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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贵州省公务员考试《申论》B 卷真题卷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

料参考时限为 4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

号，并用 2B 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

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

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材料

材料 1

走进新凤村，这里林木环绕、空气清新，道路整清，民居井然有序，但在四年前，新凤

村还是个破败萧条的贫困村。这个村为何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呢？笔者满

怀好奇地向当地的同志问到：“新凤村的喜人局面从何而来？”对方笑答，因为这里有一批

“土专家”，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社情民意清楚得很，这些“土专家”在政攻坚

中结合新凤村的实际，干了不少专业的事。

新凤村党支部书记老谭，今年 51 岁，是本村的种养大户。担任书记后，看到村里的面

貌依旧落后，乡亲们的生活依旧贫穷，他心急如焚，总想为乡亲办点儿事。新凤村作为贫困

村，产业发展滞后一直是该村脱贫致富的“绊脚石”。为此，2015 年以来，老谭带领村干

自费考察十余次，选定了适合本村发展的西瓜、二荆条辣椒和脆红李等三个主导产业项目。

项目有了，谁来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对此，群众都持观望态度。作为书记，老谭把自

家的 7.2 亩土地当成“试验田”，还以高出市场价的价格承包了村民土地 300 余亩，从外地

引进种子、种苗，聘请技术人员指导，分片种上了西瓜、二荆条辣椒和脆红李。老谭为什么

敢身先士卒做试验？照他的话说，“自己和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没有上过大学，但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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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钻研果蔬种植技术，对这方水土的脾性还是很了解”。身先士卒之际，老源又接连组织召

开党员大会，苦口婆心号召党员带头干。一批“党员试验田”很快建成。“党员试验田”里，

西瓜、二荆条辣椒和脆红李“三个一千亩”种植基地初成规模，带动了 466 户群众实现增收

致富。“试验田”很快建成，“党员试验”里，西瓜、二荆条辣椒种植当年就见到了效益，

最初试种的红李三年后就进入丰产期，平均亩产达到 3000 公斤。见到“党员试验田”的效

益后，乡亲们竞相种植。老谭不仅亲自当起技术员，还自费为村民提供种苗。如今，新凤村

西瓜、二荆条辣椒和脆红李“三个一千亩”种植基地成规模，带动了 466 户群众实现增收致

富。“我们这的土鸡，可好啦！”老秦是村里养鸡场的主人。一说到鸡，他就滔滔不绝，“在

这里，鸡全部都是传统养殖的。”他说，“过去由于交通闭塞，我们县的土鸡因为和外界交

流少，品种特色保留得好。我们这里水好、土好、品种好。而且这几年，我通过反复试验，

摸出了粮饲料配方，饲养出的鸡品相好、口感好。”在老秦眼里，土鸡和其它农产品一样，

要土生土养，但营销必须要现代化，要跟得上时代。“我们有很多年卡会员，客人们年初交

费办一张年卡，我们每个月给他们配送土鸡。这样，顾客得到一定折扣，我们也有了更多的

现金流。”现在，老秦的养鸡场光年卡会员客户就有上千人，仅此一项，营业额便达四百余

万元，生意的兴旺更带动村里十几个村民就业。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新凤村还积极启用“土法官”建设和谐邻里关系，着力提升美丽乡

村的“气质”。该村组建了“土法官”民事纠纷调解小组。这些“土法官”由熟悉民风习俗，

有一定威望，明事理，懂法律的人员担任“大家都乡里乡亲的，之前两家关系也不错，为这

点蝇头小利闹翻，值得吗？”“房屋复耕后土地属于集体，你们两家人都没有所有权，你们

知道吗？”……“土法官”们就是用这种朴实的语言调解了不少鸡毛蒜皮的矛盾纠纷。自实

行“土法官”制度以来，新凤村成功调解民事纠纷 20 余件，成功率达 100%。村民对这种调

解方式心服口服，这极大地促进了文明乡风建设。

材料 2

“野猪成群结队，一晚上能毁几十亩玉米、马铃薯。”时下正值马铃薯、玉米成熟收获

的季节，但星月村的村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野猪太多了，防不胜防，村里已有几百亩庄

稼被毁了。”村民对记者小侯表示，野猪已成为他们最头疼的事。星月村位于 LP 山生态圈

边缘，与小沟林场相邻，村里的庄稼地与林区相接。“上了年纪的村民都知道，那个林场可

是野猪的‘老窝’‘大本营’啊。”村民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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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侯看到，大部分农田里的玉米已经收割，还有小部分玉米正在收割。“种了 5亩玉米，

