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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2 日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A 类）》

注意：

1.本试卷全部为主观题，总分为 100 分，限时 150 分钟。

2.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签字笔）将自己的姓名、准考证填写在试卷和答题纸相应位置。请使用 2B

铅笔填涂答题纸第一页准考证号的信息点。

3.看清答题纸答题页面，每题都要在指定的页面位置作答，在其他位置上作答一律无效。

4.请一律使用现代汉语，在答题纸上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作答。用铅笔作答不得分。

5.答题结束后，将试卷和答题纸一并交给监考人员，并务必请监考人员在你的准考证上签字。否则，

若题本和答题纸遗失，由你承担责任。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50 分）

案例一

下面是 A 市政府网站“在线访谈”栏目其中一期内容摘录：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关注“在线访谈”。文化遗产是人类留下的珍贵文化资源，凝聚

着先民的智慧和创造，保护和利用好文化遗产资源是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传承民族优秀文化的客观

需要，也是每一位社会成员义不容辞的责任。A 市历史悠久，先民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留下了极

其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构成了 A市精神之魂。在第 11

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我们请来了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武茜、副局长朱宏斌，来和网友一起进

行互动在线交流。欢迎两位领导来到我们的在线访谈直播室。

武茜：谢谢主持人，很高兴能就我市文化遗产保护的情况和大家交流，希望各位为 A 市文化遗产保

护事业建言献策，齐心协力、共同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主持人：请问武局长，我市都有哪些文化遗产？

武茜：我市文化底蕴深厚，文化遗产十分丰富。大运河（A 市段）和龙王庙行宫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现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4 个，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1 个，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70 个，县区级文物保

护单位 334 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淮海戏、柳琴戏、淮红戏、苏北大鼓、苏北琴书、丁嘴跑驴、大兴

旱船、蔡集手抄纸制作技艺、水晶山楂糕制作技艺、地方酒酿造技艺等。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项目 2 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21 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72 项，县（区）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314 项。

主持人：请问武局长，我市是怎样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

武茜：市政府相当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二五”期间，我市文物保护工作按照“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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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多措并举，狠抓落实。市政府先后出台了《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意见》

《A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法》等一系列文件，依法规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编制了《中心城市文化

遗产保护和利用规划》，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不断加强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目前，

我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已经走上健康有序的发展进程。

主持人：请问武局长，除了重视之外，作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管部门，文广新局在加强文化遗

产保护方面有哪些具体的举措？

武茜：“十二五”时期，全市文物部门始终坚持文物保护工作方针，做了许多打基础、促长远的基

础性工作，重点抓好文物保护项目申报，推进大运河（A 市段）申遗、做好重点文保单位的有效修缮保

护和地下文物考古发掘等，同时积极开展文物保护的宣传教育活动，严厉打击文物违法违规行为，有效

促进了文物工作的良性发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极推行“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

形成合力；长远规划、分步实施、点面结合、讲求实效”的原则，重点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的命名保护和做好申报省级、国家级项目推荐上报工作，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进校园开展传承保护，

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展示活动，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习所和传承基地建设，推动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工作常态化。

主持人：请问武局长，我市是如何做好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工作的？

武茜：我们始终秉持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统一的理念，促进文物保护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配合省博物院、某大学考古队依法对市区 12 处建设工地实施抢救性考古工作。勘察面积逾 40 万平

方米，发掘古墓葬 300 余座，出土文物 1000 余件组，其中，凤凰墩出土的战国时期编钟，一组共 9 件，

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先后组织对顺山集遗址、万北遗址、韩井遗址实施考古发掘，其中顺山遗址被

国家文物局评为2012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被誉为“B省文明之根”，并列入B省大遗址名录加以保护。

主持人：请问武局长，我市是从什么时候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针对非遗保护都做了哪

些具体工作？

武茜：我市从 2004 年开始开展非遗保护工作，重点开展了这几项工作：一是组织全市文化部门开

展非遗资源普查、整理，摸清全市非遗项目家底；二是组建市级非遗专家库，为我市非遗保护提供评审

和专业咨询；三是开展非遗项目和非遗传承人申报、命名工作，建立健全非遗保护体系；四是推进非遗

传习所、传承基地建设，建立传承人和非遗项目保护机制；五是加强非遗对外交流工作，增强非遗社会

影响力。

主持人：请问朱副局长，能跟广大网友介绍一下我市各县区博物馆建设方面的情况吗？

朱宏斌：近年来，市、县区博物馆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2014 年 5 月，市博物馆新馆建成，建筑面

