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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一

请根据以下素材和要求，拟写一份公文。

某市区司法局即将召开 2020 年度工作总结会议，请起草一份会议通知，将下列有关事项或其他必

要事项告知与会单位或个人。

（1）开会地点：市司法局大厦三楼第一会议室。

（2）开会时间：12 月 28 日至 30 日。

（3）应带材料：市属区司法局带两个先进集体、三名先进个人材料；各县（市）司法局带一个先

进集体、两名先进个人材料。

（4）参与人员：各县（市）、区司法局局长一人。

（5）会议内容：除工作总结外，还将提出下一年度工作计划要点。

（6）住宿在司法大厦，所需费用回原单位报销。

要求：

（1）应按照通知的结构拟写；

（2）以上提供的材料，可根据需要调整、组合，所缺材料应作补充；

（3）正文部分应简明扼要。

【参考答案】

通 知

各县（市）区司法局：

经研究，定于 12 月 28 日（星期二）上午 8:30 分在市司法大厦三楼第一会议室召开 2018 年度全市

司法工作总结会议，并讨论研究下一年度工作计划要点。会议为期 3 天。参加人员为各县（市）区司法

局长。届时请各区司法局带两个先进集体、三个先进个人材料，各县（市）司法局带一个先进集体、两

个先进个人材料参会。与会人员统一安排在司法大厦食宿，费用自理。

××市司法局

2020 年×月×日

练习二

请根据以下背景材料和答题要求，拟写一份公文。

家长反映某村的爱民幼儿园管理混乱，食堂伙食卫生条件也不好，还出现过管理事故，县教育局经

过检查后发现确实存在基础设施不达标，管理等各方面问题。

答题要求：请你以县教育局的名义下发一个整改通知，时间为 2020 年 9 月 3 日。格式正确，用语

规范，字数不超过 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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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通 知

爱民幼儿园：

我局近期对你校管理及食堂卫生状况进行了现场检查。现将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整改要求通知如下：

（一）存在的问题

1.学校的办学条件（校舍、设备、师资配备、卫生安全设施等）未达到本县基础教育同类学校标准

化建设要求；

2.学校管理混乱，教育教学质量低下，办学声誉未得到社会认可；

3.食堂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管理制度不健全；管理及操作人员健康证不齐，培训不到位；卫

生“三防”措施不到位；冷藏等设备不足；库房、操作间杂乱无序，生熟不分；原料购进出入库登记简

单，索证管理不严等。

（二）整改要求

针对上述问题，你校须进行以下方面的整改：

1.完善学校管理制度，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办学条件，达到本县基础教育同类学校标准化建设要求；

2.食堂要制定规范化管理实施细则等制度，规范健全台帐登记，全员培训并挂牌上岗，添置食品留

样设备。

你校须在 15 日内向我局提交整改报告，我局将在适当时机对整改情况进行复查。

××县教育局

2020 年 9 月 3 日

练习三

请根据以下背景材料和答题要求，拟写一份公文。

就霞溪村村委向镇人民政府申请村文化活动中心公开招投标事项，拟写一份公文。

1.简要介绍村民文化活动中心的具体用地地址及面积等概况；

2.希望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在 2020 年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

3.有附件一份——《霞溪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大楼投标须知》；

4.格式正确、用语规范，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关于申请霞溪村文化活动中心公开招投标的请示

××镇人民政府：

霞溪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项目位于我村田当组市政路旁，占地面积约 1.5 亩，原为我村生产发展用

地与镇政府工业用地置换而来，并已通过镇两委会研究确定。现我村已完成该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正

着手进行对外公开招标事宜，为保证项目能如期开工，争取年内完成建设并投入使用，特向镇政府申请

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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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请示妥否，请批示！

附件：霞溪村村民文化活动中心大楼投标须知

霞溪村民委员会

××年×月×日

练习四

××区民政局日前编制了××区部分道路地名命名方案（征求意见稿），自 8月 28 日起在××区政

府网站上刊登，广泛征求意见，诚请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请根据以上提供的材料信息代表××区民政局拟写一篇公告。

【参考答案】

关于公开征集××区部分道路地名命名方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城市地名命名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文化品位，建立完善规范有序、高效标准的地名体

