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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上半年省级公务员联考申论真题 

参考答案与解析 

第一次看题目 

1.确定题型。 

2.注意题干重要提示信息。 

第一步：通读 

1.初步明确每组材料的有效信息。（利用划线或圈注的方法确定有效信息） 

2.通读完之后明确材料的整体主题（一个或多个）。 

主题：人与自然的关系 

第二步：复读 

1.根据主题通过复读精确锁定每组材料的有效信息，同时进行归类标注。 

2.将每组材料的有效信息在稿纸上按顺序列出。（可只写关键词） 

资料 1.（1）黑熊被活体取胆汁的现象引起社会极大关注。 

（2）某医药协会有关人士 F 关于“熊在无管引流过程中很舒服”。“如今活熊取胆是自体造管，无痛引流，并未

对黑熊产生影响。” 

（3）但世界保护动物协会项目协调员向记者表示，实际上从熊第一次做手术准备取胆起，对熊的疼痛的“虐待”

就存在。 

（4）有专家表示，熊胆没有替代品。 

（5）人工熊胆的化学组成、理化性质、稳定性等均与优质天然熊胆一致，主要有效成分相同、含量接近，而且质

量稳定。人工熊胆与天然熊胆的疗效无显著性差异。 

（6）活熊取出的胆汁和优质天然熊胆相差甚远。质量很不稳定。 

（7）养熊场的黑熊胆汁中曾多次发现抗生素残留。 

（8）可能会给消费者带来健康威胁。 

（9）G 公司还没有一种产品获得任何保健品批准字号。 

（10）如果厂家并非把熊胆“入药”而是挪作他用，毫无疑问应予以严格限制。 

（11）大部分的熊胆消费都是礼品消费，而不是药品消费。 

（12）一种声音认为：活熊有义务为人服务。而另一种声音则认为：“我们应该明白，人类不过是自然界中普通而

年轻的物种，就像我们不能剥夺他人的生命一样，我们也不能随意作践自然，作践动物。” 

资料 2.（1）当代西方环境伦理主张赋予一切生命体包括动物以平等的“伦理权利”，就像人类人人平等一样。每

一动物个体都有平等的伦理权利。 

（2）如此论证看似严谨，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伦理悖论”。因为在环环相扣的生态系统中，某个特定物种

所履行的生态功能恰恰是或者给其他物种做食物，或者以其他物种为食物，所以物种的伦理权利应该建立在该物种的个

体牺牲自己的基础之上。个体的牺牲往往构成了物种生存以及繁衍下去的基本前提。 

（3）动物的伦理权利只是物种层面的权利，而不是个体层面的权利，保护物种不等于保护该物种的每一个个体。 

（4）站在环境伦理的立场上，即使动物个体“应该为种群作出牺牲”，也仍然享有自己的伦理权利。 

（5）基本的动物伦理观念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国人，这是民族心智进步的表现。 

资料 3.（1）“虐猫事件”一夜之间成为在各大网站的热帖，评论成千上万，数天内席卷了国内几乎所有的主流媒

体。 

（2）虐猫视频中关键人物被披露后，引起了Ｍ县的高度重视。县政府当即派出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展开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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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情

况作了汇报。县政府对此表示愤慨、谴责和遗憾。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鉴于其中一

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力度的措施，尽快取得联系，使其主动

返回本单位，就本事件作出明确的解释。” M 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并向上级主管机关

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对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最后责成有关部门依照党纪、政纪和法

律做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资料 4. （1）某市 H 区暴发狂犬病疫情，截至目前，有 11 人患狂犬病死亡，6200 多人被狗咬伤，这些数字还有

继续增加的趋势。 

（2）部分群众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弃造成大量流浪犬，犬只随意流动是导致狂犬病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 

