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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

《申 论》

适用于省级以上（含副省级）职位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8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

为 5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3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卡上指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应试者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试者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翻过来留在桌上，

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二、给定资料

1.“沃森先生，请立即过来，我需要帮助！”这是 1876 年 3 月 10 日电话发明人亚历山大·贝尔通

过电话成功传出的第一句话，电话诞生了，人类通讯史从此掀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刹那所说的名言“对个人来说，这只是一小步；对人类来说，这是

迈出一大步”，牢牢铭记在地球人的心上。1969 年 7 月 20 日，全世界 5 亿电视观众都看到了美国“阿

波罗 11 号”登月宇宙飞船降落在月球上的历史瞬间。登月是人类航天科技的一大进步，正如登月者塞

尔南所说：“在月球遥望地球，我看不到任何国界，我觉得地球就是一个整体，我的整个思想也就开

阔了。”

1969 年，互联网的雏形在美国出现。上世纪 70 年代初，实验人员首次在实验网络上发出第一封电

子邮件，这标志着互联网开始与通讯相结合。到了 90 年代，互联网开始转为商业用途。1995 年网络发

展迎来第一个高潮，这一年被称为互联网年。

美国科学家富兰克林曾经讲过：“将来人类的知识将会大大增长，今天我们想不到的新发明将会屡

屡出现，我有时候几乎后悔我自己出生过早，以致不能知道将要出现的新事物。”他的话说得不错，如

果让一个 1900 年的发明家想象今天的世界，他也许能想象出宇宙飞船、深海潜艇，但对核能 、计算机、

互联网、基因工程绝对一无所知。现在，知识爆炸给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乐观，有位作家这样写

道：“我真诚地相信，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知识时代，没有任何事物我们不了解……只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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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能想到的事，总有人能做到。”20 世纪科技的发展使这句话越来越像真理。20 世纪是科学技术空前

辉煌的世纪，人类创造了历史上最为巨大的科学成就和物质财富。

《韩非子·五蠹》中说，“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事”，意思是社会变

化了，一切事情也要随着变化，世事变迁，情况因世事不同而有异，而措施也就应适应于当前情况，人

类技术在每一历史阶段的迅速发展，正是适应“世异”的结果，从而也对人类社会生活和制度建设等诸

多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创新是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物质技术力量。新的生产力的获得，将引起生产

方式的改变，并由此引起生产关系的改变，进而引起社会关系的改变。“蒸汽、电力和自动纺织机甚至

是比巴尔贝斯、拉斯拜尔和布朗基诸位公民更危险万分的革命家”。

马克思指出，机械发明及其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不仅能简化和削弱劳动强度，使人从繁重的体

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而且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节约社会必要活动时间，这样，人们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越来越多，个人从事创造性活动的时间以及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也会越多，从而为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腾

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一旦“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减少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

相适应，由于给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随着技术创新规

模的不断扩大，社会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物质文明成果不断丰富，人们衣食住行、医疗保健逐渐得到

改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从而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更加坚定的物质基础。

可见，技术创新不仅 ，同时 ，因而 。

2.新技术有没有可能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这是某大学社会学系 G教授关心的问题，她比较关注社

会当中的普通人怎样生活，怎样面对新技术、新媒体，新技术是否是促成社会转型的决定性力量。

2014 年某研讨会上，G教授称自己一直比较关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比如新生代农民工

如何使用信息技术，当时她和她的团队曾经对此抱着很大的希望，认为新技术可能有助于新生代农民工

融入城市、融入社会。

“按照常识，如果大家是在同一个社会时空中生存，拥有同样的硬件条件或者数据终端，按道理来

说可以平等地获取信息、资源，各种各样的机会，从理论上说，非常有利于消除城乡之间的社会鸿沟、

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平等，有助于促进社会的公正。”她说。

但经过实际研究，她发现，现实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在新技术的使用中，城乡之间显现出非常

明显的马太效应。“马太效应”来自《新约•马太福音》中的一则寓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

