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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广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乡镇）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考者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

力的测试。

2.参考时限：阅读资料 30 分钟，参考作答 90 分钟。满分：100 分。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二、给定材料

资料 1

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突出的短板。为补充这块短板，党的十八

届五中全会提出，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 决区域性整体贫困。

广东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坚持不懈的扶贫开发促使农村绝对贫

困基本消除，而农 村相对贫困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新形势下全面了解和掌握当前广

东相对贫困的现状，对更加有效地开 展农村扶贫开发，形成长效的脱贫机制，促进当前和

今后广东农村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在中共广东省委第十一届五次全会上强调，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核心在于“全面”，广东省需要补齐的短板有三块，其中之一便是扶贫

开发的短板，胡春华书记强调，要补 齐扶贫开发的短板，按照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要求，

实施扶贫攻坚行动计划，坚持开发性扶贫，接力实施扶 贫“双到”工程，打赢扶贫开发攻

坚战，确保“十三五”末我省贫困人口全部脱贫。

资料 2

2009 年以来，广东省在扶贫开发工作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双到”模式（规划到户、

责任到人），各帮扶 单位与贫困村结对帮扶，并选派优秀党员干部驻村工作。小张是珠三

角某市直单位的一名干部，被单位选派 到粤东某县 A镇 B村开展驻村帮扶，下面是他初到

B村开展帮扶工作的一部分日记。

5月 13 日，星期一，小雨。

我带着行李在镇扶贫办林主任的陪同下前往 B村报到，开始我为期两年的扶贫驻村工

作。一路上，车辆沿着狭窄的盘山公路蜿蜒前行，两旁尽是光秃秃的山头。路上车辆和行

人很少，偶尔能看到运石子的货车迎 面开过来。面包车从镇里出发，走了 1个小时左右，

坐在前排的林主任跟司机说：“小李，前面岔路口转右”。车子转入一条泥路，路不宽，

沿途散落着低矮破旧的泥房，听林主任说，村里大多数人都住这样的房子， 阴冷潮湿蚊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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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因为刚下过雨，路面坑坑洼洼，面包车颠簸着走了 20 多分钟才到达 B村村委会。村委

会坐 落在山腰旁，是一排有 5间房间的泥砖房，可能是建设时间较早，显得有点破旧。看

着眼前的景象，我为当 地贫困深感震撼，也坚定了我驻村帮扶的决心。

5月 14 日，星期二，多云。

今天，召开村两委干部会议，讨论研究脱贫工作。据村党支部陈书记介绍，B村位于 A

镇东北部，离镇

政府驻地 33 公里，村辖区总面积约 5650 亩，其中耕地仅有 350 亩，其余都是山地，

是 A镇山地最多的村。全 村 1600 多人，村民主要靠种植花果苗木、外出打工和手工制作

等维持生活，收入普遍不高。

当我问到村集体经济发展情况时，陈书记说：“我村集体经济基本上是一张白纸，没

有村办企业，村集 体唯一的收入是出租 100 亩山地给一个老板开办果苗场，每年只有 5万

元。由于集体没有钱，村里也没有能力 改善道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希望工作队能给我们

出出点子，想想办法。”

村里现有贫困户 48 户，201 人，其中大多数是扶贫工作难啃的硬骨头：有 20 户家里劳

动力只有一个，而 家庭成员中至少有一个是残疾的或者得重病的；也有 5户贫困家庭是因

为家里发生重大变故，变成单亲家 庭，而子女又比较小，需要长期帮扶的；还有 10 户家

庭收入不高，是因为子女考上高中或者大学，无力承担 高额教育费用而导致的。

6月 6日，星期四，晴。

早上跟村支委老彭到贫困户刘叔家走访。刘叔一家四口，有一个正在读高中的女儿和

一个读初中的儿子，老婆芳姨是个传统的农村妇女，在家照顾刘叔和打理自家的一亩承包

地。刘叔原来在一家运输公司当长途 司机，月收入有 5000 多元，2013 年 10 月开车出了车

祸导致双腿截肢，基本丧失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需 要芳姨照顾日常起居，家庭主要