（3）政府强调：所有犬只必须进行免疫并办理相关证件，一律实行拴养和圈养。严禁携犬进入商场、市场、学校、

公园等公共场合，一经发现一律予以强制捕杀。 

（4）对流浪狗的围剿，引来了潮水般的争议质疑声。 

（5）一位执勤的民警向记者坦承他并不赞同以“杀狗”代“防疫”。 

（6）H 区当地网友认为，狗是可以养的，但一定要纳入日常管理，要建立档案，发给狗证，对应当进行免疫而不

愿免疫的狗的主人，可以发出警告限期免疫。 

（7）随着时间的推移，打狗行动出现扩大化。 

（8）“狂犬病疫情严重如果是事实，那么依照传染病防治法和动物卫生防疫法采取必要的紧急措施无可厚非。”

某大学行政法学院教授表示，但是，政府日常就应该加强犬类的管理，等到情况失控才紧急处理，这就造成了许多养狗

者的痛苦。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当把握平衡原则，尽最大努力在社会利益与个人权利之间寻求合理界限。 

（9）某政法大学动物保护法研究中心主任认为，全国各地政府出面捕杀狗的事件一再发生，根源是我国动物保护

立法的缺失和立法的不完善造成的，此外政府和民众的动物保护意识也至关重要。之所以出现狂犬病，是因为饲主没有

尽到对所饲养伴侣动物的防疫义务，政府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监管不力，关于伴侣动物登记、年检制度、防疫制度执行不

彻底造成的。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了动物福利层面立法的缺失给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资料 5.（1）世界各地相继设立法律法规保护动物。 

（2）我国在 2009 年底公开征求公众意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保护法》（建议稿）试图与国际通行法律接轨。

建议稿中着重强调了“动物福利”的重要性。 

资料 6.（1）有专家撰文指出，影响我国动物福利立法进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动物福

利法制建设的现实意义，尚有模糊的认知。 

（2）动物福利是指为了使动物能够康乐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和给动物提供相应的外部条件，在国际上被普遍理解

为五大自由。提倡动物福利，并不是要求人类从此再也不能利用动物，而是要求确保动物在整个生命过程中被给予道德

关怀。 

（3）对于动物福利问题，在畜牧业有这样的反对声音：如果动物的福利提高，会导致行业成本增大，进而降低畜

牧业的生产效益。动物福利的贸易壁垒作用已经显现，极大地影响我国动物及其产品的贸易。原因之一就在于动物福利

立法缺失导致执行标准严重不足。 

（4）保护动物福利，还体现了动物对于人类的精神价值。提倡维护动物福利和善待动物，正是创造一个和谐、文

明的社会的需要。在现代社会的公共评价尺度内，一个国家的国民对待动物态度如何，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

标志，对待动物的态度直接反映出人们对待生命的基本态度。 

（5）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我们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

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用法律来保障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 

（6）强调动物福利是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是人类谋求自身发展与维持自然界可持续发展之间的一

个平衡点，它将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国际趋势。因此，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接纳动物福利。 

3.按基本类别对材料要点进行归类标注。 



 

- 3 - 

第二次看题目 

1.看一题做一题。 

2.充分关注“要求”，重点关注字数和对策要求。 

第三步：跳读+精读+草拟提纲 

第一题：根据“给定资料一”，“活熊取胆”事件中存在着一些具体争议，请归纳争议的焦点问题并作简要说明。（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4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一”中“活熊取胆”事件中存在着一些具体争议。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在活熊取胆汁的过程中，有人认为熊很痛苦，有人认为熊“很舒服”。有专家认为熊胆没有替代品。也有专家认为人

工合成熊胆与优质天然熊胆各项指标基本一致，完全可以替代；而引流熊胆存在种种问题。国家未禁止“活熊取胆”的重

要原因是“‘熊胆入药”，可以“保护中医”。而现实情况是只有小部分熊胆入药，大部分被制成价格不菲的保健品。有人认为

熊有义务为人服务，也有人认为我们不能随意作践动物、作践自然。 

第二题：根据“给定资料六”，概括动物福利立法有哪些现实意义。（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2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六”中关于“动物福利立法的现实意义”的具体叙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有利于国家和社会长远利益，如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可以增加动物产品的产量、提

