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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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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78 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平均达到 9.8%（人均 GDP 平均增长率超过 8.6%）,是世界同期经济增长速度的

四倍，经济规模在 30 年内翻了四番。2010 年第三季度中国 GDP 总量超过 1.33 万亿美元，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

界第二。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是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外资吸引国和重要资

本输出国。2010 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比 1978 年增长 144 倍。外汇储备 1978 年仅有 1.67 亿美元，目前已经突被 3

万亿美元。1998 年—2008 年，中国大学入学率平均每年增长 20%，是同期中国 GDP 增长率的两倍。中国大学在校生数量

世界第一，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中国高铁创造了 480 多公里的世界最快速度，中国的大飞机项目正在加速研制中，

中国的“天河一号”计算机也是世界运算速度最快的。中国载人潜水器“蛟龙”号成功深入 5188 米海底，创造了中国

载人深潜新的历史。“神舟八号”与“天宫一号”交会对接成功，为中国突破和掌握航天器空间技术奠定了基础。 

我国“十二五”的主题和主线是要贯彻科学发展和转变发展方式。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确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

7%。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来，就是要把发展和所得到的成果用在民生

上来。多位全国人大代表表示，7%只是一个预期性目标、指导性目标，如果各地在实际执行中缺乏严肃性和执行力，国

家“十二五”降速提质增效的目标就会落空。因此，需要在政绩考核等方面提出硬约束，如要求一些地方淡化 GDP 考核，

进一步严格节能减排、保障房建设等指标考核，来约束一些地方片面追求发展速度的行为。 

日本大阪大学一名经济学教授说，那些提出中国应当放缓发展节奏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主张有失偏颇，因为这不是慢

下来就能解决的问题，不能把个别行业的问题视为整体社会发展速度有问题。毕竟在中国各方面建设及国民生活水平与

发达国家仍有巨大差距的时候，中国社会保持快速增长是一件难能可贵的事情。而对于为“失速”而担忧的西方国家来

说，“中国速度”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发展动力。“中国人面临的问题正是欧洲人梦寐以求的”，法国《费加罗报》

曾以此为题刊登过一篇社论。一名经常往来于中日两国的日本商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上世纪 80 年代，在北京

办理一些商务手续最快也要 3 个月的时间，现在中国人的速度已经跟上了世界的步伐，还出现了各种代办公司，几天就

可以拿到所有手续。这种快节奏的生活还能制造出很多行业，比如快递公司、快餐馆等，让在北京生活的人们感到非常

方便。” 

2.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各地区城市建设速度不断加快，工程数量激增，市场规模不断扩大。然而近些年，建

设工程领域事故频出，工程质量和安全问题也日益突出。 

2011 年 6 月 30 日，被称为“世界最长跨海大桥”的胶州湾大桥正式通车。通车 5 天后被曝出桥上很多螺栓没拧紧，

有些地方还没安装隔离护栏，一些照明设施也安装不到位。相关负责人表示，因为要赶着竣工，所以来不及把这些工作

都做完。2011 年 7 月 8 日，有着“亚洲第一站”之称的京沪高铁南京南站开通不到 10 天，其北广场已有数千平方米地

砖被施工人员全部敲碎拟重新铺设。该站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解释，因要赶在“七一”前通车，其北广场原先铺设的地

砖为“临时设施”，如今砸掉重做正是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2011 年 7 月 15 日凌晨，杭州钱江三桥北向南离滨江转盘不到 800 米处（引桥部分），右侧车道部分桥面突然塌落，

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钱江三桥 1993 年动工建设，1996 年竣工，1997 年 3 月通车，在通车验收时已发现桥面有一些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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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专家认为这些裂缝主要是修桥时灌浆不合格造成的，工程验收最后确定为“合格”，之后维修不断。2004 年 4 月，

钱江三桥开始实行禁止外地货运机动车和市区 8 吨以上大型货运机动车通行的交通管制措施，但大桥上的监控显示，仅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15 日，上桥的车辆中超过 30 吨的货车就有 17593 辆。一位货车司机也向记者坦承：我的车核载

是 34 吨，这次装的货有 100 吨左右，从拱康路到萧山，走钱江三桥更快也更近，可赚到 1000 多元，如果不走钱江三桥，

就得绕城多跑几十公里，只能赚到 300 多块。就在事故发生前一天下午，交通部门已布置修桥事宜，交警的封道方案也

已以文件的形式下发，就等着 7 月 15 日上午封道修桥，但是 15 日凌晨，19 辆偷偷上桥的大货车就压垮了引桥右侧车道

部分桥面。 

按照规划，2011 年全国计划开工 1000 万套保障房，各地 2011 年 10 月底前要全部开工。截止到 2011 年 5 月底，全

国整体开工量仅为全年计划的三成。到 7 月初，许多省纷纷传出保障房建设“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的喜讯：全国城镇