系，满足当前城市建设和未来持续发展的需要，××区民政局编制了××区部分道路地名命名方案，自

即日在××区政府网站上刊登，广泛征求意见，诚请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

对所有意见和建议，我们都认真倾听；对所有关心地名工作并建言献策的市民们，我们都衷心感谢。

欢迎大家热情参与，积极献言献策。有关意见建议请于 7 日内以信函、电话、电子邮件等形式反馈至×

×区民政局。

邮寄地址：××区民政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传真）：××××－×××××××

电子信箱：×××××××

附件：××区部分道路地名命名方案（征求意见稿）

××区民政局

2020 年××月××日

练习五

××市政府研究同意××集团有限公司在××木业园区筹建一家木文化博物馆。目前该馆已完成初

步筹备工作，即将向省文物局上报申报材料，请求批示。市政府办领导要求就此事向省级文物局行文。

请你根据上述资料代拟这份文件。

要求：文种、格式正确，内容充实，语言严谨。涉及日期、地点、名称等用××代替。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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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府办关于允许××集团有限公司筹建××木文化博物馆的请示

省文物局：

××集团有限公司是××市生产和销售木制品的大型企业。该公司为了展示人类和木制品的悠久历

史，让全社会更多地了解木文化，拟在××木业园区内筹建“××木文化博物馆”。目前该馆已初步完

成了筹备工作，现将申报材料上报贵局审批。

特此请示。

附件：××市××集团有限公司关于筹建××木文化博物馆的申报材料

××市政府办公室（盖章）

2021 年×月×日

练习六

为做好项目推进、特色小镇培育工作，学习 H 市“梦想小镇”孵化项目的经验和做法，××市政府

决定 10 月 9～11 日组织市政府办“梦想小镇”孵化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一行 6 人到 H 市考察学习。

请你就此事代拟一份文件发到 H 市。

要求:文种、格式正确，内容充实,语言规范。涉及给定材料中没有的单位、人名等一律用××代替。

【参考答案】

××市政府办关于赴 H 市考察学习“梦想小镇”孵化项目经验和做法的函

H市政府办：

贵办在推进“梦想小镇”孵化项目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我市学习。为着力做好项目推

进、特色小镇培育等工作，更好地研究出适合我市发展的新理念、新方法，我市政府拟于××年 10 月 9

日至 10 月 11 日组织市政府办“梦想小镇”孵化项目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一行 6 人到贵市考察学习，请大

力支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真号码：×××

特此函达，请即复函。

附件：考察学习人员名单及行程安排

××市政府办公室（盖章）

2020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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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七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为贯彻《××市绿色建筑发展条例》，掌握本市绿色建筑工作开展情况，

检查政策落实情况与职工质量等，决定针对全市在建的绿色建筑项目，采取听取汇报、现场检查等方式，

开展 2019 年绿色建筑专项检查活动。请你根据上述资料代拟这份文件。

要求：文种、格式正确，内容充实，语言严谨。涉及日期、地点、名称等用××代替。

【参考答案】

关于开展 2020 年绿色建筑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市绿色建筑发展条例》，及时掌握我市绿色建筑工作开展情况，经研究讨论，我市决

定开展 2017 年绿色建筑专项检查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检查对象

全市范围内在建绿色建筑项目

二、检查时间

×月×日至×月×日

三、检查方式

（一）听取汇报，查阅资料。

（二）施工现场实体质量抽查，现场抽样检测。

四、检查内容

（一）政策落实情况。……

（二）施工质量。……

（三）建筑验收。……

五、有关要求

（一）负责人现场配合检查，按照要求准备迎检资料。

（二）检查中发现存在违反相关政策的情况，将下发执法建议书。

附件：1.迎检资料明细

2.检查人员、车辆、项目安排表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0 年×月×日

练习八

近日，住建部决定在全国 100 个县（市、区）开展第一批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利用示范工作，

我省瑞昌市、崇义县、靖安县名列其中。根据要求，上述三地要在今年确定符合本地实际的农村生活垃

圾分类方法，并在半数以上乡镇进行全镇试点，两年内实现农村生活垃圾分类覆盖所有乡镇和 8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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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政村。

问题：假如你是 Y 镇政府办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员，请你为镇政府拟写一份鼓励农民进行垃圾分类的

