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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21 日浙江省事业单位统考试卷

《综合应用能力（A 类）》

注意：

1.本卷为全主观题，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上作答，直接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2.请在试卷、答题纸上严格按要求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3.本卷总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4.特别提醒：请在答题纸规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作答无效。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50 分）

案例一

资料 1

环保部发布的《2016 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年报》中提到，去年工业固体废物产

量为 19.1 亿吨，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8 亿吨，后者处置率达 97.3%，面对生活垃圾逐年增加的趋势，垃

圾处理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世上本没有垃圾，有的只是放错位置的资源。未来学家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曾如此预言：“继

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计算机革命之后，影响人类生存发展的又一次浪潮，将是世纪之交时要出现的垃

圾革命。”

浙江省在破解“垃圾难题”的探索中，自创“样本”走出一条新路。早在 2000 年，杭州就成为全

国第一批 8个垃圾分类处理试点城市之一，2003 年，浙江启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从农村垃圾

集中处理、村庄环境整治入手，推进美丽乡村建设。2013 年，浙江推广农村垃圾减量化资源化试点，成

效显著。

资料 2

在金华市婺城区竹马乡向家源村，70 多岁的村民李根娣每天清晨都会拎出两个垃圾袋，“会烂的垃

圾放绿色桶，不会烂的放灰色桶。”在向家源村，村民分类扔垃圾早已形成习惯。若按照旧有的“户集、

村收、镇运、县处理”模式，金华现有垃圾填埋场的剩余寿命不到 6年。为推行群众可接受、简便易行

的垃圾分类方式，金华尝试“二分法”：将生活垃圾分为会烂的、不会烂的。这套分类标准虽然算不上

多准确，但简便易行，符合农村实际。

为确保垃圾分类到位，在农户基本分类的基础上，浙江农村多地实行“农户一次分类+村保洁员二

次分类”的模式，由村里的保洁员进行二次分拣、分类处理，会烂的，就地就近沤肥；不会烂、但能卖

钱的回收，不能卖钱的集中外运。

浙江一些地区利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点，在农村设置“红黑榜”和“笑脸墙”，用考核机制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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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村民主动性，“哪个农户家里被点名没有做好，他们自己就会觉得很没面子。”金华婺城区下张家村是

远近闻名的垃圾分类示范村，村党支部书记说，每次垃圾分类检查情况通报时，村民们都会早早地等在

那里。变被动为主动，将垃圾分类当作自己分内的事来完成，效果自然就好了。

资料 3

“推动城乡垃圾分类，实现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处置，是解决垃圾‘进城下乡’的有效途径。”

浙江省农办有关负责人说，在生活垃圾中，厨余垃圾占一半以上，这部分垃圾采取不同工艺，经过科学

的处理就可以还山还田当肥料。

在金华市浦江郑家坞镇垃圾资源化利用处理站内，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将从附近村庄运过来的垃圾

用粉碎机绞碎，然后通过升降机将垃圾倒进微生物处理机器的处理仓。“大约经过 24 小时的高温发酵，

就能产出有机肥。”工作人员介绍，一台微生物处理器，一天可以处理 2 吨垃圾，产出 400 公斤左右的

有机肥原料。现在每天从各村收集来的可堆肥垃圾大概有 4 吨，处理站里的两台机器已经满负荷运转。

与郑家坞镇的微生物发酵处理不同，金华市塘雅镇因部分村庄规模较小，采用八村联建阳光堆肥房的方

式。每日可烂垃圾的投入量多，使堆肥房内持续高温发酵，确保了堆肥质量；多村联建，节约了 30%的

建设资金和 70%的土地资源。

目前浙江已经形成机器快速成肥，太阳能普通堆肥和微生物发酵等处理模式。浙江省各地新建太阳

能垃圾堆肥房 1849 个、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快速成肥机器 120 台，垃圾车 8000 台，垃圾减量 40 多万吨，

减少垃圾运输费用 4500 多万元。垃圾资源化产生的有机肥供不应求。金华市沣浦镇东张村 76 岁的张樟

彩是堆肥房的常客，家里一亩三分地的肥料都从这里取用。说起垃圾分类，他竖起大拇指：“垃圾分类

能变出肥料，太好了。”