保障房和棚户区改造住房已开工建设 721.8 万套，开工率为 72%，而辽宁、山西等地的开工率已达到九成左右，而更突

出的陕西省，除计划内的 790 个项目外，还超计划开工 9 个。有关专业人士指出，一些地方为保证开工量，出现将棚户

区改造中的动迁也算作开工，或农民建户和单位建房也纳入保障房范畴之列，或在手续不全的情况下就动工建设，边建

设边申报；一些地方所推的保障房项目供地偏远，配套设施缺乏，可能导致今后“保障房空置”现象的出现；一些地方

的保障房工程质量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例如：2011 年 4 月，广西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随机抽查 20 个保障房项目中就发现

诸多问题，如广西上恩县 2010 年底廉租住宅楼工程 A 标 4 号楼，钢筋合格证明文件均标识为柳钢产品，而现场使用的

却非柳钢产品；上恩县 2010 年度廉租住宅楼工程 B标 2号楼的四层柱直径为 12mm 的 HRB335 主钢筋使用了不达标的“瘦

身钢筋”，抗拉强度、屈服强度和重量均不合格。此外，个别工程的水泥配合比设计使用标号为 42.5 的水泥，而实际

使用标号为 32.5 的水泥。内蒙古包头石拐棚户区改造项目“民馨家园小区”，是包头专门为解决采煤深陷区居民住房

问题重点打造的一项“民心工程”。2010 年刚刚交工入住就出了问题：500 多户居民家中墙体开裂，墙皮起砂脱落，墙

面水泥疏松得像土块一样，一使劲就能捏碎。 

3.2005 年—2010 年，中国铁路基本建设投资额平均复合增长率达到 52%，投资额 6 年增长了 8 倍。2011 年 7 月 23

日晚，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 D301 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 D3115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后，8 月 10

日的国务院会议室暂停审批所有新的铁路建设项目，对已获批项目重新进行安全评估；开展高铁及其在建项目安全大检

查，有隐患的项目立即停止运营或建设。同时强调适当降低新建高速铁路运营初期的速度，以利于增加安全冗余，改进

技术和管理，积累安全管理经验。8 月 16 日起，铁道部开始实施新的全国列车运行图，部分高铁不同程度降速。同日，

已投入京沪高铁运营的 54 列动车组被召回进行全面整修。此次降速是经历了十余年跨越式大发展，以不断提速为标志

的中国铁路第一次降速。有专家认为，适当降速将让“中国速度”更加令人信服。 

在“十一五”时期，北京市地区生产总值平均增长 11%以上，总量超过 1.3 万亿元，北京人均 GDP（国内生产总值）

超过 1 万美元，服务主导型和消费拉动型的经济特征已经形成。同时，作为特大型城市，面临发展动力转换、产业结构

深度调整和升级的需求，世界范围对经济、科技制高点以及国内地区间对高端要素和产业资源的竞争也日益加剧，需要

更注重提升城市的整体竞争能力。由于受历史、自然地理影响，北京发展中城北重、城南轻，东北部快、西南部慢，城

里快、城外慢的特征明显，区域的发展不平衡。目前，北京市常住人口近 2000 万，机动车保有量近 500 万辆，人口膨

胀、交通拥堵、水资源短缺、污染较重、垃圾处理难，人口资源环境矛盾更加突出，“摊大饼”的粗放发展越来越背离

首都功能定位。后来在“十二五”规划中，北京市主动降速，把今后五年年均增速确定为 8%，在全国 31 个省区市中最

低。2011 年上半年，北京市在调结构、转方式上加大力度，按照中央保障民生的精神，对房地产、汽车和金属工业同时

进行主动调控，先后出台了房屋、汽车的限购措施，使近年来机动车过快增长、房价居高不下的状况得到了有效遏制；

主动对北京工业支柱企业首钢进行搬迁调整，使工业生产带来的环境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加快了北京产业的升级。这三

大调控，吃掉了北京 1.8%的增速，也就是北京与全国平均增幅的距离。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北京的 GDP 增速

为 8%，比往年两位数以上的增速明显放缓。 

从发展的速度上看，近年来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确实有可喜的一面。数据显示，2011 年上半年中西部的 GDP 增速总体