积为 1.5 万平方米，主展厅面积 2500 平方米，陈展主题为“A 市文明发展史陈列”，共四个部分，展出

珍贵文物 600 余件（组），年接待观众逾 13 万人次；C、D、E 县博物馆新馆也相继开工建设。C 县博物

馆新馆（9300 平米）土建工程已竣工，正在进行装修和布展工作，D 县博物馆新馆（4200 平米）和 E

县博物馆新馆（6000 平米）土建工程也已基本完成，正在进行布展前期准备工作；中心城市还相继建成

了朱瑞纪念馆、水利博物馆、粮食博物馆等专题馆，目前全市建成各类博物馆共计 12 个。

主持人：近年来，我市对非遗做了很多工作，通过这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

朱宏斌：（1）我们整理汇编了《A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汇编》16 册，约 13 万字，收录 16 类，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第 3 页 共 7 页

1648 项。（2）建立了国际、省、市、县区四级保护名录体系。目前，全市共有国际级非保项目 2 个，省

级非保项目 19 个，市级非保项目 72 个，县（区）级非保项目 314 个。（3）建立了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

护机制，积极做好非遗传承基地建设，目前，全市共有各类非遗展览馆 24 个，收藏实物数达 1600 多件；

非遗传习所 227 个，培训学徒 1200 多个。2014 年，我们评选出了 16 家市级非遗传承示范基地。组织开

展非遗进校园活动，柳琴戏、淮红戏等 14 个项目在全市 18 个中小学定期开展传习活动，共计培养学生

近 12000 人。（4）加强非遗项目对外交流。近年来，我市积极组织非遗项目参加省内外的各项学习交流

活动，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2014 年，淮海戏传承基地编创的淮海戏剧目《乡村

好人》获“B省舞台精品工程”；苏北琴书传承人刘双飞老师编写的作品《白绫记》获第八届中国曲艺牡

丹奖创作入围奖和节目入围奖；苏北琴书传承人汤庆和创作指导表演的作品《猪八戒拱地》，在 B 省第 5

届少儿曲艺大赛中获“新苗奖”。

主持人：访谈进行到这里，已经有不少网友在线提问了，下面我们来集中回答网友的提问。

……

问题：根据给定材料，简要列出 A 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概况。（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字数不超过 300 字。

案例二

资料 1

2015 年 4 月 2日，X市公安局接到该市一高校学生小张的报警，小张称自己在一购物网站购买手机

时遭遇电信诈骗。据小张叙述，4 月初，他偶然发现一个专门低价出售电子产品的网站，缺乏社会经验

的小张轻信了“客服”，直接将购买手机的货款打给了所谓的“网站银行账号”。此后，“客服”又以付

费不成功为由让小张继续打款，直至被骗了 11300 余元。接到报警后，X市警方迅速锁定了两名犯罪嫌

疑人，并将其抓获。据嫌疑人供述，从 2015 年 3 月以来，有 100 多名受害人上当打款给他们，涉案金

额达 500 余万元。

今年 8 月 19 日，山东省临沂市 18 岁的南京邮电大学准大学生徐某被他人以发放助学金为由，通过

银行 ATM 机转账的方式诈骗 9900 元。发现被骗后，徐某与其父一起到公安机关报案，回家途中，徐某

晕倒，出现心脏骤停，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案发后，媒体曝光了买卖个人信息的黑色产业链条，新华社也发文质疑，通讯运营商管理存在漏洞

致使用户信息泄露，导致近年来电信诈骗案件频发。

专家分析，电信诈骗类案件的通常情况是，金额较小的案件无法达到立案标准，而达到立案标准的

案件，立案后又面临破案难和破案成本高的问题，因为电信诈骗往往是跨省作案，涉及面广，侦查和取

证有难度、成本高。对于手段高明的嫌疑人，更涉及到一些技术问题。这就使电信诈骗犯罪成本低而打

击难，造成犯罪率比较高。

资料 2

去年 7 月的一天，S 市王女士接到朋友的一条短信：“XX 你好，这是给你的喜宴请柬,http：

//XXXXXXXXXX，恭候光临，敬邀。”在她点击短信链接后手机网银被盗，损失数万元钱，而且她的手机

还向通讯录中的人继续发这种诈骗短信……最后，王女士不得不刷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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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点击这种木马病毒伪装成的链接导致被骗的受害者并不在少数。有受害者说，对电信网络诈骗不

