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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江西省公务员录用模拟卷（三十九）

《申 论》

满分：100 分 时限：150 分钟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的作文考试不同，是分析驾驭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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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字笔，在答题纸有效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二、给定资料

资料 1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

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

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2020 年两会前夕，人民网开展了关于网民最关心的两会热词的调查，“社会治理”位列第七。政府

工作报告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保基层运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夯实根基。社会治理是国

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社会治理，有助于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高社会发展质量，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资料 2

47 岁的许大姐是鼓楼区中央门街道新门口社区 1号网格的专职网格员，她所“管辖”的网格，涵盖

554 户、1154 人，小到沿街商户倚门出摊，大到独居老人突发疾病，都在她的职责范围内。

每天需采集信息不少于 20 条，资源整合事件需 7 日内办结，月度走访重点人群和群租房不少于 1

次，季度走访出租房不少于 1 次，每周走访空巢老人不少于 1 次……网格员的工作内容事无巨细，但许

大姐从不会挂一漏万、忙中出错，因为她的手机里有一件“法宝”——南京市社区治理一体化信息平台。

该手机端平台上，分为信息采集、网格巡查、社区服务、重点监管、党建工作、任务活动、我的待办、

考核管理等多个模块，点击进入每个模块又有细分任务，每办结一次即可实时显示任务进度。

“平台的后台还连接了公安等部门的数据库，例如走访空巢老人，系统会自动派单给我。”许大姐

说。

在信息平台这一“最强大脑”上，网格员的工作进度实时呈现，网格员的职责范围细致入微，只需

“按图索骥”，即可保质保量地完成网格各项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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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 年上半年，社区治理一体化平台共收集问题事项 176.4 万条，已解决 158.2 万条，同时

推出多项网上便民业务，累计服务 30 余万件次。

资料 3

2018 年 5 月 14 日，南京网格学院正式揭牌成立。作为全国首家网格员培训学院和网格化社会治理

的研究机构，学院为南京及省内外基层街道社区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实用型人才，被社区工作者、网格

员称为网格化治理的“最牛学院”。

“扎根社区 13 年，我最大的体会是‘事情要做在前面’，事前多辛苦，事来不抓瞎。”南京市优

秀党务工作者、市劳模王大哥探索出的“社区居民自治协商”机制，推动了金陵大公馆小区通过居民自

治，合理使用每年 20 多万元的小区营收，居民没为这笔钱闹过一次矛盾。

2019 年初，王大哥走上了南京网格学院的讲台，以老师的身份向学员们“传经送宝”。秦淮区来凤

街社区的一名物业公司工作者听过王大哥的课，他说：“我们干物业的，平时总觉得和居民是对立面，

作为兼职网格员，到网格学院听了这些专家的课，一下子掌握了和居民拉近距离的窍门，收获很多。”

据相关人士介绍，附设在该校的网格学院，在制定全市统一的培训大纲、培训教材、考核标准等基

础上，已陆续筹建 12 家区级分院，明确市级学院主要承担网格员骨干、网格长、社区书记（主任）培

训任务，各分院主要承担网格员轮训职责。

网格学院常年开设“党的十九大关于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新思想与网格化社会治理政策”“非法

集资防范、识别与处置”等多个与网格员实际工作密切相关的课程。此外，在月牙湖街道、沙洲街道和

苏州、扬州等市，学院还建立了 10 多个现场教学基地，通过案例教学、小组讨论、课后交流、现场教

学等形式，不断提高培训质量。

从 2010 年以前的千户上访“大阵仗”，到截至今年连续 10 年实现“零上访”，栖霞区仙林街道的

网格化治理从最初的瞄准“减少上访”，已演变为当下的以网格化为机制、信息化为手段、社会化为支

撑、群众化为基础、法治化为保障、精细化为目标的“六化融合”社会治理创新。这其中的“窍门”之

一，就是仙林街道打造的“万名黄马甲”网格志愿者队伍。

仙林新村居民、70 岁的老党员老庞就是其中一员。早起先巡查小区环境卫生，然后足迹遍布小区周

边自己的“辖区”，老庞说：“作为网格志愿者，从小区里的垃圾，到周边饭店油烟设备的运转情况，

我都要管。我的网格我负责，这样的道理，我‘手下’的十几个志愿者都了然于心。”

在雨花台区“大板桥”地区，顺丰快递南京公司的近 30 名快递员，日均送快递 2000 多件。因此，

他们非常熟悉小区情况、熟悉居民家庭，对于楼道里杂物乱堆、闲杂人员乱贴小广告、电动车充电私拉

乱接、住宅偷偷变成群租房等信息，他们往往成了“第一目击者”。

2019 年 11 月初，顺丰快递南京公司的这些快递小哥成了“网格志愿者”。“王奶奶人在家里，钥

匙却插在门锁上；楼道里我遇到一个偷偷张贴小广告的，立即上前阻止……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虽是快

