辆展车亮相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上海车展上

某款车竟要价 4700 多万元。但令人惊奇的是，越是天价豪车，越有人捷足先登。这款昂贵的超级跑车还未展出，就被

人“先下手为强”订下。在豪车馆 N5 馆里，这辆身价最高的超级跑车停放在展位的最里面，要接近它，至少要经过两

道围栏。这款在全球只发售 77 辆的豪华超级跑车，中国地区的配额只有 5 辆，而这些限量车已被全被预订掉了。 

波士顿咨询事务所 BCG 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在 5 至 7 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市场。该事务所调查分

析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 25 至 35 岁年

龄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显。在全球消费者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时代，中国富人成为奢侈品“最后的堡垒”；

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品质并不那么“高档”的商品，存在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发现，

中国富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性”和“冲动性”，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近年来全球高档奢侈品商都将未

来几年赚大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2. 最近人民网一则报道称：《重庆时报》转载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 15 倍，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新

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 15 倍”是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东

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在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大开发、

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异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依然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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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 20%家

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 1.3%和 0.3%。 

3. 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

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

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 年 5 月，在北京打拼了 5 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

士说：她结婚 3 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来 50 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候的赞助 20 万元，这

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

人托、入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的房价还不太高。70 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2006

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刚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上

广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

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比例了。”2010 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 4 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

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 4000 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

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

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

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

来，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由于竞争激烈，他们生活在窘迫与不安之中。 

4. 广西新闻网有则令人震撼心酸的报道：19 个孩子在危房中上课 4 年，坐在棺材上写作业。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

九渡乡九天小学加伦教学点，位于大山深处，徒步出山往返一趟至少需要 4 个小时。2007 年 3 月份以前，该教学点曾有

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学校，但作为危房拆除，新校舍迟迟未能建起来。九天小学只好以每学期 100 元的价钱，租用了村

民一间四面透风的“教室”，一名老师带着 3 个班共 19 个孩子，一教就是 4 年。由于地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稍一用力踩

踏，腐朽的木板就会断裂，卡伤孩子的脚。当地村民称，曾经有个孩子从教室内坠落羊圈，所幸未受重伤。教学点没有

配备课桌椅，前来就读的学生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桌椅。因此，教室内的课桌椅也是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房东家有一

位 80 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媳妇为其打造了一口棺材。为了解决没有课桌椅的问题，房东索性把老母亲的棺材也贡献

出来，暂时给孩子们当板凳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1978

年，我国贫困人口为 2.5 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 3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

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 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 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

到 2010 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 2688 万人。 

近期中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国际标准一般在日均 1.5-2 美

元。根据目前汇率，这个比 2009 年提高了 92%的标准，相当于日均 1 美元。按照 2300 元的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数将

增加约 1 亿人。 

5.《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

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

愚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炫富”现象。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像有人花了 600 万元买一块宝珀表，还有人

用 1000 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 30 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她用 400 万元买

了这只狗，并且表示也会花大价钱来养它，每天至少给她的狗喂 10 瓶矿泉水，让狗住在温度不超过 17 摄氏度的空调房

间里，吃的食物主要是鸡肉和牛骨汤。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这批人大都二十多岁，

他们被认为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就通过继承获得了大量财富，被称为中国的“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靠父

母在中国 1978 年实行市场经济后赚到的大把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比如，那名用豪华车队接宠物狗的女子就对媒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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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有位社会评论

家指出，“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像最近被创造出来的一个新词“愤富”就

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一阶层粗俗的炫富行为的态度。 

“炫富”现象还会扭曲人们的成功观。有位名人就曾公开宣称：“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

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

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6. 有些专家提出“社会焦虑感”的概念，“社会焦虑感”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浮

躁，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

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的生存缺乏保障，而富有者也可能忧虑自己的财产

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如一。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

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长期物质生活上匮乏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 

这种社会的焦虑在更深层次上涉及一种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

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

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他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

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舞斗志，摆脱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

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满足感。 

7. 建国初期，前身为华东军区特务团辎重连的八连，开进了昔日的“冒险家的乐园”，执勤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

从战场到“十里洋场”，脚穿草鞋的八连官兵时刻铭记“两个务必”，经受住了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样严峻的考验，身

居闹市，一尘不染，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爱民之师的崭新形象。“好八连，

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1963 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凌晨，一夜未眠的毛泽

东同志看到了“好八连”事迹报道，挥笔写下这首后来名扬天下的《八连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一个连队

题词并写下颂歌。他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星移斗转，伴随着大 E 海的沧桑巨变，“好八连”官兵早已告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如

今，走进八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军营：设施一流的多功能俱乐部，藏书 6000 余册的图书室，每 3 人拥有一

台电脑，宿舍有电视，饭堂有空调、消毒柜、烘干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生活条件在变，但有一种精神在“好八