倡议书。要求：格式规范，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参考范文】

关于农村垃圾分类的倡议书

各位村民朋友们：

大家好！

农村是我们共同的家，卫生整洁、环境优美是我们对农村共同的期待。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垃圾处理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

以前，人们习惯把生活垃圾乱丢乱扔，“污水靠雨冲，垃圾靠风刮”。垃圾随意地堆放，会造成环境

的污染，滋生大量的蚊蝇和细菌，直接危害我们的身体健康，有些垃圾还会造成更大的资源浪费。如废

电池、废日光灯管、过期药品等属于有害垃圾，如果把它埋在田地里，它不仅不会腐烂，还会释放出有

毒物质污染土壤，不能随便乱扔。

“垃圾分一分，环境美十分”，垃圾分类要从每个小家做起，因此，我们向所有的人发出倡议：行

动起来吧，请把生活垃圾进行分类。比如，我们可以把垃圾分为“会烂”和“不会烂”两大类：剩菜剩

饭、菜根菜叶、果壳瓜皮、过期零食等及其他一些可腐烂的垃圾要放到可堆肥（易腐烂）垃圾桶，不能

腐烂的垃圾则投放不可堆肥（不可腐烂）垃圾桶，这样可以实现变废为宝。

让我们一起努力吧，我们的村庄会变得更美丽、空气更清新、环境更加舒适！

Y镇政府办公室

2019 年×月×日

练习九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中共中央办公

厅于 2018 年 5 月 20 日印发并实施《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近日，某

市政府据此发布《关于开展“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主题党日活动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根据《方案》要求，某市级单位决定于近日开展关于“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主题党日活动，请

你草拟一份活动方案通知。

要求：内容具体，要素齐全，格式正确，字数 400 字左右。

【参考答案】

关于开展“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主题党日活动的通知

各党支部：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

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市政府

发布《关于开展“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主题党日活动的实施方案》，我单位党总支部根据《方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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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决定组织本单位全体党员前往××革命烈士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现将活动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活动时间

2020 年×月×日 8:30～17:30

二、活动地点

××革命烈士纪念馆

三、活动主题

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

四、参与人员

本单位全体在职党员

五、活动要求

（一）本次活动希望各位党员积极参与，原则上不允许请假，若实在有特殊情况，请向上级领导请

示批准。

（二）请各个部门于×月×日下班前统一将参与活动的党员名单报送本单位党总支部。

（三）请各位参与活动的党员于 2020 年×月×日 8:00 到单位一楼集合，单位会租车统一前往目的

地。

××单位党委组织部

2020 年×月×日

（443 字）

练习十

长期以来，不同形式的一次性塑料制品在居民生活中被广泛使用，近年来随着电商、快递、外卖等

新业态的发展，塑料餐盒、塑料包装等的消耗量快速上升，造成新的资源环境压力。塑料垃圾被随意丢

弃会引起“白色污染”，不规范处理塑料垃圾存在着环境风险。对此，我们正在研究制定防治塑料垃圾

污染的政策文件，按照“限制一批、替代一批、规范一批”的原则，对不同生产、生活、消费等情形中

使用的塑料制品，分领域、分品类提出政策措施。

为广泛汇聚社会各界智慧，提高政策制定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国家发展改革委门户网站

上开设了“我为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言献策”专栏，请社会各界人士围绕不同领域塑料制品的管理要求，

提出意见建议。

请你以市民张三的名义，撰写一篇塑料垃圾污染防治建议书，报送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参考答案】

关于塑料垃圾污染防治的建议书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近年来，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各行各业呈现欣欣向荣之势，而这其中，电商、外卖、快递等行业不

仅带来了无数的就业机会，便利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我们也无法忽视由此拉动了塑料餐盒和包装的消

耗，造成了新的资源环境压力，危害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制约着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为此，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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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要树立起环保意识，以科学有效的措施妥善解决“白色污染”，现提出如下建议：