有 3 亩被野猪毁了。”正在掰玉米的村民大贵说，幸亏他发现及时，否则毁坏的更多。野猪

经常光顾玉米地。“这些田里的玉米棒都被吃了，只剩玉米杆。”村民老李指着玉米田说，

“去年也有人告诉我们尽量不要种玉米、马铃薯这些野猪特别爱吃的作物了。可是你看看我

们这里的土地，就适合种玉米，种马铃薯这些啊。而且它们是杂食动物，啥都吃。”同时，

小侯还看到，在成片的玉米田中间，有几块绿油油的燕麦田，村民马大姐正忙着收割燕麦。

“燕麦没有成熟，怎么就收割了？”小侯提出疑问。“野猪毁了玉米，下山没有吃的，就毁

坏燕麦冬小麦。”她说，她要抢在野猪没有毁坏之前，抓紧收割，有了麦穗起码还能当作饲

料用。

“十年前，野猪开始在村里出没，当时出现的次数和数量比较少，一个月能见到一两次。”

老李介绍，但从此以后，野猪逐年增加。最近几年，野猪成群结队出现，一般三五只，最多

十几只，一只野猪一晚上就能毁坏十几亩庄稼，十几只野猪在庄稼地里肆意毁坏的程度就更

严重了。小侯行走在小沟林场附近，时不时可以看到野鸡从庄稼地、林间草地惊飞而起。“野

鸡、野兔、野猪在这里太常见了。”林场书记老张是一名老护林员，巡林时经常看到成群的

野猪。过去，林场主要是依靠砍伐木材和种植经济林维持发展，生态破坏较为严重，很多野

生动物迁徙到其他地方。而如今，经过十几年退耕还林、封山禁牧，林区生态逐渐恢复，空

气清新、景色怡人，吸引了不少人来游玩。但生态系统仍然很脆弱，没有达到“自愈”的能

力。“野猪等野生动物逐渐迁回，生物链没有完全形成，它们现在没天敌，只能让它们这么

‘嚣张’。”老张表示。

小侯了解到，林场职工现在主要任务是巡林，防止发生火灾和不法人员盗伐木材、盗杀

野生动物，还有一部分人开办“林场文化特色旅游”“林场旅馆”等增加集体收入。近年来，

游客人数不断增加。去年，林场职工人均增收 1万余元。附近的村民在农闲时，到林场里来

务工，收入也增加不少。林场职工和村民都感受到了生态恢复带来的好处。

“经常有外地人来到村里，希望村民配合捕杀野猪，但均被村民拒绝。”老张说，虽然村民

对野猪毁坏庄稼既无奈又“痛恨”，但这些年的普法宣传工作做得扎实，村民们都知道野猪

不能随意捕杀、只是采取温和的方法驱逐。

材料 3

近二十年来，农家乐在全国各地兴起，成为发展乡村旅游、振兴乡村经济的重要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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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作为我国农家乐发源地之一的 P县，近两年的农家乐发展却略显颓势，

原因何在？出路何在？下面是 P 县当地论坛中一些网友的说法：

交通是永远的痛啊。有的没有公交通达，有的没有停车场，路况差，到处坑坑洼洼的。

这么差的交通条件把不少慕名而来的客人赶跑了。有的地方开一条公交，修一条路太不划算，

但至少要保证人气旺、农家乐多的地方有条件嘛。

一些农家乐太老了，建的时候就是以农民自己的宅院为底本，腾出几间空闲屋子当客房，

打扫出院坝当活动场所，没有真正按农家乐标准规划……比如洗手池、厕所、浴室等都是一

家农家乐就一个，这些很影响消费体验。

说句实话都是千篇一律的钓鱼、打牌、吃饭等活动，没有特色，去了其中一家，就等于

去了所有农家乐，怎么会有回头客嘛？

我们当地的农家乐一些店家在餐饮加工时，没有按规定将生食、熟食分区，我还观察了

他们用的食材，有的没有商标、生产日期，一问才知道这些东西都是在附近的无证小作坊里

买的，我不敢再去了。

说起这个我就生气，上次去体验捉土鸡，拣土鸡蛋，结果那些鸡比菜市场的饲料鸡都肥，

怎么可能是土鸡嘛？一问老板，老板还笑嘻嘻地说“现在哪去找土鸡？我这土生土长，吃饲

料长大的鸡，就算是土鸡了。”他们很多蔬果也是直接在市场上买的，根本不是自己种的，

却以“农家自种自养”为噱头收费昂贵。

P 县有 3000 多年历史，有那么丰富的民俗风情、农耕文化、民间技艺资源，可是我在

当地的农家乐里完全看不到它们的影子。这里和其他地方的农家乐真的没有什么不同。而且，

放养的猫狗等牲畜、临河的地理位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简陋跷跷板等，都让我为来这里玩