递员，但能为社区做贡献，心里美滋滋的。”21 岁的快递小哥小王说。

依靠这样的“志愿者力量”，南京网格化治理的“实际阵容”，远比在册的 3 万多名专兼职网格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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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多得多，成为实打实的“最佳阵容”。社区网格已成为采集信息、发现风险、消除隐患的“第一感知

触角”，超前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年逾花甲的老陈夫妇育有一儿一女，老了却没人管了。推着轮椅上的老伴，老陈找到了雨花板桥街

道孙家社区“网格法庭”，网格员小李与法官助理小童深感棘手，“一旦对簿公堂，会让亲情破裂，不

建议这么做。”

一连多日，小李主动上门，找老陈的儿子谈心，终于做通了思想工作。最终，大家协商出二老名下

房屋的租金由老人收取、母亲的医药费由儿女共同承担的方案。

这是 2019 年 7 月挂牌的南京首个网格巡回法庭的日常一幕，“网格+法庭”模式开辟了法惠民生新

路径，也是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

板桥街道综治办负责人介绍，目前该法庭已开辟出网格巡回法庭、网格法学堂、法官工作室等社区

诉源治理新模式。依托区委政法委网格化平台建设，线上对接社区治理一体化终端，及时关注涉法涉诉

信息并给予法律指导，线下则通过网格法庭开展公开庭审、普法宣传、法律咨询等工作，为基层社会治

理营造了良好的法治氛围。

“网格法庭”的成立，是南京网格化治理的创新举措之一，人们心目中的上门走访、上路“扫街”

等常规网格动作，在南京已逐步升级出 2.0、3.0 版本。

与此同时，南京的 12583 个网格，还普遍建立了党支部、党小组，全面开展“红色网格”建设，实

现了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无遗漏，使党的领导体现在基层社会治理最末梢，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

基层治理效能，体现和落实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实践要求。

资料 4

“西城大妈”是北京西城平安志愿者的代称，是西城区群防群治的名片。“西城大妈”的历史可以

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脚侦缉队”，指的是当时北京大街小巷热心治安监督的“小脚老太

太”。而如今的“西城大妈”成了西城区的志愿服务品牌。

66 岁的柳大妈，是“西城大妈”的原型人物。柳大妈作为垃圾分类指导员已经有 7 个年头，在这 7

年当中，有过心酸，有过家人的不理解，但她并没有放弃。柳大妈每天早上 6点起床，给孙子做完早点

后，就来到垃圾桶旁边分类处理垃圾。由于胡同比较狭窄，垃圾回收车不能开进来，柳大妈每次都会将

分好类的垃圾桶推到马路旁边，等待垃圾回收车的到来。

根据西城区综治办数据，截至 2018 年，“西城大妈”人数已达 81885 人，积极参与平安西城建设

的各类群防群治力量超 10 万人，特色团队 1452 个。

北京市西城区某社区党委谭书记表示，“西城大妈”模式，就是通过发动个人力量参与到社会建设

中，让每个人都投入到对社区的建设当中，最终达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的。

资料 5

平安，是治国者的宏大理想，也是老百姓的朴素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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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体系，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

国。”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思想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指引着

东方大国迈向更加幸福和谐的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提高预测预警预防各类

风险能力。这一指示将推动社会治安综治领域从“后置”变为“前置”，从“被动”转为“主动”，有

效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

不搞小治安，追求大平安。“平安浙江”布局之初，就是一项系统工程，以全局眼光、整体思维，

追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的同步和谐。

从管理转向治理，依靠群众是关键。十多年来，“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的“枫桥经验”不断

深化推广，依法治理、源头化解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截至 2018 年，全省建起 3.5 万支平安志愿者队

伍、4.15 万余个调解委员会，实时化解社会矛盾。

每一寸土地都有人管理，每一户人家都有人服务。在浙江，数十万个全科网格在全省铺开，实时收

集基层信息；四个功能性平台高速运转，及时处置各类事件……以基层为抓手，浙江的社会治理工作越

来越智能、专业、高效，全省 95%以上矛盾纠纷在乡镇以下妥善解决。

十数载的不懈追求，换回持续的和谐稳定。如今，浙江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率已连续 16 年位居全

国前列，被公认为最安全的省份之一。

“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的浙江，正在更深层次、更广领域、更高水平上推进平安浙江

建设，努力实现从平安中国先行区到示范区的新飞跃。

三、作答要求

（一）假设你是南京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上级部门来南京市考察，请结合给定资料 2～3，就南

京市基层治理创新方面的工作经验，写一份汇报提纲。（4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层次分明，有逻辑性；

3.字数 500 字左右。

（二）参考给定资料 4～5，以“创新社会治理，助力平安中国建设”为主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