多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指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现象，常常被用以描述社会生活领

域中普遍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

事实证明，信息技术的发展，只是在一定程度或者相当程度上填平了——比如普通人和彻底掌控信

息的垄断者之间的某种鸿沟，但从现在看来，新技术能否穿透社会结构的屏障，还要在未来的研究中继

续观察。

不过，G 教授还是认可了信息技术为农民工带来的一些改变。G 教授大体上从三个方面观察农民工

使用信息技术的情况，包括新媒体和自媒体。

首先，从他们日常生活的使用情况来看，信息技术确实给他们的生活、交往，特别是给他们就业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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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作用非常大，超过 2.6 亿的农民工“流散”在全国各地，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

缺失城市居民能享受到的基本生活内容，是靠信息勾连起的“孤独个体”，他们通过手机、互联网等，

获得娱乐、消费甚至精神的寄托和心理抚慰。这些人背井离乡，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是分散的，

甚至一年见不上一面，基本上是靠通信来维系家庭和亲属关系，更不用说在他们求职、经营自己的小买

卖等工作机会方面，信息技术提供了非常大的帮助。从这个角度来讲，技术对他们生活有很大帮助和改变。

第二个方面，从表达的角度来看，一般来说，农民工群体平时没什么表达渠道，在原来的状态下，

他们的声音基本上是不会被外界听到的，但是有了新媒体技术后，他们不仅扩展了视野，转变了意识，

而且有了表达的渠道，G教授把这种方式视作一种主体性的表达。

第三个方面更为重要，从信息技术和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集体行动角度来看，你会发现信息技术

真的非常了不起。比如他们可以即时调用各种所需要的信息、知识以及各种经验，他们也可以利用信息

技术，在没有领头人的情况下，用 QQ 群建立维权组织；同时他们通过信息技术更容易取得外界的声援

和帮助。有的农民工说，如果没有自媒体技术，他们自身的权益就不可能得到外界更多的关注。

G教授认为，也不可因此过度夸大信息技术的作用，因为线上和线下一定要结合起来才会有作用。

农民工在互联网上虚拟的团结需要和他们已有的传统人际网络、社会关系产生联系，需要和他们所在工

厂、企业的组织管理机构有直接关联。

更重要的是，当农民工从互联网这类新技术中获益的同时，那些拥有更多的财富和资源的人们却有

能力从新技术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长远来看，两者之间的收益差距实际上拉大了，而后者所增益的部

分，大概有相当一部分就是从农民工身上获得的。

3.第 X 届中国国际装备制造业博览会暨国家高新技术装备展将在 S 市国际展览中心盛大开幕。

本届制博会上沈阳机床将展出最新研发、世界首台具有网络智能功能的“i5 系列智能机床”，精密

度达到世界领先水平。北方重工的新产品——2500 型压制成套设备也将亮相本届制博会。特变电工沈阳

变压器集团公司将展出特高压 1000 千伏主变压器，沈鼓集团将展出十万空分百万吨乙烯 PCI 产品，日

本山峰马扎克公司等机床名企将展出加工精度世界领先的系列数控卧式、立式加工中心、数控车床、数

控系统等新设备，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增加自身知名度，日本尼康公司还带来了目前全球精度最高的激

光扫描测量仪 LK 三坐标 AL876 测量仪，激光扫描能够达到 1.6 微米的精度。

现如今，没有什么比 3D 打印技术更能吸引眼球。为了满足 S 市“技术宅”人群的需求，本届首次

设立了 3D 打印技术和设备展区，吸引了包括香港缔维、上海泰联、武汉拓途、华曙高科、沈阳盖恕等

60 余家企业参展。预定展位 150 多个，在这个展区，提前在网上预约的观众还可免费体验一次 3D 激光

打印人体模型的机会。

每届制博会中，机器人表演区域都是人满为患。据悉，一大批来自国内外顶尖技术公司生产的智能

工业机器人将亮相本次展会。日本松下、上海发那科、沈阳新松、沈阳美达数控科技以及南京熊猫电子

装备公司等企业都带来了他们最新研制的工业机器人产品。这些产品代表了当今国际机器人制造的最高

水平，展会同时还有日本川崎机器人表演赛、装载机街舞表演秀等活动。

在国家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支持下，本届制博会首设高新技术装备展区，展会期间将