1.要求电商、外卖以及快递等行业减少过度包装，在对产品包装时使用可降解材料或纸基包装代替

塑料制品。

2.在此基础上，产品包装还应当加强回收再利用，比如电商和外卖的纸基包装可鼓励消费者做好收

集，在经过统一回收和处理后再度使用。

3.加强宣传，建议消费者走出家门，进行线下消费，比如购物时自带布购物袋，吃饭时进行堂食或

自带盛装工具方便外带，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频率。

4.强化监管，对滥用塑料制品的行业和厂家进行惩处，并督促进行整改。

5.引导建立废弃物处理循环处理平台，通过市场的力量建立起更多垃圾处理厂，让塑料制品能够进

入到循环平台，创造更多商机。

新兴行业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而放纵新兴行业。愿通过

以上建议能够让塑料真正造福国人！

市民张三

2020 年×月×日

练习十一

请根据以下材料撰写一篇会议通知，要求内容与格式符合机关公文写作要求。

××市委宣传部拟于 9 月 18 日上午至 19 日上午召开全市宣传部长座谈会，传达全省宣传部长座谈

会精神，总结交流全市 1～8 月份宣传思想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参加会谈人员准备约 15 分钟的

发言。要求全市各县区委宣传部长 9 月 17 日下午到皖江市委党校学员楼会议室签到，并将发言材料打

印 20 份，在报到时交会务组，材料 A4 幅面双面打印、封面左上角用四号字体注明“2019 年全市宣传部

长座谈会发言材料”。请各县区委宣传部于 9 月 14 日下午下班前将参会人员名单报市委宣传办公室，联

系人陈芳，电话 1234567，传真 1234567，本通知无文号。

【参考答案】

关于召开全市宣传部长座谈会的通知

全市各县区委宣传部：

为传达全省宣传部长座谈会精神，总结交流全市 1～8 月份宣传思想工作，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

我市拟于 9 月 18 日上午至 19 日上午召开全市宣传部长座谈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0 年 9 月 18 日上午至 19 日上午

二、会议地点

××市委党校学员楼会议室

三、相关要求

1.请参会人员准备约 15 分钟的发言；

2.请各部长于 9 月 17 日下午到皖江市委党校学员楼会议室签到，并将发言材料打印 20 份，在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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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交会务组；

3.发言材料打印要求：A4 幅面双面打印、封面左上角用四号字体注明“2018 年全市宣传部长座谈

会发言材料”；

4.请各县区委宣传部于 9 月 14 日下午下班前将参会人员名单报市委宣传办公室。联系人陈芳，联

系电话（传真）：1234567。

××市委宣传部

2020 年×月×日

（327 字）

练习十二

根据××环保厅《关于建立全省环保系统“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的通知》（“苏环办”2019 年第

406 号文件），××市环境保护局同步建立了全市环保系统“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制定《××市环保

局“企业环保接待日”规程》，帮助企业答疑解惑，解决实际困难，以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这

一制度有利于认真贯彻“依法依规监管，有力有效服务”方针，也有利于有力落实《全省环保系统服务

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苏环半”2019 年第 317 号文件）。

请以××市环保局的名义，拟定一份通知（“宁环办”2019 年第 240 号文件）下发××区环保与水

务局、各区（园区）环保局、各相关单位，要求他们改进工作作风，同步建立接待日制度，把每月第四

周的周三定为全市统一的“企业环保接待日”，这一制度定于 2019 年 10 月 9 日正式实行，实现省、市、

县三级联动。另外，这项工作的有关要求可参照《××市环保局“企业环保接待日”规程》执行，也可

结合当地实际，提供个性化服务。

【参考答案】

关于建立全市环保系统“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的通知

宁环办〔2018〕240 号

××区环保与水务局、各区（园区）环保局、各相关单位：

为认真贯彻“依法依规监管，有力有效服务”方针，有力落实《全省环保系统服务高质量发展若干

措施》（“苏环半”〔2018〕317 号），省厅建立了“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市局根据省厅《关于建立全

省环保系统“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的通知》（苏环办〔2018〕406 号）文件精神，要求各级单位改进工

作作风，同步建立“企业环保接待日”制度，把每月第四周的周三定为全市统一的“企业环保接待日”，

从而实现省、市、县三级联动，帮助企业答疑解惑，解决实际困难，以更好地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该

工作的有关要求可参照《南京市环保局“企业环保接待日”规程》执行，也可结合当地实际，提供个性

化服务。请认真执行。

附件：××市环保局“企业环保接待日”规程

××环保局

2020 年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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