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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北京市公务员考试《申论》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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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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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时必须使用黑色钢笔或圆珠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材料 

1.10 月 1 日是 2012 年中秋，国庆连休长假的第一天，也是国家实行重大节假日期间 7 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免费通行

的第一天，免费高速成了许多人节日出行的首选。同时，北京、天津、河北等 16 个省（市）的 24 条高速路局部路段发

生交通事故，加之车流量普遍增大，使得局部路段发生交通拥堵。 

10 月 1 日上午，合巢芜高速拥堵，在长江大桥上，密密麻麻全是汽车，一些大型货车行驶较慢，而小汽车基本上占

据了所有车道而无法超车。驶过大桥，需要将近 1 个小时。在桥上的车辆基本上都是国庆长假出游市民的私家车，记者

和身边许多车主交流，他们普遍表示，平时工作很忙，国庆长假难得有机会出游，选择节日出行与“高速免费”关系不

大；即使高速不免费，也肯定会出来玩。 

合巢芜高速有两个隧道口。在隧道口前，大批车主行驶到了应急车道，使得隧道口形成三股车流抢进一个车道的情

况，堵车问题因此更加突出。交管部门表示，抢占应急车道，一旦发生交通堵塞甚至事故，还会影响警车疏导，救护车

和救援车的抢救等，是存在很大隐患的交通违法行为。 

2．2012 年“十一”黄金周高速拥堵，引起了国内外媒体的广泛关注。对于这次高速公路大堵车，有专家表示，价

格是社会协调机制，高速免费等于动员大家一起上路堵车。所以，节假日高速不仅不应免费通行，而是还应涨价。该专

家指出，在我国有车族并不是最低收入人群。如果宣布长假期间高速涨价 50%，并将所有增加的收费分给贫困县办学，

即可减少高速拥堵，又可助益民生，何乐而不为？ 

对于专家的观点，有人针锋相对地提出，真正正确的政策应该不是“不该免费”，而恰恰应该是“更多地免费”。其

理由是：如果平常高速公路就有更多的免费，而不仅仅是节假日这几天，就不会发生赶集般的扎堆儿；如果更多的公路

能免费，而不是仅仅几条，自然会产生分流效果。 

还有人对两人观点进行综合，得出的是结论是：高速平时应该免费，而假期反倒应收费。 

3.针对“十一”黄金周期间可能会出现的收费公路拥堵状况，北京市提前制定了应对预案。当市域内收费公路主路

出现严重拥堵时，收费公路运营管理单位将配合公安交管部门采取临时断路、导行措施，由最近出口免费通行；或将被

堵车辆由距堵点最近收费出口免费导出。 

黄金周期间，市交通委官方微博“交通北京”、北京交通广播、北京电视台新闻频道等及时发布实时路况，每天插

播 8 次日常交通服务信息，北京交通广播每日播报两次早晚高峰时段交通提示信息。 

此外，黄金周期间，北京市有关部门首次利用警用直升机参与交通管理。直升机除了承担空中巡逻监控、火情监测、

地面图像传输等常规任务外，还将通过机载视频图传系统拍摄包括违法停车、占用应急车道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并及

时发现交通事故现场，将获取的信息录制保存，作为交管部门研究易发生违法行为路段、调整拥堵疏导方案的依据。 

4.在社会上，有一个广泛引述的“事实”，即全球收费公路总长约 14 万公里，其中 10 万公里在中国，占 70%，据

13 家告诉公路上市公司的 2011 年年报显示，平均毛利率达 56.08%，同时，又有“权威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告诉公路

通行费全球最高。 

近年来，我国民众要求清理及取消高速公路收费的呼声越来越高，在期望和抱怨声增多的背后是我国汽车消费量的

快速增加。截至去年 11 月，我国汽车保有量达 1.04 亿辆，其中“私家车”的保有量达到 7748 万辆。新华网近日关于

“现在完全取消收费公路是否可行”的调查显示，22.3%的人认为“不可行，完全由财政投入或加重纳税人负担”，而高

达 77.6%投票者认为“可行，公路属于公共设施，应完全由财政投入。”虽然民众对“免费路”的期待高，但交通运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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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家认为，目前全国收费公路 2.32 万亿元的债务总余额，全部由财政负担，显然有很大的压力。 