高其质量，带来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如可以破除贸易壁垒，增加动物产品的出口。体现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文明程度，

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第三题：根据给定资料四中媒体报道针对 H 区狂犬病疫情爆发和“屠狗事件”前前后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你的建议

和意见。（30 分） 

要求：条理清晰；所提建议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 5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四”中“媒体报道针对 H 区狂犬病疫情爆发和‘屠狗事件’前前后后出现的问题”的具体叙

述。 

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出现的问题：部分群众的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弃流浪犬造成狂犬病疫情的产生与蔓延，饲主没有主动进行

免疫和办理相关证件未尽到防疫义务；相关部门在对犬类的日常管理上并不完善，未能做好及时对饲主进行免疫和证件

办理等监督和管理工作；政府部门在“屠狗”行动中对动物的保护意识远远不足，情况失控才采取措施，造成狗的痛苦而

且集中屠杀行为的合理性值得怀疑；我国在动物福利立法层面缺失，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忽视了狗的动物福利。 

针对上述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提高民众的日常防范意识。改善不良养犬习惯，不得随意遗弃动物，饲养者要主

动及时对饲养动物进行免疫，对不愿进行免疫的饲养者予以警告并限期免疫；政府相关部门完善养犬管理的制度。加强

对饲主的监督力度，完善犬类日常管理的各项制度，建立档案，发放狗证；政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坚持预防为主，防

治结合。出现疫情后，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当把握平衡原则，协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避免动物被大规模捕杀和无辜捕

杀；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设立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动物，提高政府的动物保护意识，保护动物应有的福利。 

第四题：为了维护 M 县的声誉，挽回“虐猫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请以 M 县政府的名义就“虐猫事件”的处理

情况写一份宣传稿，在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25 分） 

要求：1．态度诚恳，对象明确；2．内容全面。条理清楚；3．不超过 500 字。 

1.跳读，找到“材料三”中 M 县关于“虐猫事件”的态度，以及针对此事件所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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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读，合并同类项，进行二次分类。 

3.草拟提纲（草稿纸上） 

近日在互联网流传的“虐猫事件”，经我县相关部门调查，确有我县人员参与。我县政府在听闻此事件后，当即派出

工作人员对虐猫事件当事人展开调查，并召开了紧急专题会议，纪检、宣传、检察、法制、监察、公安、文化等部门参

加了会议，对虐猫事件调查处理情况作了汇报。最终我县政府做出如下决定： 

一、考虑到参与者的行为已经严重违背了社会公德，其行为与其从事的职业极不相称，所以，从即日起由当事人所

在单位立即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 

二、鉴于其中一名可能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所在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多方面、有力度的措施，尽快

取得联系，使其主动返回本单位，就本事件作出明确的解释。 

三、M 县人民政府还对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并向上级主管机关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今后

对参与者进行处理提供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 

四、保护动物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今后，我县将加大保护动物的宣传，提倡市民善待动

物，以此为教训，坚决杜绝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对此事件，我县政府定会依照党纪、政纪和法律做出严肃公正的处理，给社会、媒体和网民一个满意的交代。 

第四步：下笔成文 

第一题：根据“给定资料一”，“活熊取胆”事件中存在着一些具体争议，请归纳争议的焦点问题并作简要说明。（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400 字。 

“给定资料 1”争议的焦点是“活熊取胆汁存废”，即为了人类的需求保留“活熊取胆”和为了保护动物取消“活熊取胆”。

具体争议包括： 

一是活熊取胆过程是否对熊存在虐待、疼痛影响。F 认为，取胆是无痛引流，熊很舒服，没有影响；网民认为取胆

汁过程，熊很痛苦。世界保护动物协会协调员指出，取胆过程是手术，存在虐待，会引发疾病和并发症。 

二是人工熊胆能否替代天然熊胆。F 和专家认为，熊胆没有替代品，不能用草药代替；J 教授认为，人工熊胆经过

多次实验已经成熟，可以完全替代。 

三是熊胆质量是否有保障。J 教授认为人工熊胆质量稳定。有医师认为，活熊取胆过程存在局部感染，质量不稳定，

对人体有害。 

四是熊胆入药应不应限制用途。G 公司生产的熊胆产品中，大部分是保健用品，而非药品；保健协会表示，应该对

将熊胆挪作他用而非入药进行限制。 

五是活熊是否有义务为人服务。一种观点认为有义务，存在于多个领域；另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也是一种物种，对其