经济支柱一下子倒了。刘叔一家生活陷入了困境。2014 年 6 月，刘叔向村委 会申请纳入贫

困户帮扶范围，村委会按照上级制定的贫困户标准对刘叔的申请进行了审核、民主评议、

公 示、上报审批等，从 2014 年 8 月起纳入贫困户帮扶范围。

下午，梅婶到村委会为其准备入读大学的儿子办理贫困户证明，以便申请贫困户子女

教育补贴。梅婶是 我比较关注的贫困户，老公前几年得癌症去世了，她独自抚养两个小孩，

大儿子今年考上大学，光学杂费就 要六千多元；小儿子还在县上读高中，每个月光伙食费

就得 500 块。现在梅婶在镇上的一家制衣厂当车间包装员，月收入仅 1000 多元，无法承担

两个儿子高额的教育费用，生活拮据。

8月 16 日，星期二，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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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村干部到果苗场了解村民就业情况。据果苗场郭老板介绍，他承包的果苗场需要 3

个技术人员和 15 个工人，因为村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也没有果苗培育专业技能，他不得

不高价从县里雇用技术人员。本来也 想帮忙安置一些贫困户，帮助他们增加收入，但他们

不是嫌劳动强度大，就是嫌工资低不肯来，现在场里只有 2名贫困户，而其他工人都是从

隔壁村雇来的。

9月 13 日，星期五，晴。

晚上，村里老党员老杜过来我宿舍串门。老杜今年 63 岁，党龄有 41 年，曾经担任过

村党支部书记，在村民中有很高的威信。我热情地招呼老杜坐下，给他泡了―杯茶。原来，

老杜是过来跟我探讨扶贫脱贫工作 的。老杜对我说：“小张，关于村里脱贫工作，最近有

一些不良思想倾向。比如说，上个星期召开的党员会 议上，有干部就提出，要积极向上级

和帮扶单位要政策、要项目、要资金、要贫困户指标，这样村里的工作 就好开展了，只要

把项目和帮扶资金落实好，村里就天下太平了，可以年年享受国家的优惠政策，就算把贫 困

村的帽子多戴几年也值了。另外，我隔壁家的小林跟我反映，村头的杨家新增了两个劳动

力，按道理应该 要脱贫了，但是杨家千方百计找理由强调困难，就是不肯摘帽。对于这些

思想倾向，我是坚决反对，也希望 你能多做做村干部和贫困户的思想工作，这种观念真是

不能要的。”

资料 3

C 镇位于粤赣边界，下辖 21 个村（居）委会。总人口 31591 人，其中贫困户 1192 人，

贫困人口 4648 人。全镇总面积 243.2 平方公里，其中可开发耕地面积仅为 29200 亩，自然

条件较差，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是我省重点帮扶的贫困地区。

自省扶贫开发“双到”工作启动以来，先后有多个对口支援单位驻村帮扶。通过六年

两轮帮扶，C镇被帮 扶贫困户生活状况大为改善，被帮扶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C镇经济

社会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发展速度显著提高。截至 2015 年底，全镇贫困户人均纯收入已由

2009 年的 2320 元提高到 9371 元，扶贫成效显著。

为了更真实、准确的了解该镇的贫困人口状况，进一步推动在更高层次上的精准扶贫，

镇扶贫办组成工作队深入走访了部分贫困村。

塘西村党支部段书记正在给贫困户发放种鸡。段书记说：“这是今年村里向对口帮扶

单位积极争取来的，贫困户每户 15 只。我们希望全村贫困户都能通过养鸡早日脱贫致富。”

按照发放名册，前来领取种鸡的贫困户有的是病人，有的是残疾人，有的是行动不便的老

年人，也有壮年劳动力。

刚领完种鸡的林斌是个三十岁出头的小伙，家里虽然贫困，但是他黝黑的脸上透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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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摆脱贫穷的强烈愿望：“还是挺无奈的，村里发放扶贫种鸡，不管你能不能养，平均

分发下去，他们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有些贫困户年纪大、身体差，根本搞不了养殖，往年