的孩子们担心。

住农家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乐。其实，农家乐的优势在“农”字，乡村风

光、农家饭菜、农事活动是吸引游客的法宝。农家乐要在深度挖掘民俗风情、农耕文化、民

间技艺等乡土文化资源上下功夫，树立独具特色的地域品牌。

P县农家乐要发展，其协会应该发挥作用。而不是像现在只是给当地农家乐挨家挨户地

发一块“P 县农家乐协会成员单位”的牌子，其他时候却完全隐形。协会本身有规范行业管

理，促进有序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义务。

材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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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王家村支部书记老王带领村支两委一行人来到“农家书屋示范村”兴隆村考察学

习，以下是考察学习的相关情况：

“我们这个农家书屋占地 300 平方米，不仅有 9000 多册图书，还有 8 台电脑哩！设有

开放阅读区、老年人沙龙活动区、儿童阅读区、借阅工作区等。”兴隆村支部书记老马介绍

道。

“早上有老人下棋，下午有学生看书写作业，周末文化活动很多。”村民颜大妈笑着说，

“以前大家业余生活就是唠嗑打牌，这儿，给老人和孩子们张罗了一个好去处。这里一周七

天都开着门哩，平时能看看书、上上网，多了解下外面的世界是啥样的。到了周末还有‘兴

隆故事会’、放电影、科普宣传讲座这些活动，都挺有意思的。有了这个书屋，我们觉得生

活有滋味得很呢。”

“共建共享是我们的理念，这里对全村村民免费开放。”书屋管理员小蔡介绍道，“当

初建这个书屋时不仅得到县、镇的支持，也受到村里群众的欢迎。这里有 4000 本图书、2

台电脑是村民们自发捐的。这里的近万册图书覆盖了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儿童科教等多个

方面，并严格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编码分类，各类图书非常好找。针对儿童阅读速度

快、阅读需求量大的特点，我们与邻村的书屋会定期轮换儿童图书，让它们在农村‘转’起

来。”

现在，更多的村民成了农家书屋的常客，在病虫害防治、生产技术改良、市场需求变化等问

题上，村民都学会了主动从书籍和网络上寻找答案。年过六旬的村民老贾说：“前些年市里

有个扶贫项目，免费为我们引进了一种新柿子，价钱能比老品种高五六倍哩。就是需要砍了

老树嫁接，大家大眼看小眼，谁都不行动。现在想想啊，这都是不晓得村外的世界是啥样。”

“孩子们一到放学就会到书屋里来做作业，看看课外书。每到周日，这里就更是孩子们的乐

园，看书、画画、练字……”管理员小蔡说，村民以前最担心的就是一到放学放假，孩子到

处乱跑有危险。自从农家书屋开设这个免费的课后托管中心，孩子们放学就可以来这写作业，

我也能稍微辅导下；放假了还有大学生志愿者来支教，这给家长们帮了大忙。“毕竟，阅读、

作业、课后辅导，都是孩子成长中的大事啊。”

“我们的农家书屋不仅仅有图书馆的作用，它还是一个微型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和培训

基地。”老马书记骄做地介绍道，“我们兴隆村不是家家户户都拉了网线，买了电脑，村民

也不是人人都熟悉电脑操作。那为啥不可以利用农家书屋的联网电脑提供农村电商培训和服

务呢？这样，我们的柿子、土蜂蜜、杏干等土特产都不差销路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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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农家书屋+电商”模式极大地增加了农家书屋的吸引力，使农家书屋人气大增。越来

越多的村民一手拿着锄头、一手拿着鼠标，在书屋工作人员的帮助下，开起网店，做起电商。

在书屋外墙上，有大字标语写着“让兴隆的优质农产品不再难卖”，各种包装精美的产品排

列整齐。管理员小蔡说，书屋不但帮村民卖农产品，还为他们代收快递、代缴水电费用等，

这极大地方便了大家的生活。

三、作答要求

1、根据给定资料 1，概括新凤村“土专家”的特点。（3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字数不超过 200 字。

2、请根据给定资料 2，概括该村近年来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3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字数不超过 200 字。