举办“高新技术装备展”，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将亮相本届制博会，展示近年来我国高新技术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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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取得的显著成果和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成果及技术装备。本届制博会邀请了广东江门、天

津滨海以及沈阳、鞍山、营口、阜新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装备制造业重点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其中，

沈阳高新区初步规划展位面积 540 平方米，主要展出机械加工设备、数控系统、IC 产业、电子商务等，

大连高新区初步规划展位面积 396 平方米，主要展示软件、集成电路、工业涉及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的

技术和产品。

4.

材料 A

2011 年 7 月 23 日，甬温线永嘉站至温州南站间，北京南至福州 D301 次列车与杭州至福州南 D3115

次列车发生追尾事故，这一事件给正在发展中的中国高铁蒙上了阴影，一时间人们对中国高铁充满了质

疑和忧虑。然而，中国高铁建设的步伐没有停下来，并在浴火重生的过程中开始走向世界，成为中国自

主创新的代表性技术。

2014 年 7 月 25 日，由中国企业参与建设的安伊高铁（安卡拉——伊斯塔布尔）二期工程顺利通车，

这是中国高铁真正“走出去”的第一个项目，得到了土耳其方面从政府领导人到工程队技工的高度赞赏。

中国高铁目前已具备性价比、技术、安全性等三大优势，同时，在发展最快、运营里程最长、运营

时速最高，在建规模最大、拥有系统技术最全的高铁网络建设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具备了“走

出去”的硬实力。土耳其安伊高铁二期线，就是中国传递给世界的又一张亮丽名片。

安伊高铁全部采用欧洲标准。监理和业主对技术资料、图纸设计、施工管理、安全质量要求严格。

2013 年 12 月 27 日，土耳其领导人来到高铁工地视察，并参加了萨帕加至科兹卡伊线路的通车测试，测

试结果良好。他在机车驾驶座上竖起大拇指。

中国驻土耳其前大使宫先生说，中国高铁走进技术标准高的“准欧洲国家”，不仅提升了企业的影

响力，也提升了国家的影响力。

材料 B

2014 年 4 月 15 日，在中国国航的一架航班上，一位歌手通过电脑与另一架航班上的朋友实现了实

时隔空对唱。

在实际空中飞行中，航班乘客可以通过连接 Wifi 实现接入公众互联网，和日常生活中的上网体验

没有任何区别。在一个多小时的体验中，信号十分稳定，超出预期。这也是全球首次在飞机上使用 4G

技术，而为这次飞行提供地空宽带系统、地面基站通讯设备的供应商就是中国自己的企业——中兴通讯

股份有限公司。

近三年来，中兴手机保持了每年 30%以上的稳步增长态势。目前已销往全球 16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全球的销量已超过 5 亿部。中兴通讯已跃居为全球第四大手机制造商。中兴通讯副总裁 Q先生认为：

中兴手机能够在海外取得成绩最大原因是产品有创新、有亮点。

“我们已经能够跟上世界其他同行的步伐，同步推出很多有吸引力的产品。我们这些中国厂商在创

新方面，有非常多的新亮点，这也是我们能够赢得世界的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从幕后到台前，从卖产品到创品牌，中兴通讯通过科技创新正一步步地使中国制造“化蛹为蝶”。

正如德国第三大运营商 EPLUS 公司首席技术官所说，中兴通讯公司已不再是单纯的加工制造，今天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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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既可以产出优质的“中国制造”，更可以创出独特的“中国智造”。

材料 C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体系与相关产业链的完备，中国正在从制造业的低端向高端延伸，而作