分发给他们的种鸡也只能拿去卖钱或者等鸡大点了再吃掉，年年如此，生活并没有什么改

善。我可不想再过穷日子了，我想成批量的养殖，可才发了 15 只，根本成不了规模啊。”

当工作队走到村尾时，看到镇里几年前大张旗鼓设立的“苗木科技示范园”，如今已

大门紧闭，一点也看 不出往日的影子。村民们抱怨道：“当时办这个示范园，征了村里的

地，说是按照日后租金回报给村集体，开始的时候轰轰烈烈，县里、镇里派专人管理，各

级领导都来参观，可风光了！可是仅仅开了不到半年，示范园就因为没有后续资金而关门

了，干部和技术人员也撤走了，留下空荡荡的园区，长满了野草。如此扶贫项目别说示范

作用，连正常效益都没有，你说建它干嘛？还不如不建呢。”“就是，当时说这里是县长

挂点扶贫点，县长—发话，县属企业跟着就来投资了，可现在县长一调走， 企业立马撤资，

你说这到底是为我们村民谋福利还是给领导脸上贴金呢？”

来到田东村时，贫困户普遍向工作队反映，现在农村的扶贫项目及资金， 包括吃低保，

都是村干部私下商定后就悄悄上报了。从没有开过村民大会或者搞过公示，镇里有什么优

惠政策他们都不知道。贫困户丁大哥说：“就以前几天村里发放的扶贫种茶款为例，我们

田东有 8家人领到扶贫款。在我们村，大家都知道的 栽有茶树的 4个贫困户，没领到—分

钱的补助，倒是好几个家庭条件较好且—棵茶树未栽的人家，凭借与村 干部的关系各领了

2000 元的补助。至于低保人员，村里就更是一本糊涂账了。”

在山脚村，贫困户李叔听说工作队来了，赶紧来诉苦：“帮扶确实年年都有，但帮扶

单位和帮扶项目换 来换去，到头来我连一个项目都没有搞好。”李叔一脸沮丧地说：“最

早扶贫单位给我们带来了技术人员，指导我们种辣椒，但是才种了两年，就因为市场价格

暴跌，项目根本赚不到钱而中止了。后来又来了扶贫队让我们种番薯，虽然当年番薯大丰

收，却由于村内道路破旧，运输货车无法进入，番薯根本运不出去，最后只 能眼睁睁的看

着番薯烂在地里。”李叔没能力跟上帮扶单位的“快节奏”，项目基本上都半途而废。

说起项目来，贫固户张婶也是满肚子苦水：“以前扶贫单位帮我们把水塘挖起来了，

说是养鱼成本低，脱贫见效快，于是我们几家贫困户在镇里惠农补助外又东拼西凑了差不

多两万元，买了 3000 尾鱼苗放下去 养。不知道是咋回事，不到三个月鱼苗就死了上千尾，

剩下的鱼长成了，我们也不知道拿去哪里卖，后来寒 潮来了好多鱼都冻死了，我们几户钱

没赚到，本都赔了进去，不但没有脱贫反而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像这样 的帮扶，没有一点

保障，你让我们哪里还有信心啊！”

资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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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西山区 D镇位于县城西南部，距县城 37 公里，下辖 28 个行政村、1个社区，118 个

自然村，总人口 8903 户、40398 人，面积 204.67 平方公里。现有建档立卡贫困村 16 个，

贫困户 1597 户，贫困人口 7632 人。

2009 年以来，D镇紧紧抓住省市加大扶贫工作力度和扶贫资金投入的机遇，主动对接

帮扶单位，多管齐 下，扶贫攻坚取得较好成效：解决了大多数贫困村行路难的问题；修建

小型饮水工程 43 处，让村民喝上干净 卫生的自来水；建设村文化小广场 5处，经常开展

文化下乡活动，丰富村民文化生活；贫困户住房条件得到较大改善。但是，D镇贫困村大多

位于山区，基础设施建设速度跟不上群众的需求，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还不完善，缺乏长期

稳定的增收致富渠道。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扶贫攻坚难度大等问题依然挡住 D镇发展