资料 4

湖州市德清县在全国率先实施“一把扫帚扫到底”的管理模式，由城乡环卫公司统一保洁、收集、

清运、处理、养护，让城乡环境不再“多头管”；杭州市桐庐县环溪村、余杭区沿山村等通过公开招标，

将保洁、收运服务等委托给专业公司和人员；金华永康市不少乡镇、村与农户签订垃圾清理和运输承包

合同，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整治。在桐庐，农家土肥摆上省内各大超市的货架，一斤售价达 6.6

元，成了“抢手货”。企业所得又反哺长效化管理经费，形成垃圾分类全产业链。

为常态化推进垃圾处理工作，浙江省财政部按照试点村数量和平均每村 30 万元的补助标准实行切

块下达。补助资金由试点县（市、区）统筹使用，专项用于微生物发酵资源化处置生物堆肥设备设施购

置和安装等。试点两年来，省拨财政资金 4260 万元，农村垃圾处理工作总投入 13.6 亿元。

政府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作为民生实事项目，对各地进行考核。在衢州市龙游县贺田村，每一

个垃圾袋都要接受“考核”。村民们把垃圾袋编号分类，贴上“身份证”，做到见袋知人。这种全国首创

的垃圾可追溯制度，真正实现了垃圾处理责任到人。

截至 2015 年底，浙江已有 83 个县（市、区）的 4500 个建制村对垃圾进行三化处理。如今，浙江

又有更高目标：力争到 2020 年，全省 50%的建制村生活垃圾分类处理达到省级标准，县以上城市全面推

行生活垃圾分类处理工作。

问题：浙江在破解农村“垃圾难题”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20 分）

要求：概括准确、简练，条理清晰，字数不超过 35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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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二

资料 1

“网红”这个名词刚刚出现的时候，指的是“网络红人”这一特定的社会群体，后来又有了网红主

播、网红演员等等，一般是指那些在网络上有极高知名度的人，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继“人类网红”

之后，食品界也出现了“网红”。

“网红食品”就是借由网络传播而突然火起来的食品，泰国的榴莲、芒果，澳大利亚的牛肉、海鲜，

意大利的肉酱、通心粉，德国的香肠……网络传播的及时性、直观性及全覆盖性，造就了这些“网红食

品”，不需要口口相传，只需要一个帖子，一个回复，就可能让千千万万网友对某一食品产生良好印象，

进而让其成为“网红”，进入中国家庭。也正因如此，一些卖家也积极利用社交媒体特殊的宣传、营销

方式，将自制食品打扮成“网红”，在朋友圈卖得风生水起。

资料 2

“网红”推荐、购买时的排队长龙、朋友圈刷屏——一夜爆红的各种“网红食品”似乎有很多共同

点，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吗？

“‘网红食品’爆红其实都是套路，就像一开始会有很多网红在某一个时间段不约而同地推一个美

食，那都是广告，只不过网红们不会说出来。”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他身边有一些网红，或多或少都

接到过食品商家的邀请，基本都是拿着商家寄过来的食品，在微博、微信及各大直播平台为其做宣传。

“网红一般都会发照片、做直播，然后说某某食物还是蛮好吃的，也不刻意，但说的网红多了，就会有

很多粉丝跟风去买，一款‘网红食品’就成了。”

对于“网红食品”总是有排队长龙这一现象，该业内人士认为这是商家运用“饥饿营销”——如果

一家店铺门前总是没人，那排队的几率就不大；可如果一家店门前天天有很多人排队，那就会引起别人

的好奇心，吸引新的人加入排队队伍。“所以会有商家去雇人排队，以营造出一种‘他家食物很好吃、

很受欢迎’的氛围。”