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性文章。（60 分）

要求：1.紧扣主题，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3.字数不少于 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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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江西省公务员录用模拟卷（三十九）

《申论》参考答案

（一）假设你是南京市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上级部门来南京市考察，请结合给定资料 2～3，就南

京市基层治理创新方面的工作经验，写一份汇报提纲。（40 分）

要求：1.紧扣资料，内容全面；

2.层次分明，有逻辑性；

3.字数 500 字左右。

【参考答案】

网格化管理 推进基层治理精准化

南京市持续深入推进网格化治理，打造形成了网格化社会治理整体新格局，织就社会治理网。

一、智慧织网，打造“最强大脑”

打造社区治理一体化信息平台，根据模块进行任务细分，每办结一次即可实时显示任务进度，网格

员根据信息提示即可保质保量地完成网格各项任务；后台连接公安等部门数据库，根据网格员工作属性

进行系统自动派单。

二、专业织网，成立“最牛学院”

成立专业网格学院，为南京基层工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实用型人才；社区工作者将基层工作经验

通过授课方式传授给更多的兼职网格员，通过丰富多样的形式，不断提高培训质量。

三、合力织网，排兵“最佳阵容”

成立网格志愿者队伍，根据志愿者职业进行辖区划分，超前防范化解各类矛盾纠纷；开展以网格化

为机制、信息化为手段、社会化为支撑、群众化为基础、法治化为保障、精细化为目标的“六化融合”

社会治理创新。

四、精细织网，构建“最全要素”

成立“网格法庭”，依托区委政法委网格化平台建设，线上对接社区治理一体化终端，及时关注涉

法涉诉信息并给予法律指导；线下则通过网格法庭开展各项工作，为基层社会治理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

基层治理关乎百姓幸福感，在创新基层治理的这条路上，唯有将群众之事放在心上，才能走得更远。

（520 字）

（二）参考给定资料 4～5，以“创新社会治理，助力平安中国建设”为主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

自拟标题，写一篇议论性文章。（60 分）

要求：1.紧扣主题，结构完整，思路清晰；

2.内容充实，论述深刻，语言流畅；

3.字数不少于 1000 字。

【参考范文】

社会治理创新 守护平安中国

平安，是民生所盼、更是发展之基。总书记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民之所愿，政之所向。社会治理一头挑着百姓的期盼，一头担着政府的责任。而如今，创新社会治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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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下的新要求，让人心更安稳、社会更和谐，构建社会治理创新的新局面，共享太平盛世。

社会治理创新是“系统化”治理，呵护“人心相安”。“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

则无畏于圣人矣”，社会力量在平安中国的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朝阳群众”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就与公安联手一起抓获了国外间谍，至今仍然向警方提供各类违法犯罪线索；“西城大妈”以志愿

服务为导向，热心服务社区居民，让群众感受到“远亲不如近邻”的温暖。系统思维、群防群治成为社

会治理靓丽名片。无论身处何处，总有系统治理下的“毛细血管”不断延伸，时刻保护人民，让人内心

不再焦虑。“上下同欲者胜，同舟共济者赢”，平安中国的建设离不开每一位中国人的有效参与，关乎

到每一位中国人的切身利益。只有发挥“系统化”治理的优势，才能为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源

源不断的智慧和动力支持。

社会治理创新是“智能化”治理，守护“国富民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智慧技术赋

能现代社会治理，提高百姓幸福感。5G 时代的到来，为未来城市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将人类社会

推进至万物互联的全新时代。新型智慧社区可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实现业主“刷脸”入户，有效降低入

户盗窃等事件的发生，让居民生活更舒心；智慧公安打破数据孤岛的现象，GPS 实时定位案发地点，便

于警察及时到达现场，快速办案，有效维护社会安全稳定。治理的智能化在构建了高效安全网的同时，

更奠定了百姓事业、国家发展的基石。“科技是一种强大的智慧力量”，智能引领未来，开创智慧时代，

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社会治理创新是“法治化”治理，庇护“长治久安”。“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

必浚其泉源”，基层社会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核心，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再到社会治理法治化，

标志着我国对社会治理认识的不断深化。“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直至今

日仍具有现代化的意义，为基层治理指明方向。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决

策，从源头预防矛盾发生；村民行为约束“负面清单”和劝导式“正面清单”的推行，也是基于我国熟

人社会的社会属性，以达到规范村民行为、鼓励村民向榜样力量看齐的目标。用法治筑牢治理的根基，

打造规范化，提供个性化，才能在顶层设计和微观细节中把握平安的脉络。

“天下之大，民生为最。”平安作为民生之首，不仅仅意味着住所的稳定，更意味着内心的安全感。

社会治理创新是建设平安中国的必由之路。相信在未来，“平安中国”会愈发成为中国的名片，成为亿

万儿女自豪的根源，成为蓄力中国梦的不朽力量。（1156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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