他动物应有爱心，心存敬畏，不能随意作践动物。 

第二题：根据“给定资料六”，概括动物福利立法有哪些现实意义。（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200 字。 

动物福利，是指为动物康乐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是给予动物道德关怀。其现实意义包括：一、有利于国家和社会

长远利益，如环境保护所带来的利益，善待动物就是善待我们自己。二、有利于增加产品数量和质量，获得可计量的现

实利益。如减少发达国家运用动物福利条款实施贸易壁垒。三、体现人类的精神价值和社会文明程度，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需要。四、有利于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是人类与自然可持续发展的平衡点，符合国际发展趋势。 

第三题：根据给定资料四中媒体报道针对 H 区狂犬病疫情爆发和“屠狗事件”前前后后出现的问题，提出你的建议

和意见。（30 分） 

要求：条理清晰；所提建议有针对性，切实可行，不超过 500 字。 

H 区狂犬病疫情爆发和“屠狗事件”反映了许多问题，包括：一、部分群众的认识不足、管理不善，随意遗弃流浪犬

造成狂犬病疫情的产生与蔓延，饲主没有主动进行免疫和办理相关证件未尽到防疫义务。二、相关部门在对犬类的日常

管理并不完善，未能做好及时对饲主进行免疫和证件办理等监督和管理工作。三、政府部门在“屠狗”行动中对动物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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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意识远远不足，情况失控才采取措施，造成狗的痛苦而且集中屠杀行为的合理性值得怀疑。四、我国在动物福利立法

层面缺失，缺乏法律上的保障，忽视了狗的动物福利。 

针对上述问题，现提出以下建议。具体包括：一、提高民众的日常防范意识。改善不良养犬习惯，不得随意遗弃动

物，饲养者要主动及时对饲养动物进行免疫，对不愿进行免疫的饲养者予以警告并限期免疫。二、政府相关部门完善养

犬管理的制度。加强对饲主的监督力度，完善犬类日常管理的各项制度，建立档案，发放狗证。三、政策的合理性和科

学性，坚持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出现疫情后，政府的行政行为应当把握平衡原则，协调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避免动

物被大规模捕杀和无辜捕杀。四、根据现有动物保护的法律法规，借鉴国外的有益做法，设立与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保护

动物，提高政府的动物保护意识，保护动物应有的福利。 

第四题：为了维护 M 县的声誉，挽回“虐猫事件”造成的负面影响，请以 M 县政府的名义就“虐猫事件”的处理

情况写一份宣传稿，在县人民政府网站上公布。（25 分） 

要求：1．态度诚恳，对象明确；2．内容全面。条理清楚；3．不超过 500 字。 

关于“虐猫事件”处理情况的通报 

广大市民朋友： 

近日，一组“虐猫”视频截图在各大网站迅速传播，一名女子用残忍的手段虐待动物引起网友强烈愤慨，经查，此事

件发生在我县，当事人均为我县工作人员，县政府对此十分重视，立即展开调查并组织纪检、公安等部门参与的紧急协

调会，做出严肃处理，现将处理情况通报如下： 

一、鉴于当事人的行为已违背社会公德，责成当事人所在单位停止其工作，接受调查，等待进一步处理，并要求本

人积极配合调查工作，指证、交待其它参与者或组织的情况和线索。 

二、鉴于其中一名参与事件的嫌疑人不知去向，责成其单位和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尽快取得联系，就本事件做