的脚步。

为加快贫困村脱贫步伐，D镇针对本地森林资源丰富的实际，鼓励贫困村通过发展旅游

早日脱贫，对举办乡村旅游点的贫困户一次性给予 2万元补助。樟宜村是一个贫困村，靠

近森林公园，依靠独特的自然景观，加上政府扶持，这几年乡村旅游点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很多贫困户靠着补助，摆起几张桌椅办起了小饭馆，收入明显提高。可惜好景不长，看到

商机的村民们东一家，西一家的都办起了小饭馆，但这些饭馆、茶馆基本上吃的、喝的都

一样，互相之间形成了恶性竞争，不断压价抢客，哄骗游客现象也时有发生，去年以来游

客明显减少。

与优美自然风光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樟宜村落后的村镇建设，下面是某机关驻村帮扶队

长刘科长与村民之 间就该村村道建设的一段对话。

刘：“你们这是在修什么呢？”

村民：“在修村道呢。”

刘：“这村道是通到哪？”

村民：“去临浦村。”

刘：“临浦村不是在北面吗？你们怎么往东西方向修啊？”

村民：“你刚来没多久吧？这你就不知道了。村书记家在东边，我们想可能是考虑他

们家出行方便吧，所以得绕一段路。”

刘：“那绕一段得多花多少冤枉钱啊？”

村民：“钱？我们修到现在村里还没给过钱呢，找村干部要钱，村干部一个月也不来

看一次工地，不是忙着照看自己的铺子，就是去打牌，很少有人关心过修路的事情，你还

和我提钱！”

刘：“那你们怎么不找村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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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找他能有什么用，当时修路他要走他家这边，因为绕远了路，肯定要花多些

钱，其他村干部不同意，他撂下狠话，如果不按他意思办就谁都别想修这条路，硬是把路

改过来了。其他村干部心里不满，就在修路的事上不用心，出工不出力，处处使绊，上级

拨下来的修路款也被村会计扣着，硬是不给我们。”

谢忠民是 D镇路桥村人，多年来一直都是以种植甘蔗为生。近几年其他镇引进的“高

糖、高产”型甘蔗品种全面占据了市场，县糖厂把普通甘蔗的收购价格压得很低，甚至不

愿意收购。谢忠民急得直跺脚，多次跑去镇扶贫办找法子，“你看看，其他镇既引进了新

品种，又大力推广机械化，生产、收割效率比我们高多少！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甘

蔗卖不出去啊。”

谢忠民急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甘蔗没对方的甜、没对方的高产好卖，更让他无奈的是明

明可以引进好的甘蔗品种和农机生产，却苦于没钱而拿不出办法。

“我也想过用贷款来引进品种，扩大种植，但我一个普通农民，要砖房没砖房，要拖

拉机没拖拉机的，拿什么抵押给银行？银行怎么会贷款给我呢？听说商业贷款还要交好多

利息，我要是借了银行的贷款搞砸了，拿什么还钱啊？”

果山村是 D镇的龙眼种植大村，全村龙眼种植面积超过 1500 亩。今年气候好，满山都

结满了龙眼。这里 出产的龙眼个大、核小，味道很是鲜美，可眼看就到成熟上市的季节了，

却鲜有果商上门来收购，村民们都很心急。

长久以来，由于边远闭塞，村民们也不懂上网，能掌握的市场信息非常有限，一般是

等果商上门收购，如果遇到果商压价，村民们也毫无办法。因此，即使龙眼质量很好，依

然很难卖到好价钱。除此之外，龙眼树绝收的情形也越来越多，给种植户带来了较大的损

失。龙眼树一旦染上了病，就会大面积枯死，造成绝收。经了解，临近的几条村都存在这

样的问题。

“镇里也曾组织过一些农民培训项目，但是效果始终不好。”扶贫办的干部对此显得

有些无奈。然而村民们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李大伯家种植龙眼已经八年了，也经历过一次