3、请根据给定资料 3，概括 P县农家乐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4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2）条理清晰，语言通畅；（3）字数不超过 500 字。

4、王家村拟参照兴隆村的模式改进农家书屋，假设你是王家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请你写

一篇宣传稿，向村民宣传改进后农家书屋的作用。（5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2）逻辑清晰，语言流畅；（3）字数不超过 600 字。

参考答案：

一、根据给定资料，概括新凤村“土专家”的特点

【参考答案】

新凤村“土专家”的特点如下：一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社情民意清楚得很，在脱贫攻

坚中结合新风村的实际。二是看到村貌落后，生活贫穷，心急如焚，总想为乡亲们办点儿事。

三是带领村干部自费考察，号召党员带头干，不仅亲自当起技术员，还自费为村民提供种苗。

四是和泥土打了一辈子交道，对这方水土的牌性很了解，喜欢钻研，反复试验，摸索良方。五

是熟悉民风习俗，有威望，明事理，懂法律，用朴实的语言调解矛盾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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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该村近年来遇到的问题并分析其原因。

【参考答案】

近年来遇到的问题是野猪成群结队毁坏庄稼，程度严重，造成农作物减产，村民经济收入

减少。

其原因，一方面，生态恢复，野生动物回迁。过去生态破坏较为严重，虽经过十几年退耕

还林、封山禁牧，生态逐渐恢复，但生态系统仍然很脆弱，没有“自愈”能力。野生动物逐渐

迁回，生物链没有完全形成，缺少天敌。另一方面，当地保护意识增强。当地感受到生态恢复

好处，加上普法宣传，并未随意捕杀，只是用温和的方法驱逐。

三.请根据给定资料，概括 P 县农家乐存在的问题，并据此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

【参考答案】

P 县农家乐存在的问题有：一是交通条件差，交通设施不完善;二是没有按农家乐标准规划，

屋舍简陋，生活设施不全，且存在安全隐患;三是县农家乐协会形同虚设，没有尽到相应的义务;

四是市场乱象纷生，有欺诈游客的现象;五是同质化竞争严重，游乐项目雷同，缺乏特色和本土

气息。

为促进农家乐的发展，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改善交通条件。加大财政投入，完善停车场、

道路等基本交通设施，对农家乐集中的地方适当增设公交路线。二是优化旅游环境。完善浴室

等基础生活设施，严格排查、消除周边安全隐患，提升游客消费体验。三是发挥协会作用。督

促县农家乐协会加强日常管理工作，履行规范行业管理，促进有序竞争和可持续发展的义务。

四是强化市场监管。严惩使用“三无”食材、以次充好等不法行为，杜绝欺客现象，保障游客

消费安全及合法权益。五是立足本地特色。挖掘民俗风情、民间技艺等乡土文化资源，树立独

具特色的地域品牌，创新游乐项目，避免同质化竞争。

四：王家村拟参照兴隆村的模式改进农家书屋，假设你是王家村农家书屋的管理员，请你

写一篇宣传稿，向村民宣传改进后农家书屋的作用。

【参考答案】

改进农家书屋 方便全村生活

近年来，农家书屋越来越受到广泛欢迎，一些农家书屋进行了改进，也受到好评。王家村

农家书屋也将面临改进，改进后的农家书屋，将具备更多功能，最大限度为全村人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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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后的农家书屋，仍然保有文化共建共享的理念，免费开放。书屋将设置开放阅读区、

老人沙龙活动区、儿童阅读区、借阅工作区等。农家书屋无论工作日还是周末都保持开放，每

到周末，还将举办故事会、播放电影、科普宣传讲座等活动，丰富大家的生活。农家书屋的图

书将覆盖农业生产、农村生活、儿童科教等多个方面，按照《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对图书编码

分类;针对儿童阅读速度快、阅读需求量大的特点，我们还会与邻村的书屋轮换儿童图书，让图

书“转”起来。为帮助孩子成长，农家还将开设免费的课后托管中心，放学可以辅导孩子作业，

避免孩子放学放假乱跑发生危险;放假还有大学生志愿者参与支教。

书屋还将提供农业服务。大家可以利用农家书屋的图书和网络资源开阔视野，在病虫害防

治、生产技术改良、市场需求变化等问题上得到答案。同时，农家书屋不仅有图书馆的作用，

同时还是一个微型的农村电商服务中心和培训基地，为大家提供农村电商培训和服务，通过“农

家书屋+电商”模式，开拓土特产销路。

除此外，农家书屋还将提供代收快递、代缴水电费用等服务，方便大家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