出明确的解释。 

三、县政府有关部门正对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并向上级主管机关和法律权威部门请求协助，为对参与

者进行处理提供法律依据。 

四、保护动物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是每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今后，我县将加大保护动物的宣传，提倡市民善待动

物，以此为教训，坚决杜绝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对待此次事件，县政府一定遵照事实，依法处理，给全县和网民一个满意的交待，同时欢迎大家继续监督我们的工

作。 

                                                          M 县人民政府 

                                                          XXXX 年 X 月 X 日 

第五题：结合“给定材料”，自拟题目写一遍文章，谈谈你对“人与动物”关系的体会思考。（40 分） 

要求：1.自选角度，立点明确，有独立见解；2.可联系自己的经验和感受；3.语言流畅；4.总字数 800～1000 字。 

第六题：“给定资料六”结尾划线部分写到：“我们只有认真了解天空才能扎根大地，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地球才能

使生命扎根地球，我们只有认真了解了生命才能扎根生命。”请结合你对这段话的体悟，参考“给定资料”，联系社会生

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50 分） 

要求：观点鲜明，论证充分，条理清楚，语言流畅；限 800～1000 字。 

善待动物   共享和谐 

“活熊取胆”把即将上市的归真堂医药公司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虽然现实取消这种做法难以实行，但人们却对

活熊的痛苦感同身受；“屠狗风波”的目的是消除狂犬病蔓延，减少给人带来的伤害，但是不分情况，不顾实际，盲目屠杀

的政府行为还是让许多人质疑其合理性；“虐猫事件”当中的“虐猫女”手段残忍，参与者帮凶纵容，幸灾乐祸，让无数网友

愤慨不已。这令人不寒而栗的一幕幕画面使我们陷入了深深的反思：同为地球上的动物，难道拥有智慧和思维的人类就

该对“低人一等”的其他物种大开杀戒吗？毁坏物种带来人类的灾难性后果难道还不够警醒吗？生物学家告诉我们，任何

动物都是数千亿年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认为某一物种比另一物种高尚是毫无客观依据的。所以，为了我们长远的发展，

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我们应该善待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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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待动物，就是要树立人与动物平等的意识。过去生产力水平低下，人类自身尚难温饱，残忍追杀动物、砍伐植物

是生命延续的本能反映，以植物和动物的成分为食、为药，饲养动物开展生产也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适当行为。当前，

我们应该树立和谐平等的理念，既不能把人与动物对立，也不能罔顾动物权利损害人类。对立的观点就是杀戮更多的动

物来显示少数人的高贵，贵妇们身上的一条围巾将会造成数千头羚羊死亡，象牙饰品让无数的大象惨遭涂炭。当前也有

一些行为值得人类反思，如北京的一些动物保护者把数千条蛇在河北承德的山区放生，结果给许多山民带来恐惧，人类

和牲畜受到侵害等，还有发生在京通高速路上的拦车救狗事件，也让我们感到，单凭感情去干涉正常、合法的涉及动物

的生产经营活动也是不值得提倡的。 

善待动物，就是要保护动物福利。动物福利是指为了动物康乐所采取的一系列保护措施，是对动物的道德关怀。德

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一般都有健全的《动物保护法》和《动物福利法》，不仅对人的行为做出了诸多合理性规定，如必须

仁慈善良地对待动物，也对动物饲养者做出了明确要求，以避免因为不当饲养和看护而造成动物伤人事件。保护动物福

利，可以让动物给人在年老孤独时给以慰藉，可以让人们的生活更加健康快乐，它的价值不仅表现为在对外贸易中减少

贸易壁垒，也有利于增强人们的爱心，体现良好的文明意识和社会公德，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是一致的，有助于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 

人与动物的关系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善待自己就要善待自然，善待自然就要善待动物，因为我们属于

地球上一个共同的生态系统，尊重每个动物的生命和他们的基本生存权，是人类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善待动物，共享和

谐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