是没有了解，只是诈骗的手段太逼真了。不仅有的“伪基站”可以以假乱真，让人难以分辨；而且，就

短信而言，脚本非常符合发短信人的性格特点，比如热情好客的人中木马后发的短信多是邀请朋友赴宴

的。有些短信还是针对受害人的工作特点编制的，比如康先生接到了一位搞宣传的朋友发来的短信，他

还以为是对方给他传材料就点击了链接，结果中了木马。

网络电信诈骗花样繁多，常常令人防不胜防。有的冒充公检法办案人员，谎称涉嫌犯罪威逼、恫吓

受害群众，诱骗受害者将存款转到所谓的“安全账户”上；有的通过电话、微信、电子邮件等冒充受害

人的亲属、领导、老师、医生或其他朋友，伺机编造理由行骗；有的在你买房、买车后，以能拿到所谓

的“补贴”或“退税”为由实施诈骗。许多的这种诈骗案件有一个共同点，即骗子已经掌握了市民的个

人真实身份信息，包括姓名、住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甚至最近的某项重要活动等。骗子利用这些信息，

实施精确诈骗。

资料 3

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是“国务院打击治理电信网络新型违规犯罪工作部际联席会议”确定的七个重

点打击地区之一。新罗区主要以网络购物诈骗为主，诈骗分子被称为“淘宝哥”，电信诈骗在当地叫做

“打电脑”。新罗区的适中镇是诈骗的重灾区，四面环山的独特地势成为“淘宝哥”与警方躲猫猫的天

然屏障。许多“淘宝哥”在山里搭着帐篷“打电脑”，他们分工明细，有专人负责盯梢，一有风吹草动

立刻作鸟兽散。“80 后”“90 后”年轻人成为电信诈骗的“生力军”他们很多都是亲戚朋友，有的是姐

妹兄弟联手，有的甚至“全家总动员”。

2015 年以来，龙岩市公安局专门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行动，通过对系列诈骗案件的深挖，从中梳

理出贩卖淘宝客户信息、出售钓鱼链接、诈骗团伙、为诈骗提供洗钱流转便利的卡商、收赃人员完整的

犯罪利益链条，并予以打击重创，2015 年 12 月，公安局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召开部门联席会，与三大运

营商初步建立反诈骗协作机制，为公安机关办案开辟绿色通道。龙岩市公安局还与阿里巴巴集团初步建

立了警企协作机制及第三方支付公司联合工作机制，阿里巴巴集团为龙岩警方开辟了绿色通道。

近来，适中镇新祠村成为整治网络诈骗的一个典范。在进村路口，打击电信诈骗违法犯罪的标语随

处可见。“我们村没有任何一个人做网络诈骗！”适中镇新祠村村支书杨成忠曾对某媒体记者拍着胸脯保

证。让年轻人不走歪路的关键就是给他们找一份好工作。杨成忠带领村干部帮助筹资金、找市场，创造

条件解决新祠村年轻人的就业问题。

问题：结合给定资料，你认为应如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30 分）

要求：对策合理、可行性强，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 500 字。

二、作文题（阅读以下材料，然后按后面的要求作答。50 分）

从海昏侯的马蹄金到故宫的石渠宝笈，博物馆一票难求，人们在与文物的对话中感受历史；从《大

圣归来》到《大鱼海棠》，电影院人头攒动，一年 400 亿元票房堪称奇迹……

这只是当代中国文化场景的两个“特写镜头”。近年来，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为公众拓展了心灵空

间、构筑起精神家园。“由人化文，以文化人”，人与文化的互动生长，正是一个最好的注脚，印证着习

近平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的判断——“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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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以上材料，以“文化自信”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字数在 1000～1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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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0 月 22 日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A 类）》参考答案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50 分）

案例一

问题：根据给定资料，简要列出 A 市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概况。（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字数不超过 300 字。

【参考答案】

A市政府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出台保护文件，落实文化遗产保护方针，编制了相关规划，

不断加强财政投入，不断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进行文物保护项目申报，做好文物修缮保护和考古发掘工作，并开展宣传教

育活动，打击文物违法违规行为；建成市、县区博物馆并相继投入使用。2.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对代