较为严重的病虫害，谈起这个他感到十分无助：“镇里组织我们去培训，但是专家只是往

主席台一坐，就照着书本开始念起来，下课后就匆匆赶回了市里，没到现场看过我们的病

树，更别说能给我们什么具体指导了。上课的内容我们大都不懂得操作，镇 里的干部也只

会拍照和让我们签名，这样子的培训，对我们来说一点儿用都没有！”

村里待业青年小杨对镇里举办的培训也有自己的想法：“村里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待业

青年有十几个，我们想学汽车驾驶、摩托车修理或者烹饪，学会之后就有一技之长，可以

到外面打工或者创业，家里也就能脱贫了。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镇里只是举办过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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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培训，而我们年轻人需要的技能培训却从来没有搞过。

三、作答要求

（一）请根据资料 1中驻村干部小张的工作日记，简要分析导致 B村贫困的主要原因。

（30 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300 字。

（二）假设你是 C镇扶贫工作队队员，请根据资料 2分析指出该镇扶贫工作存在的主

要问题。（30 分）

要求：分析全面、透彻，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300 字。

（三）通过两轮扶贫开发”双到“工作，D镇扶贫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还存在一些

亟待解决的问题。请根据资料 3，就 D镇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出对策建议。（40 分）

要求：建议合理、有针对性，条理清晰，表达准确。篇幅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与解析

（一）【参考答案】

一、地域发展的客观局限性：①耕地资源匮乏，山地多。②劳动力匮乏。③基础设施

建设落后，交通条件差。④产业结构失衡，没有村办企业和集体经济。⑤村集体财政收入

来源单一，收入少，资金紧张。村民主要靠种植花果苗木、外出打工和手工制作等维持生

活。

二、村民的发展观念落后：①村干部存在不良思想倾向，等靠要思想严重。②村民文

化素质低，缺少专业技能。③村民思想落后，好高骛远，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

三、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①医疗保障制度不够完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②社会

救济缺位。家庭变故，年幼儿童家庭变成单亲家庭，家庭主要劳动力遭受意外事故，③教

育保障不到位。高中、大学教育费用过高。（280 字）

（二）【参考答案】

一、贫困人口多，自然条件差，可耕种土地少，经济发展水平落后。

二、对口帮扶单位不主动，村干部应付了事，扶贫项目单一，脱离实际，平均分配不

科学，难以规模养殖，难以形成致富产业、提升致富能力，贫困户积极性低。

三、政绩观错位，搞面子工程，扶贫项目缺乏长效机制和科学调研，走形式、走过场，

政策缺乏连续性，劳民伤财。

四、扶贫项目、资金、低保落实缺少规范管理，宣传不足，民主、公开、阳光操作不

足，存在拉关系冒领现象，扶贫资金发放不精确。

五、扶贫单位和项目不稳定，项目缺少系统性和长远性规划，项目不可持续发展，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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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缺少市场竞争力，养殖项目缺少技术指导与市场对接平台，导致返贫致贫。（277 字）

（三）【参考答案】

D镇需要在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满足群众需求；改善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提供长期稳定

的增收致富渠道等方面进一步完善精准扶贫工作：

一、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发展个性化、差异化的旅游经济。结合 D镇特色，引导农

户发展符合当地实际的旅游项目，完善配套的旅游服务设施。

二、加强对旅游市场的监管。重点整顿恶性竞争，压价抢客，哄骗游客等现象，出台

相应的行业规范，保护消费者权益，规范旅游市场秩序。

三、完善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监督修路款等资金动向，提供专项和有效的资金保证。

四、加强扶贫项目监管。惩处公权私用、管理不当、出工不出力等问题，健全村民自

治机制，发挥村民自治组织的作用。

五、拓展扶贫资金来源渠道。设立政府扶贫专项资金；适当降低银行贷款利息，发挥

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作用；盘活农村已有资源，积极探索法律允许的农村土地抵押贷款业务。

六、拓宽农产品营销渠道。及时提供市场信息，帮助农民及时掌握市场动向；实施互

联网营销战略，打造农产品优质品牌，提高农产品知名度。

七、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重点培训互联网技术、市场信息和生产

技术等内容，满足生产与市场需求，尊重年轻人的培训意愿；确保培训内容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48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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