超过了东部地区，两者在总量上的差距已出现缩小的趋势。但是，前者的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以“高投入、高

消耗、高污染”的粗放增长方式取得的，速度越快，粗放的程度也越深。中国科学院 2011 年 7 月 29 日发布的《中国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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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发展报告 2011》中对全国各地 GDP 质量指数（包括经济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生活质量、管理质量五大子系统）

进行的排序中，北京、上海、浙江、天津和江苏位列中国各地区 GDP 质量排行前五位，而西部省份 GDP 质量排序处于比

较落后的位置。有专家指出，上述报告的公布有助于“让公众科学地认识 GDP，既不盲目崇拜 GDP，也不盲目抛弃 GDP”。

并强调“科学认识 GPD 的核心是不断追求‘品质好的 GDP’”。 

4.随着改革不断深化，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很多人因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欲望而放纵，表现出一种焦虑不安、浮躁

不定、紧张不已的情绪。有专家认为，社会公众焦虑心态的产生，是中国社会急剧转型的必然，而引发公众焦虑的因素

也是各种各样的。 

汪然在广州从打工起步，国企、外企、民企都做过。几年前，汪然和两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服装加工厂，苦心经营，

如今工厂年销售收入达到 1 亿元，而汪然难有安全感：服装加工行业竞争激烈，政策、资金、市场等任何细微变化都会

带来业务上的不确定性，如订单无法预期，与银行、政府部门打交道时依然会遭遇“透明的天花板”，加之现在社会保

障机制还不完善，虽然有保险，但不知以后能否成为足够的保障。现在社会发展如此快，汪然只能给自己订下“活到老，

做到老”的目标。他说：“原来人们要求男人‘三十而立’，现在变成了‘三十而富’，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成为衡量

成败的标准，好像 30 多岁你还没富，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一旦被这样的成功模板驱使着，不焦虑几乎是不可能的。”

看着他的朋友有的把孩子从小送到国外读书甚至全家移民，看着有的人不再信任爱情选择单身，看着厂里的年轻工人整

天想着要赚到更多的钱……汪然也很困惑：“人们都把名望、地位、金钱当作成功，可拥有这些就是成功吗？我们的精

神追求去哪儿了？” 

刘军 1990 年技校毕业后进入山东某县机械厂，成为一名车床工。1998 年，他已是厂里的生产班长。正当他对未来

生活无限憧憬的时候，国企改革大潮席卷到这座小城。县机械厂并入了市机械厂，刘军下岗了。十多年来，他的生活就

像掉进了无底洞，心里总是没着落。刘军说，刚离开工厂那会儿，仗着年轻气盛，他学会了开车，家里凑钱买了辆小客

车，在乡镇和县城间跑客运，虽然十分辛苦，但收入也不少，还算踏实。可几年后，一次意外导致车辆几乎报废，他受

到很大打击，再也没有了开车信心。打那以后，他又和老乡贩卖过蔬菜、跑过销售，生意总是赚少赔多。2007 年，6 岁

的儿子上小学了，妻子又因病住院手术，家庭负担更加沉重，刘军的脾气越来越暴躁。2010 年，刘军通过招聘，成了市

政公司的一名维修工，并将中断多年的养老保险续上了，表面看，日子暂时稳定了，可他还是觉得底气不足：每月 1400

元的工资，只能勉强应付生活，将来孩子要上高中、读大学，要靠这些钱根本不够。 

工作了 5 年，正准备结婚的李纲突然陷入了极大的焦虑：他和女友虽然都在广州上班，却都没有广州户口。没有户

口，就没法在当地领结婚证，就难以申请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将来孩子上学更是难题。上大学、读研、上班，李纲在

这里生活了几年，猛回头，他发现这座繁华的城市，原本就和他无关！高房价下，很多地方出台了住房保障措施，但是，

外地户口人员多被排除在外，如果没有当地户口，兜里揣着钱，也难以买房买车。在同一座城市中，因户口不同造成用

工壁垒、社保差异、待遇悬殊……由此带来的人群排斥，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新的人群“隔离”。生病了该去哪里住院？

孩子能不能正常上学？年老后能不能领到养老金？这些问题都增加了他们心中的焦虑。 

5.当令时代，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海量信息裹挟着各种价值观，冲击着每个人的头脑，物质丰富、文化多元，个体