为制造业的核心组成部分的装备制造业，在中国已形成门类齐全、规模较大、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产业

体系，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

统计显示，2013 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产值规模突破 20 万亿元人民币，占全球装备制造业的比重超过

1/3，多数产品产量居世界首位；13 家中国大陆装备制造企业进入世界 500 强行列，国际竞争力明显增

强。2013 年 11 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罗马尼亚演讲时表示，中国制造可以说风靡全球，在近些

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中国装备在某些领域有了新的成就。中国已经开始拥有比较成熟、完备的装备制

造业，而且是相对先进的，特别是在铁路、核电和电力、公路、港口、电信等领域，技术装备实力雄厚，

建设运营经验丰富，中国装备是有竞争力的，是值得信赖的。

开山洞、建隧道、修铁路、挖地铁需要一种特殊的设备——掘进机，它用处广泛，但技术复杂，造

价不菲，长期以来，掘进机装备制造技术完全被欧美、日本等少数国家所垄断。如今，经过十多年的努

力，中国正在成为这一领域的世界巨头。

在河南郑州，交通主干道——中州大道像往常一样，车流穿梭不息，路上行人都没注意到就在自己

的脚下，一条 100 多米长的隧道工程正在紧张施工中，而施工“主角”是两台方头方脑、长相奇特的“大

家伙”——中国中铁工程装备集团自主研发的世界上最大的矩形盾构掘进机，该隧道工程项目经理杨先

生介绍说，如果用传统方式来开挖这样一条隧道，断路施工至少一年，而用矩形盾构掘进机却只需两个

月，在工期大大缩短的同时，最大好处是道路免受“开膛破肚”之苦，交通不会被阻断，也避免施工尘

土和噪音污染，而真正操作这个 10 米多宽、7 米多高、重达 400 多吨的掘进机的人只有一个，而且还是

在地面，根本不用到地下，“我们只需操作这几个按钮就可以了，所有的系统包括下面的设备都是我们

自己做的。”

除了性价比高，个性化的定制和服务是中国盾构掘进机与国际“巨头”竞争时的一张“王牌”，中

国铁建重工集团副总经理 C 先生表示，他们的服务是全方位的。

2013 年，中铁装备收购了长期合作伙伴，同时也是竞争对手的国际知名硬岩掘进机生产商德国维尔

特公司。该公司高级代表表示，中铁装备是他们理想的“买家”，“有几家公司进入我们视线，其中中

铁装备是最专业的，它具有雄心壮志。我们相信中铁装备能够以最佳的方式，来发展我们的隧道装备业

务，使之发扬光大。”

现在，中铁装备在香港、德国、巴西、澳大利亚建立起四大国际营销中心，同时正在积极开拓伊朗、

阿塞拜疆、印度、俄罗斯等市场。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 Y 先生认为：“中铁装备盾构产品的整体技术水

平达到了国际先进，个别技术指标达到了国际领先。到目前为止，在中国市场上占有率最高，在全球市

场来看也达到了世界第二。”

装备制造业是科学技术和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最有深度、最具影响的产业，也是国家工业实力的综合

体现。随着中国装备制造业水平大幅度提升，制造装备产品正在缩短与发达工业国家的距离，中国正一

步一步向装备制造强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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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塑料的发明曾经给人的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便利，但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塑料在垃圾中

占相当一部分比例，而且大大增加了垃圾处理的难度和费用。由于废塑料几百年都难以降解，若丢弃在

自然环境中，会给蚊子、苍蝇和细菌提供生存繁育的温床；若埋在地下，则容易污染地下水，妨碍植物

根系生长，破坏土壤品质；若焚烧处理，将产生多种有毒气体。“白色污染”已成为危害环境的一大公

害。

汽车的尾气、空调和电冰箱中的氟利昂都在破坏大气层。埃博拉病毒的爆发和流行也使全世界更加

关注生物安全问题，并将其作为国家安全的组成部分。全球数以万计的原子弹更是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