5.有评论认为“十一”黄金周高速公路的最主要堵因，是实行免费后收费站仍然实行拦车发卡收卡制度，没有直接

开闸放行。发放卡将长长的车流堵在收费站前后，“免费放行”本应有的疏通效应荡然无存。 

对此，有观点提出，这种分析过于简单，过于线性思维了。本次是第一次实行全面免费通行，这会增加多少客流量，

目前仅仅是估计。为了给未来实行免费通行政策规划奠定数据基础，需要通过收卡和发卡的方式来对通行车辆进行统计。

所以，收卡和发卡是必要的。此外，我们也必须看到，收卡发卡大概也就耽误两到三秒钟。所以，如果说收卡发卡在一

定程度上阻塞了交通，但它肯定不是交通堵塞的主要原因。 

6.国庆长假高速公路实行免费，各条高速公路车辆猛增，同时也出现了不少不和谐的场景，给调整公路节假日免费

这一惠民政策的实施“添堵”。无论是沪宁高速，还是苏嘉杭高速，都存在拥堵路段的应急车道被占的现象。应急车道

被占后，给救援带来了很多麻烦，在被堵的队伍中，清障车也在里面排长队。“前面的车坏了，要拖车，但我们也过不

去。”一位清障车司机告诉记者，如果他们能早点过去把坏车挪走，都可能会更畅通些。按照规定，占用应急车道要罚

款 200 元，但因为这个现象太过普通，交警早已管不过来了。 

高速路发生拥堵时，一些司机不能耐心等候，乱插队，乱超车，未保持安全车距，结果会更容易引起交通事故。这

让原来拥堵的路况雪上加霜。另外有的司机在路上乱开，不打转向灯就快速换车道，致使后面车辆的司机措手不及。 

7.据悉，春节、清明、劳动节、国庆节 4 个国家法定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如果取消收费，各路桥公司每年将减少 200

亿元的收入。对此，大部分民众拍手称快，认为高速收费暴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减少 3%-5%的收入只是九牛一毛。多

数高速公路运营商则大倒苦水，称高速行业虽然毛利高，但负债率也高，其净资产回报率平均值低于其他行业。据统计，

我国收费公路累计投资总额为 3.65 万亿元，到目前的债务余额为 2.32 万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4%。“2.32 万亿元是必

须连本带息归还给投资方的。收取通行费就是为了还这笔钱。由于前期投资太大，投资额、利息、养护等费用开支巨大，

高速公路运营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好赚。”一位高速公路运营商说。例如 2011 年重庆路桥资产负债率为 66.5%，其 2011

年的利息支出高达 2.02 亿元。高于 3529.8 万元的主营业务成本。 

8.有人建议，在收费站开足全部收费通道后，收费处仍出现车辆严重堵塞达平均 200 米以上的，应实施间歇性免费

放行。建议人指出，目前高速公路等公路设立的收费站，主要是“收费还贷”或是征收城市增容费。但“公路”本身姓

“公”，带有公共服务性质，不能光看收费而忽视自身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而，收费站拥堵时免费放行，是公共服务

企业应该做的。这不仅仅是一种服务理念，更应成为一种制度。所以，这需要国家的主管部门制定统一的高速公路免费

放行的规定。对于高速公路拥堵、公众假期、春运期间、公路大修影响车速、严重交通事故、恶劣天气等情况，都应实

施收费站免单放行，用来承担“没有达到高速”或是畅通的责任。 

9.美国约有 10 万公里的高速公路，收费路段仅有不到十分之一，且主要集中在纽约附近的人口密集地区以及东南

部佛罗里达附近。小客车的缴费额度从 25 美分到几美元不等，之所以费用便宜，是因为已建成高速公路的维护资金基

本来源于联邦政府的税收，州政府仅对一些年久失修的公路收费，用于维护和保养。 

日本约有 9200 公里的高速公路，大部分高速公路按里程收费，征收标准全国统一。收费打折是日本的一大特色。

比如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里程在 100 公里至 200 公里之间的超出 100 公里的部分可优惠 25%，如果超过 200 公里，则超