连”从未改变。 

艰苦奋斗是八连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精神早已渗透进八连一代代官兵的血脉里。如今，象征八连勤俭节约好传统的

理发箱已传到第 34 代，木工箱、补鞋箱已传到第 33 代。在八连，连队电话亭边印有“时间就是金钱，请珍惜分分秒秒”

的提示语；电脑打印机上，贴有“每人节约一张纸，希望小学的学生就多个练习本”的字条；饭堂墙壁上，悬挂着“谁

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警句。 

有专家指出：“好八连”是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光辉典型，是全国军民拒腐防变、艰苦奋斗的一面大

旗。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好八连”的旗帜总是飘扬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给人以信心，给人以

力量。也有专家评论说：“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鲜艳的旗帜，如同东方明珠、世纪大道一样，已被上海人民视为这座

城市闪光的名片。 

8. 贫富差距的拉大强化了人们向上的社会比较心理，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强，尊严感、满足感降低。许多研究成

果和客观事实表明，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又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能够

对比的条件有限，所以，增加收入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使人更

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提升自己的富足感。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共同财富的剧增，个人收入虽

然普遍提高了，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

经济研究院有关专家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 0.47，“我国

基尼系数在 10 年前越过 0.4 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

动工资研究所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 3.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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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最高在 2 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关 15 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

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中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 18 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 128 倍。 

9.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

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

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

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

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

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

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竖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

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10. 比尔·盖茨 1975 年创办微软，不到 20 年即于 1994 年登上福布斯全球首富之位。在之后的十几年里一直蝉联

此位，成为梦想的象征及全球追逐财富者的偶像。比尔·盖茨 2006 年声明退出微软一线管理事务，在隐退之前，他对

他的巨额财富盖棺论定：“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积极的方式回馈社会。”此时已经很难分清，

究竟是比尔·盖茨用巨额财富回馈了社会，还是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态度构成了更大的社会财富。 

社会学家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的总和，但从财富到文明，并非仅通过财富的累积即可步入文明社会。

从比尔·盖茨身上，我们亦看到了两种财富态度。在累积财富之时，比尔·盖茨的财富以及商业投机行为。“总是让人

想起以前的强盗式贵族”，关于微软的垄断争议，至今未怠，在前些年他经常被批评为富不仁。纵然富甲天下，却不见

得就能安享财富。在走出微软之后，被《财富》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比尔·盖茨，“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

为了全世界的贫穷百姓与政府和企业作斗争”，盖茨说：“我会同那些幸运地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其他人谈谈，告诉他们如

何将财富返还给社会。”走出一己财富的比尔·盖茨，才真正懂得了如何运用财富。 

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千金散去，财富归于社会，而又臻于文明，正是财富累积的正道。比尔·盖茨希望自己

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使个人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文明之沧海，诚所谓沧桑正道。而西方文明早在慈善的事业中孕

育了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11. 现在的社会有一种物质财富至上的现象，即使是青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精神文明追求，这样的人固然

走不远。然而，对于有精神追求的人，也必须有一个告诫：千万不要看轻物质财富的作用，到底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精

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理解透彻。而在透彻理解两者之前，过早否定物质财富的作用，可能会遭到反噬；或者轻易

成为物质的牺牲品，或者成为进一步贪图物质财富的人。 

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争执，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胜负很难说。自以为倾向精神为主的人，很可能他还没有遇

到真正的物质财富，如果有数量够大的诱惑，很可能抗拒不了。自以为倾向物质财富为主的人，也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

真正的精神。也许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精神文化高度丰富的人，即使全世

界的物质财富堆积在面前，他也会弃之如敝屣，丝毫不动心。 

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提高。增加文化和精神的供给，增强软实力，将增进社会整体幸福的导向。党的十七届六中

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

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

民的热切愿望。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

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

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三、作答要求 

（一）概括“资料 6-9”的主要内容。(10 分) 

要求：语言精练，层次要点清楚，字数不超过 200 字。 

（二）《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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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

亦愚哉。”请将这段话译为白话文，并简要概述这段话给你的启示。(15 分) 

要求：语言简明扼要，观点鲜明准确，字数不超过 300 字。 

（三）结合“资料”，回答下列问题。（20 分） 

1.结合“资料 3”，分析一些青年人才“逃离北上广”的主要原因。（8 分） 

要求：分析条理清楚，语言流畅，简明扼要。字数不超过 150 字。 

2.参考“资料 1”和“资料 5”中有关消费现象：①用一句话对“过度消费”作名词解释；②概括其特点；③指出

其危害性。（12 分） 

要求：分析条理清楚，观点明确，语言流畅，简明扼要。字数不超过 250 字。 

（四）结合“资料”，就“富了以后怎么办”提出对策。（15 分） 

要求：观点明确，语言流畅，对策可行。字数不超过 300 字。 

（五）阅读“资料”，以“财富”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3)

总字数 800～10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