摩克利斯之剑。

20 世纪的信息技术将人类活动的效率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另一方面，就像著名学者刘易

斯·芒福德指出的那样，为了获得更多、更丰富的物质，人们牺牲了时间和当前的快乐，只是将幸福简

单地与拥有汽车、浴缸和其他机械产品的数量划上等号，芒福德将之称为“无目的的物质至上主义”。

在计算速度越来越快、人工智能程度越来越高的潮流之下，人类的个性开始被故意忽略和遮蔽，陷入的

是追求更高、更快、更强的单向度技术目标的误区。有评论家因此指出：当发展着的物质科技生产力忽

略、脱离开民众精神力的时候，就会丧失它应受人控制并为人服务的真正本质，而变成与人对立的人的

异化力量。

观察家认为：未来科技最关键的发展方向是走人性化之路。闪烁着“人性”之光的产品将越来越多

地出现，高科技产品也将被进一步赋予灵动的生命，在科技和人性之间嫁接桥梁。人性化的科技反映的

是人类以下的思考：科技产品如何为人服务？它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一种新的积极的变化？科技

如何人性化？在盲目的物质化导向这一危途中，人性化之路将赋予高科技产品以新的价值观，那就是用

大写的人性的光芒去逼视高科技这一高贵神秘、自视甚高的怪兽，使其形秽，让普通人也能看到这中间

的无知和愚蠢来。

因此，人性化的科技是在科技和人文、个性化和大众化、商业目标和社会使命之间去追求平衡，这

种平衡不仅是一种美，也是一种智慧和态度。

6.目前，世界知名未来学家，《连线》杂志创始主编，被看作是“网络文化”的发言人和观察者的

凯文·凯利接受了采访，其间，凯利围绕着自己的《科技想要什么》等在技术思想领域的重要著作，回

答了“新技术”与“人性”的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现摘要整理如下：

A．在《科技想要什么》中我想表述的是，我对技术本质的疑问以及人与技术的矛盾关系。世界上

每天都有新的技术诞生，但我们还没有理论和框架，让我们来理解科技面对的是什么。我们一直在发展

科技，但我们是否要考虑：我们会不会有一天被科技征服？科技是宇宙的一部分吗？它是好的那部分

吗？我们是该限制它还是要发展它？

B．正如哲学家海德格尔对于技术的批判理论：这种貌似宿命的技术现实，本质上是人所无法控制

的，但获得拯救的机会也恰在于此：“救赎即植根、并发育于技术的本质之中”。技术元素向共生性的

发展，推动我们去追逐一个古老的梦想：在最大限度发挥个人自主性的同时，使集体的能力最大化。

C．技术是进化的延伸，就像进化是宇宙的延伸那样。我们会认为技术对生命是种挑战，但事实上

科技也是一种生命。技术也有像进化一样的历程，毕竟技术对宇宙对生命都有积极的好处。技术具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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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普遍特征。我的答案是，得到了技术的理论也就能理解进化论。

D．技术元素的确准备操纵物质，包括人类，重组各种内部结构，但是技术将为其注入感知能力和

情感，注入更多“非工具性”的东西。我认为我们应该培养科技的感情。目前科技还不具备感情，但我

认为今后我们会赋予科技感情。“科技的生命化”，已成为现实世界无法根除的特征。科技将具备人性。

E．科技是一种“新文化”，或者说，“科技是第三种文化”，这意味着科学家们可以直接和大众

进行对话，而不是通过人文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所占领的媒体一直控制着舆论方向。他们说：“人

文是精彩的，科学是呆板的。”今天，倡导“科技是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们却更倾向于绕过中间人，