过部分可优惠 30%。 

法国被称为“收费站共和国”。全境一万多公里的高速公路有 8500 公里设有收费站，由被授予特许经营权的公司经

营管理。收费价格也不便宜，比如从法国北部城市里尔到首都巴黎，两百多公里的路程要收 15.4 欧元（合人民币 120

元）。而如果是房车、带拖车的、或者是货车，收费价格就更高。 

德国的高速采取的是客车免费、12 吨以上货运卡车收费的分类计算方法。客车无论其行使里程多少均不收费；而

12 吨以上货运卡车则根据其行驶里程的多少，由安装在每一台货车上的自动计价装置监控其实际行驶高速里程数，并缴

纳相关费用，每辆车每公里费用为 1.5 欧元。 

英国高速公路绝大部分地段都不收费，只有分别桥梁、隧道以及伯明翰附近的几十英里私营路段收费。在欧洲，类

似英国这样高速公路基本免费的国家还有芬兰、卢森堡、比利时、荷兰。 

10.2012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我国数十个景点游客访问量超过正常量一倍多，部分景区游客日访问量超过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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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量数倍甚至十倍，像南京中山陵的游客访问量就是最佳的 10 倍，厦门鼓浪屿为最佳接待量的 9 倍。曾经宣布最佳

接待量为 5 万人的故宫，10 月 1 日接待 8.23 万人，2 日接待 16.35 万人，3 日接待 14.1 万人，4 日接待 10.7 万人，5

日接待 7.5 万人。最佳接待量为 2 万人的华山，10 月 2 日游客数量超过 4.1 万人。10 月 3 日超过 4.3 万人，10 月 4 日

游客也接近 4 万人。2 万人下午更是发生万人滞留华山、封堵华山景区入口要求退缆车票。 

假期旅游景点的火爆，带来的是旅游的消费的井喷。双节 8 天假全国旅游接待人数约至 3.62 亿，收入约 1800 万元。

而全国假日办的数据显示，被纳入监测的 119 个直报景区连续多天接待游客人次增长超过 20%收入则超过 30%。 

景点火爆形成的拥堵，也使部分游客的利益受损，有的景区为了限制游客数量，在中午就停止了售门票。一些游客

乘了飞机、坐了火车慕名而去，结果连景区大门都没进去。 

与部分景区游客拥堵的现象相对照，“十一”黄金周期间，也有少数景区受到了游客冷落。国庆假期有数十个景区

游客接待量在最佳接待量以下，其中不乏节前宣布降价的景点，例如海口野生动植物园。 

11.2012 年“十一”黄金周，一组三亚“3 公里海滩遍布５０吨垃圾”的照片盛传网络。照片中，绵长的海滩几乎

被东倒西歪的啤酒瓶和一次性纸杯所覆盖，场面令人咋舌。据了解，让海滩一夜之间变成“垃圾场”的“杰作”系中秋

赏月的市民和游客所致，消遣性游览的背后隐藏着许多人对“文明出行”这一理念的漠视。 

其实，惨遭“洗劫”的不仅仅是三亚的海滩。据报道，“双节”后，全国多地旅游景区和高速路都出现了垃圾遍地

的景象。记者在某市的一条老街浏览时，就看到了这样的场景：路面上散落着餐盒、食品包装袋、废报纸等“各色”垃

圾，一阵风吹过，垃圾刮得到处都是。本来和谐的景致就这样被破坏，让出游的人兴致全无。 

与此同时，长沙市环卫工人刘××路边打点滴的照片也走红网络，老刘带病坚持工作的举动感动许多网友，也让很

多人直呼：不忍心丢弃垃圾了，向所有环卫工人致敬！这张照片好似一记耳光，重重打在那些破坏环境的人的脸上，也

让“文明出行”四个字在“黄金周”期间显得更加意味深长。 

“黄金周”来了，人们出行的脚步加快了，随处可见车水马龙、人山人海，很多人都在抱怨出行太“堵”，可看到

原本整洁的环境被一点点践踏，难道不是更让人心烦意乱，给咱心里“添堵”吗？ 

12.第五届上海国际花卉节组委会进行了一系列管理理念和手法的创新。据工作人员介绍，以往的花卉展，游客往

往因随手摆弄鲜花而受到“文明程度低下”的指责。“其实看到美丽的鲜花，想动手触摸，这种心情也可以理解。为此，

本次花卉节专门开辟了插花馆，满足游客动手的愿望。”通往展馆的道路上，垃圾筒的数量也翻倍增加。人性化的景观

设计，与人方便的管理服务，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不少赏花人还自觉担当起了护花使者。一位园区的志愿者告诉记者，