表性项目进行命名保护和申报，建立非遗项目和传承人保护机制，推进项目进校园，组织展演展示活动，

建设传习所和传承基地；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汇编组，建非遗专家库，建立了国家、省、市、

县区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加强非遗项目对外交流，增强非遗的社会影响。（286 字）

案例二

问题：结合给定资料，你认为应如何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30 分）

要求：对策合理、可行性强，条理清楚。字数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对策建议：1.加强管理，堵住源头。通讯运营商要堵住管理漏洞，加强对内部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

严防内部人员与不法分子勾结，倒卖公民信息；同时加强技术创新力度，建立个人信息防火墙，保障信

息安全。2.完善立法，严格执法。立法机关要尽快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法律法规，以清晰的法律条文保障

公民信息安全，以明确的量刑来打击电信诈骗。执法机关要加强对电信诈骗犯罪的查处力度，通过培训

和学习来提升自身的执法水平和破案效率，严厉打击相关犯罪。3.警企合作，重拳出击。电信运营商要

积极配合公安机关工作，召开新闻发布会，建立反诈骗协作机制，为公安机关办案开辟绿色通道，降低

公安机关破获网络诈骗案件的成本，共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行为。4.加强宣传，强化就业。努力营

造打击电信诈骗的舆论氛围，建设整治电信诈骗的典范村镇，推动打击防范电信网络新型犯罪宣传教育

活动进社区、进单位、进学校、进家庭；同时为年轻人就业创造条件，让他们脚踏实地，不走歪路。5.

全民动员，强化意识。公民要加强防骗知识学习，不贪小利、不受诱惑，提高防骗意识；同时还要学习

相关法律知识，积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47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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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文题（阅读以下材料，然后按后面的要求作答。50 分）

结合以上材料，以“文化自信”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字数在 1000～1200 字。

【参考范文】

坚定文化自信 大步走向未来

“文以载道，汇则兴邦。”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文明积淀，承载着整个民族的精神追求和理想信仰。

我国文化不但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更体现了改革开放进程中总结出来的创新精

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厚重的底蕴与巨大的潜能。拥有这样璀璨的文化，我们更要理直气壮地

肯定自身文化价值，理所当然地对民族的文化生命力充满信心！

以文化人，文化自信来自于对优秀传统的继承。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古有商鞅“徙木为

信”的诚信担当，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情怀；今有“两万五千里长征”的不畏艰险、艰苦奋斗，“改

革开放”的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继承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中华民族理应自尊自信，宠辱不惊。当

然，若要传承优秀传统，达到“以文化人”、感导教化的效果，需要我们通过丰富的文化创作、各式的

文化活动，让其以“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姿态渗透到群众的一言一行当中，使我们的优秀文化

拥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

由人化文，文化自信源于人民对优秀文化的实践。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首次提出了“知行合一”的

思想，即言行一致，一个人的行为可以反映出他内在的文化修养。中国自古就有谦逊、勤劳的优秀品质，

言行举止温文尔雅应该成为中国人的特质。然而，近年来，著名景点被刻上“某某到此一游”、中国游

客在国外机场大闹等恶劣行为，无一不显示了这些人文化践行的缺失。文化不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礼仪

之邦”，而应是流露在我们的一举一动当中。在优秀文化的熏陶下，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应该更加优雅，

在日常生活中，言传身教地践行优秀文化，我们的文化自信才有立足之基。

以文会友，我们要自信地向世界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化。文化自信不应该是“闭门造车”“自娱自乐”

的自信，而应是走出国门，在世界范围内获得认同的自信。想要在国际舞台上脱颖而出，就需要我们将

优秀的文化推出去，打造强大的文化创意产业，将优秀文化的内涵同现代形式相结合，将中国文化打造

成充满独特魅力的文化产品。让《大圣归来》《大鱼海棠》这样的优秀文艺作品纷涌出现，让梁祝、花

木兰等动人故事在世界各地被熟知、歌咏。只有这样，才能让世界更好地认识中国，让世界感受到我们

的文化自信。

中国是世界上惟一一个文明未曾中断的国家，我们理应为之自信、自豪！“不忘初心才能开辟未来，

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当今我国发展面临各种挑战，但相信只要我们对中华优秀文化价值予以充分

肯定，对中华优秀文化生命力抱有坚定信念，与时俱进，砥砺前行，一定能让当代中国大踏步走向世界、

走向未来！（1035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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