致力于用关注知识的读者们能够理解的形式，向公众传达他们最深邃的思想。

F．在过去二十年，互联网给人类的生活和知识带来方便。而现在，是另一个起点。而今天是人类

历史上最好的时代，之前的所有成果都是今天的基础。我想激励年轻人现在就是创造新事物最好的时代。

不仅是互联网，对所有领域来说，现在都是创造新事物的最好时代。创造新事物，离不开技术创新。我

在《科技想要什么》书中，特别强调一句话：科技想要的，就是人类想要的。

三、作答要求

（一）请在“给定资料 1”的三处横线上各填一句话，使该资料的结论语义连贯完整。（10 分）

要求：

（1）准确、全面、精炼；

（2）在答题卡上按“可见，技术创新不仅……同时……因而……”的句式作答；

（3）总字数不超过 100 字。

（二）新技术的使用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

你的看法。（20 分）

要求：

（1）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2）论述全面，语言简明；

（3）不超过 250 字。

（三）假设你是制博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3”，就本届制博会的亮点，草拟一

份备询要点，供组委会领导在制博会开幕日的记者通气会上使用。（10 分）

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概括准确，分条表述；

（3）不超过 200 字。

（四）阅读“给定资料 4”，谈谈你从中国高铁、中兴通讯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能分别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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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启示？（20 分）

要求：

（1）紧扣资料，重点突出；

（2）观点明确，表述有理；

（3）不超过 500 字。

（五）“给定资料 6”中划线句子写道：“‘科技的生命化’，已成为现实世界无法根除的特征。

科技将具备人性。”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社会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见解明确、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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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试卷

《申论》参考答案

（一）请在“给定资料 1”的三处横线上各填一句话，使该资料的结论语义连贯完整。（10 分）

要求：

（1）准确、全面、精炼；

（2）在答题卡上按“可见，技术创新不仅……同时……因而……”的句式作答；

（3）总字数不超过 100 字。

【参考答案】

可见，技术创新不仅能引起生产方式的改变，更是社会关系发展变革的重要力量，同时，能使人从

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增加人们可自由支配的时间，推动了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而我们可以说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99 字）

（二）新技术的使用能否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

你的看法。（20 分）

要求：

（1）观点明确，有理有据；

（2）论述全面，语言简明；

（3）不超过 250 字。

【参考答案】

新技术的使用，对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填平了因信息不对称

而形成的某种鸿沟：首先，信息技术为弱势群体的日常生活提供了便利，使他们在求职、娱乐、消费甚

至精神方面获得一定的满足；其次，信息技术为弱势群体提供了表达渠道，使他们扩展视野，转变意识；

最后，弱势群体可利用信息技术即时调用信息、知识与经验，建立维权组织，获取外界的声援和帮助。

但这依然无法彻底突破社会结构的屏障，相较而言，强势群体通过信息技术获得的收益更多。因此要进

一步结合线上与线下，让信息技术真正突破屏障。（246 字）

（三）假设你是制博会组委会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3”，就本届制博会的亮点，草拟一

份备询要点，供组委会领导在制博会开幕日的记者通气会上使用。（10 分）

要求：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概括准确，分条表述；

（3）不超过 200 字。

【参考答案】

第一，众多国内外优秀装备制造企业将参加，多数产品为最新研发，具备世界领先水平。

第二，首次设立 3D 打印技术和设备展区，共有 60 余家企业参展，并为提前在网上预约的观众提供

一次免费 3D 激光打印人体模型的机会。

第三，具有国际机器人制造最高水平的智能工业机器人将亮相，并将举办机器人表演赛、装载机街

舞表演秀等活动。

第四，首设高新技术装备展区，将举办“高新技术装备展”，一批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将亮相。（191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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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阅读“给定资料 4”，谈谈你从中国高铁、中兴通讯和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能分别获得

哪些启示？（20 分）

要求：

（1）紧扣资料，重点突出；

（2）观点明确，表述有理；

（3）不超过 500 字。

【参考答案】

1.中国高铁“走向世界”启示我们：企业发展可能会遭遇挫折，但必须敢于面对困境，善于总结错

误，重视产品质量，用质量打造企业竞争力，方能积累丰富的经验与过硬的实力，逐步走向世界；在市

场经济中，政府要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在注重企业经济增速的同时也要注重企业的诚信经营，在规范