花展期间也出现过个别游客跨越隔离栏，在花丛中拍照等不文明举步，“但第一个上前劝阻的，往往不是志愿者管理人

员，而是随行的游客。”正是这种管理方式，大大降低了游客不文明行为发生的概率。 

13.有媒体称，长假期间出现的各种拥堵暴露了平日里带薪休假制度的不足，目前拥堵的“中国式休假”亟待扩容。 

为了维护职工休息休假权利，调动职工工作积极性，国务院于 2007 年 12 月 7 日通过《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自

200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按照《条例》的规定，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

等单位的职工连续工作 1 年以上的，享受带薪年休假。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职工在年休假期间享受与正常工

作期间相同的工资收入。职工累计工作已经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 10 天；

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 15 天。《条例》公布后，受到了广大职工的热烈欢迎。 

但在实际中，《条例》的执行情况不容乐观。受调查的一位网民说，自己在一家运输集团工作，单位 1 个月只放 5

天假，连法定节假日都无法正常休息，更别提带薪休假了。另一位在机关单位工作的网友说：“我上班十几年了，几乎

逢年过节就需要在单位值班，从来不敢多说一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终让不让休假，还不是单位说了算？” 

14.为保证《条例》的实施，2012 年 10 月 29 日××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

步落实带薪年休假制度的意见》，明确该省将从 2013 年起全面落实职工带薪休假制度。 

为确保带薪休假制度落到实处，该省政府要求各单位须从 2013 年初开始安排职工轮流休假，做好全年职工休假计

划工作，并需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该省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会同有关部门每年至少开展一次专项检

查，对未按规定安排职工年休假且不给予年休假工资报酬的单位将责令整改。对年休假制度执行不力和落实不好的，将

按照条例规定追究单位领导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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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011 年底，《中国汽车社会发展报告》发布，预计 2012 年中国私人汽车拥有量将达 8650 万辆，每百户家庭汽车

拥有量将达 20 辆，这也是世界公认的汽车社会门槛。据统计，2011 年年末中国私人轿车保有量为 4322 万辆，增长 25.5%，

当年全国机动车领驾驶证人员达 2.36 亿人。 

汽车社会的到来扩大了我们的生活半径。毋庸置疑，“双节”期间，小客车免通行费是让利于民，自驾出游人数激

增，一些原本买不到火车票、买不起机票的人选择了自驾出行方式。据悉，仅北京自驾出游人数达二三百万人，激增三

成多。但普遍的高速公路拥堵，接连的高速公路车祸，也令人们对汽车社会的到来感到担忧。据悉，8 天假期中，全国

道路客运行业发生 3 起死亡 3 人以上的重大道路交通安全事故，造成 24 人死亡、32 人受伤，其中一起为一次死亡 10 人

以上的特大安全事故。 

显然，庞大的汽车销售量并不是汽车社会成熟的标志。一个成熟的汽车社会，需要成熟的汽车文明相支撑。这其中，

除了硬件文明，如完善的道路系统，道路救援系统、停车场、加油站、维修系统，还需要软件文明，如完善道路交通法

规、完美的管理体系、以及驾车人和行人的文明素养。 

因而，有人指出，首个全国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政策，实际上是对中国汽车社会文明程度的一次大考。而假期高速公

路上所发生的一切，则在警示我们，我们的汽车社会文明建设，尚需努力。 

16.2012 年 12 月 2 日是我国首个“全国交通安全日”。在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全国交通安全日”宣传活动启动仪

式上，700 余名来自长春各界的驾驶员代表联合发出倡议，并在“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的承诺墙上签名。长

春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杜××说，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速，交通安全日益成为困扰百姓出行的难题。首个“全

国交通安全日”当天，上海的大街小巷不仅迎来了绘有“遵守交通信号，安全文明出行”宣传语的公交车，还有交警和

交通志愿者将一批印有宣传语的苹果分发给过往的市民，寓意文明出行保平安。内蒙古呼和浩特市首个交通安全主题的

宣传教育基地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投入使用。 

二、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材料，概括赞成节假日高速公路免费政策的主要依据。（15 分）要求：概括准确、语言简练，字数

不超过 250 字。 

（二）阅读给定材料 14，针对××省强制执行带薪休假的措施，谈谈你的看法并说明理由。（20 分）要求：观点明

确、理由合理、充分，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350 字 

（三）根据给定材料，请就政府今后如何缓解或避免节假日出行拥堵提出对策建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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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0 字 

（四）根据给定材料，结合实际，围绕“科学管理与文明出行”作题，自拟题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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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