在“物化”的洪流中随波逐流，人们需要怎样的智慧才能找到个体与社会的平衡点，才能在面对诸多困难与诱惑时做到

有所坚守而不迷失自我？ 

洪战辉，1982 年 6 月出生。在他 13 岁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母亲离家出走，养家的重任就落在了他的肩上。他还

要照顾患有间歇性精神病的父亲、年幼的弟弟和一个捡来的弃婴妹妹，并且还要坚持学习。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他没

有放弃，带着妹妹上学，打工挣钱养家，一直坚持了 12 年，不仅使妹妹健康成长，也使父亲病情好转，还迎回了母亲，

自己考上了大学，全家重新团聚。洪战辉说：“出身贫寒，我渴望富有；经历苦难，我追求幸福；人们同情弱者，我选

择坚强。在我心中，只在感恩和爱。” 

2011 年 8 月 31 日，成都市的出租司机曾文华拉载的一位客人在到达目的地后，将一个装有黄金首饰（价值 150 多

万元）的纸箱子遗失在副驾驶位置下。曾文华发现后毫不犹豫地将箱子送回了所属的出租车公司，并在警方的帮助下交

还给了失主。有人说他真傻，失主没有索要发票，也不知他的车型、车牌号和他的名字，就算不还，肯定也找不到。“不

求富贵，但求心安。”曾文华告诉记者，自己已不是第一次捡到东西，以前捡到手机都会亲自开车给失主送回去，“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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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没有想到这次会捡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笑了笑说，“如果把它藏起来，我这辈子都会背上包袱，再也不能像现在

这样简单幸福地生活了。” 

郭明义，52 岁，鞍钢齐大铁矿公路管理员。从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郭明义一直坚持提前两个小时上班，15 年来，

累计献工 15000 小时，相当于多干了 5 年的工作量。他坚持 20 多年做好事，资助工友，向希望工程捐献，无偿献血，

他的献血量 6 万余毫升，可以挽回 75 个危重病人的生命，他还成为鞍山市第一批遗体（器官）捐献志愿者。30 多年来，

已经累计捐款 12 万余元，帮助 189 名贫困学生重返课堂，让 300 多个家庭重新荡漾起笑声。有一个问题，天天有人问：

“你为什么坚持做好事这么多年？”他说，做好事挺快乐的，晚上睡觉很香，这种成就感胜于金钱和财富带来的价值。

平日里，老郭没事总爱写上几首诗，唱上几句歌，享受着这平淡却又幸福的生活。同事们也被他的积极和乐观深深地感

染并带动着。在他的号召下，有 1700 多名矿工和居民参与捐献造血干细胞，200 多人成为捐献遗体志愿者，2800 多人

参与希望工程助学。 

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于 2011 年 9 月对 1015 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8.5%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当下亟需倡导

“袁隆平式财富”，所谓“袁隆平式财富”就是说财富的内涵不仅仅是金钱，还包括公益、公共、共享及给人类带来的

进步。曾经有一个财富榜将袁隆平院士评为“名誉富豪”，认为凭借他对世界粮食安全的贡献，其身价足以超过 1000

亿元。袁隆平回应说：“用财富衡量科学家的价值太低级、太庸俗”。他坦言自己每月工资 6000 多元，还有股份分红、

稿费、咨询费等“额外收入”，每年总共有 30 多万元收入，已经很满足了，“对金钱我不会挥霍浪费，但该花的还是

要花”。2011 年 9 月 19 日，经专家测定，袁隆平院士领衔和指导的“V 两优 2 号”百亩超级杂交稻试验田亩产达 926.6

公斤。这标志着我国杂交稻技术在世界继续保持领先地位。这一成绩也意味着如果这种水稻能够得到推广，可以多养活

四、五亿人，造福整个人类。已经 81 岁高龄的袁隆平自称“80 后”。他说，希望自己成为“90 后”时，能够实现超级

稻亩产过 1000 公斤的目标，这是他的梦想。 

三、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材料，概括总结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的主要原因。（15 分） 

要求：概括准确，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250 字。 

二、根据给定材料，结合当前现实，从北京市经济发展主动减速坚决调转的举措说开去，简要谈谈我国怎样才能逐

步实现“品质好的 GDP”。（20 分）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300 字。 

三、给定资料中反映了社会上人们出现的各种焦虑情绪，请就政府如何缓解民众的焦虑情绪提出对策建议。（25 分） 

要求：对策建议合理可行，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400 字。 

四、根据给定材料，结合当前实际，以“物质化时代的精神家园”这话题，自选角度，自拟标题，撰写一篇议论文。

（40 分） 

要求：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完整，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 1000-12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