企业生产发展的同时也要为企业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帮助企业打开国际市场，进而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

2.中兴通讯的成功启示我们：企业要获取市场、壮大自己，就要坚持自主创新，树立品牌意识，以

优秀的自主品牌和技术创新推动企业和产业转型升级；政府要鼓励企业进行科研创新，对创新型企业给

予政策优惠，扶植创新企业做强做大，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转变。

3.中国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之路启示我们：企业掌握一项尖端技术，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是根本，这

需要坚持不懈的钻研与探索。企业只有通过技术创新，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与服务质量，才能拥有开拓国

际市场的勇气与实力；政府要重视第二产业特别是重工业的生产与发展，注重其生产技术的创新与产品

质量的提升，同时要大力实施“人才兴国”战略，培养一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技术人才，加快我国迈向制

造强国的步伐。（489 字）

（五）“给定资料 6”中划线句子写道：“‘科技的生命化’，已成为现实世界无法根除的特征。

科技将具备人性。”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系社会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见解明确、深刻；

（2）参考“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思路明晰，语言流畅；

（4）总字数 1000～1200 字。

【参考范文】

人性化科技——科技发展的关键

近年来，科学技术发展迅猛，日新月异，不仅为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还逐渐改变着人类的

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着人类文明的进步。然而，科技是一把双刃剑，当科技沦为人类牟利的工具，环境

污染、生物安全、伦理困境等问题随之而来，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科技发展究竟该何去何从？

当人类将幸福简单地与拥有汽车和其他机械产品的数量划上等号，人类的个性开始被故意忽略和遮

蔽时，有观察家睿智地指出，未来科技最关键的发展方向是走人性化之路。

走人性化科技之路，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科技发展理念。邓小平曾说过，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断

满足人自由发展的需求是科技创造的初衷，不断为人类提供自由发展的动力是科技创造的使命。而原子

弹、核弹的出现已成为高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克隆人问题上显现的利益得失已使人类走

入了道德伦理困境。科技研究者应该对研究方向有所选择，对创造成果有所把握，不能令科技发展的根

本目的脱离开民众的精神力。因此，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科技创造理念，始终坚持为人类的发展需

求而研究科技、创造科技，致力于为人类服务、为人类造福。

走人性化科技之路，必须坚持绿色无害的环保理念。人类利用科技来认识与改造自然，不断推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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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进步，但同时，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已成为世界性难题，物种消失、外来生物泛滥问题已避无可避。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全球性问题的爆发与科技发展不无关系。科技的发展使人类自信心膨胀，逐渐忽视

了环境的承受能力，毫不吝惜地掠夺自然资源，破坏自然环境。因此，走人性化科技之路，树立绿色无

害的环保理念尤为重要。既要尊重每一个科技成果及其发展，也要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与自然

和谐相处，要合理利用科技的力量，使人类的生产方式不断转型升级，走一条绿色无害可持续的发展之路。

走人性化科技之路，必须坚持科技为大众服务的人文理念。只有当科技发展成果能被大众共享，而

不是只能服务于少数“精英群体”时，科技才是人性化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一旦科技发展使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则可以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但人全面自由发展的前提是，科技的发展

能使整个社会群体——包括普通人和彻底掌控信息的垄断者，都能享受科技发展成果。目前拥有更多财

富和资源的人，从新技术中获得的收益远远高于农民工，科技发展不仅没有服务大众，促进社会公正，

反而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的现象。科技发展，必须打破阶级屏障、服务大众，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发展。

科技是为满足人类的物质和精神需要而产生的，人性化科技是科技发展的关键出路，也是人类把握

科技，利用科技的关键出路。相信只要秉承以人为本、绿色无害的科技发展理念，让科技发展为大众服

务，科技发展之路必将闪现人性之光，给人类发展带来更大的福音。（1122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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