资料 3

A 市高大上的 Farine 面包店，此前也是长期排队的“网红”商家，但今年却被相关部门查出使用过

期面粉生产面包，一款想买就得拼网速的曲奇饼干，却是黑作坊无证生产、冒充 QS 食品认证企业产品

的“三无产品”。而另一款名为“蜂窝煤”的“网红蛋糕”，卖家标榜它是用能够吸附人体有害物质且具

有排毒养颜功效的竹炭粉制作而成。那么，竹炭食品真的有那么神奇吗？有专家表示，竹炭食品根本无

法接触体内毒素。对于体内的“有害物质”或者“血液毒素”，活性炭也只能在消化道中打打酱油，竹

炭穿肠过，“毒素”还是体内留。并且，无论是食品原料还是食品添加剂，国家都明确规定，不允许宣

传医疗保健功效。

近日，A市消保委发布“奶茶比较试验”情况通报，通过对 51 件奶茶样品的检测，揭开“网红”奶

茶的奥秘。检测发现，抽查样品中普遍含咖啡因，最高一杯的含量相当于 4 杯咖啡、8罐红牛的含量，

但仅一家有提示；所有号称“无糖”的奶茶，均发现含有糖分；蛋白质含量偏低、反式脂肪酸含量偏高

的问题突出，可能使用奶精替代了牛奶。这些奶茶打着“真实健康、配方科学、原奶制作”的宣传旗号，

却在原料上弄虚作假、偷工减料。不在产品上标明营养成分，不仅妨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也可能危害

消费者的健康。比如，关于“无糖”的宣传，会对不适宜食用含糖食品的特殊人群产生一定的误导；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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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有咖啡因的奶茶不做明确提示，可能将孕妇、儿童等不宜过多摄入咖啡因的人群置于危险境地。

资料 4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 A 市有一大批“私房菜”借助互联网迅速成为“网红”，但涉嫌无证照经营。

记者在“大众点评”上随机选取了 30 家私房菜，将这些餐饮经营单位网上公示的店招、经营地址等信

息，输入 A 市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查询系统、国家工商总局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等平台进行验证，

发现其中涉嫌无证照经营的比例高达 53.3%。

“监管部门调查后，发现‘私房菜’实际无证比例更高，达到 58%。”A 市食药监局局长表示，针对

媒体曝光的“私房菜”无证经营问题，各区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专项检查，1154 家“私房菜”经排查有

672 家无证经营，截至目前，已全部被责令停业并立案查处。在市食药监局的要求下，大众点评在第一

时间下线了这些“私房菜”。

资料 5

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将网络销售食品纳入监管范围，但与淘宝网等电商平台相比，微信朋友圈

的平台属性界定模糊，对个人微信账号能否从事商业经营活动还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由于朋友圈的社

交空间相对封闭，如何对其实行有效监管还处在探索阶段。

我国《网络食品经营监督管理办法》第九条规定，网络食品经营者应当在网站首页或者经营活动的

主页面醒目位置，公示营业执照、许可证件或者备案凭证；第十条规定，网络平台发布的食品信息应当

合法有效，内容应当真实准确，不得作虚假宣传或虚假表述，不得涉及疾病预防和治疗功能。

资料 6

“理性看待‘网红食品’，不要为了跟风而跟风。”社会学专家胡教授认为，在物质丰富、媒介发达

的当代，过分拥挤的信息，会对人们内心产生影响。比如人们在面对一个特别火爆的项目时，不管是否

真正了解、认同，都会产生从众跟风心理，不然就会有“我得试一下，不试的话，我就缺席、吃亏了”

的感觉。对于消费者而言，面对“网红食品”时，应多一份谨慎，在购买时，都应该对这些食品的生产

日期、保质期、生产地址等信息进行关注，这既是为了自身的食用安全，也起到了社会监管的作用。

问题：谈谈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对举措。（30 分）

要求：问题归纳到位，对策针对性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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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在《最先与最后》一文中说：“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

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结合以上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证充分，有说

服力。字数 1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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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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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在破解农村“垃圾难题”方面有哪些好的经验做法？（20 分）

要求：概括准确、简练，条理清晰，不超过 350 字。

【参考答案】

经验做法：1.制定符合农村实际的垃圾分类标准。以是否会烂为标准的二分法能更好被村民所接受、

且更易实施；保洁员二次分拣，确保垃圾分类到位，提高回收利用率。2.推行考核机制激发村民主动性。

结合农村熟人社会特点，设立红黑榜、笑脸墙进行分类情况通报，倒逼村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同时，

及时公布垃圾分类检查结果，提升村民自主意识。3.提升垃圾分类处理水平。根据农村实际需求，推动

垃圾处理机器下乡，将可回收垃圾进行科学处理，转化为农民所需物资。4.创新垃圾管理模式。一是推

行垃圾管理一体化模式，将城乡环境维护委托给专业人员，提高垃圾处理、管理效率；二是实施垃圾可

追溯制度，实现责任到人。5.引进民间资本参与共治。政府常态化推进垃圾处理工作，在加大财政专项

资金投入的同时，吸引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整治，形成垃圾分类全产业链。（349 字）

案例二

问题：谈谈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应对举措。（30 分）

要求：问题归纳到位，对策针对性强，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一、问题：1.安全无保障：生产原料不合格，存在以次充好、弄虚作假、偷工减料等情况；无证经

营比例高，三无食品多，威胁消费者健康。2.营销违规违法：食品信息内容失实、缺失或违反法律法规，

虚假宣传、不实表达，误导消费。3.监管不到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社交账号从事商业经营性活动；

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不完善，常态化监管缺位，威慑不足。4.消费不理性：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不强，从

众心理引发跟风消费。

二、措施：1.政府：①完善食品监管相关法律，制定评价标准，明确社交账号从事商业性经营活动

合法与否；②健全网络食品经营监管制度，严格执行先办理证照、再上网经营的程序，规范行业发展；

③强化监管，常态化执法与专项整治行动相结合，加大执法力度，提高违法成本；鼓励媒体、群众积极

参与监督，及时曝光问题食品。2.从业者：①各大网络交易平台、运营商要尽到责任，积极配合有关部

门查处违法行为，核实证照信息；②生产经营者要增强职业道德修养，严守法律底线，主动排查食品安

全风险，诚信经营。3.消费者：①增强防范意识、食品安全意识，树立理性消费观，认准正规产品和正

规渠道；②发现虚假宣传行为及时向有关部门举报，维护自身权益和食品安全。（49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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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证充分，有

说服力，字数 1000 字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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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竞技精神 撑起中国脊梁

在《最先与最后》一文中鲁迅先生这样说道：“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

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其所颂扬的正是一种坚

定信念、坚持不懈、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以及对这种竞技精神肃然起敬的看客风范。

竞技精神曾在我国滚滚的历史红尘中跌宕起伏，当年的“东亚病夫”曾让竞技精神坠入泥沼之中，

然而又在历史鲜血的浇灌下，绽放出更艳丽的花朵。竞技精神如今俨然被发扬光大，并根植于奋勇前进

的中国人心中，融进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发展中，支撑中国脊梁如青松般矗立在时代前方，推动中国迈向

世界舞台的中央。

发扬坚定信念的竞技精神，才能挺起中国脊梁。坚定理想信念是国家凝聚力、战斗力的活力和源泉，

是推动国家富强、民族兴旺的动力与能量。中国从近代开始的 170 多年里，历经苦难，实现从站起来、

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飞跃，凭借的正是信念的力量。这种力量如同竹子般咬定青山不放松，千磨万击还坚

劲。坚定信念，方能使我国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从而真正

挺起坚硬的脊梁，实现伟大复兴。

发扬坚持不懈的竞技精神，才能挺起中国脊梁。中国的强国之路必然荆棘丛生，但唯有历经艰辛才

能孕育新的发展，唯有不忘初心才能诞生成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华民族始终发扬坚持不懈的精神，

披荆斩棘，成就了一个民族近百年的梦想，挺起了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而今，我们仍要坚持高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毫不动摇，将坚

持不懈的竞技精神化为源源动力，使改革开放的航船劈波斩浪一路向前。

发扬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才能挺起中国脊梁。中国传承数千年，曾遭列强环伺，千疮百孔却浴血

重生；曾遭天灾来袭，遍体鳞伤却愈发坚强。今时今日，中国用政治、经济、生态、文化等方方面面的

崛起证明中国脊梁坚挺不屈。正是不计其数的中国人发扬永不言败的精神，坚持面对困难永不认输的硬

气，才再次向世界烙印下了崭新的中国印记。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苦战卫冕冠军巴西队，最终

胜利，赢得了大家的尊重与赞叹。只有继续发扬永不言败的精神，中国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毫不

动摇。

坚定信念、坚持不懈、永不言败的竞技精神，是国家负芒披苇的不竭动力，是国家发展壮大的强大

支柱，是国家源远流长的力量源泉。只有发扬竞技精神，才能战胜一切艰难险阻，赢得掌声、赢得尊重，

才能使我国坚定不移地走出属于中国的特色道路，继而使中国的脊梁日益坚挺！（1031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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