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北京市公考《申论》真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应试者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

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 40 分钟，答卷 110 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4、请在题本、答题纸指定位置填写自己的姓名，座位号，填涂准考证号。

5、考生可以在题本的空白位置或草稿纸上打草稿，但所有题目都要在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作

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纸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

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申论答题纸！

二、给定材料

材料 1
建筑能耗是我国能源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占比逐年增长。在我国，已建房屋中有 400
亿平方米属于高能耗建筑，节能建筑不到总建筑面积的 3%；预计到 2020 年，全国高能耗建

筑面积将达到 700 亿平方米，建筑能耗将达到 1089 亿吨标准煤，将形成极大的能源损耗。

在北京，建筑能耗问题也较为严重。2014 年底，全市城镇民用建筑总面积达到 77059 万平

方米，总能耗达到 3114 万吨标准煤，占全市能源消费总量的 45.6%。
近年来，北京市不断加大建筑节能的工作力度。自 2013 年起，在全国率先实施节能 75%的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将居住建筑采暖耗热量指标由原来的 14.65 瓦/平方米降至 10.5 瓦/
平方米。自 2015 年 11 月 1 日起，又实施了新的公共建筑节能设计标准，提高了围护结构热

工性能、采暖空调设备和照明设备能效的标准，全年采暖、通风、空气调节和照明的总能耗

减少约 20%～23%。
北京市大力建设节能建筑，占比由 2009 年的 55.18%提高至 2015 年的 74.4%。同时，对既有

建筑进行节能改造。近几年来，北京市共完成 6257 万平方米既有民用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改

造。其中，居住建筑改造 5657 万平方米，惠及 200 多万居民；公共建筑改造 600 万平方米。

这些改造，不仅提高了室内舒适度，而且节省了能源。北京市还大力实施了农村建筑节能改

造，完成农民住宅新建翻建、抗震节能综合改造和节能单项改造共计 53.57 万户，改造后的

农宅冬季不但室内温度提高了 4℃～6℃，而且节约燃煤 30%以上；夏季室内明显感觉凉爽，

不但室内温度比室外温度低 5℃～6℃，而且减少了耗电量。

材料 2
老北京的四合院、湘西的吊脚楼、皖南的民居和陕北的窑洞，都具有冬暖夏凉的特点。窑洞

在我国西北地区比较普遍。作为住宅，窑洞是很简陋的，有很多不方便之处。但作为一种古

老的建筑形式，窑洞也有建筑成本低、节约能源、节约用地、保护生态环境等一系列优点。

窑洞通常深 7～8 米、宽 3 米多、高 3 米多，厚厚的黄土具有较强的隔热效果。所以，大多

数窑洞内温度常年保持在 10℃～22℃之间，相对湿度为 30%～75%，真正做到了冬暖夏凉。

套用现在的术语，窑洞称得上是典型的低能耗建筑。

在现代，我国普遍学习西方的建筑理念和技术，对建筑能耗问题和节能材料的考虑相对较少。

上世纪 70 年代世界能源危机后，西方发达国家开始致力于研究与推行建筑节能技术，但我

国没有及时跟进，建筑节能工作相对落后。现在，我国建筑节能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国内绝大多数采暖地区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都比气候相近的发达国家差许多。比如，与北京



气候条件大体接近的德国，1984 年以前建筑采暖能耗和北京目前水平差不多，每平方米每

年消耗 24.6～30.8 公斤标准煤。到了 2001 年，德国的建筑能耗降至每平方米 3.7～8.6 公斤

标准煤，为原来的 1/3 左右，北京却基本没变。

材料 3
当前，为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许多国家都在积极制定超低能耗建筑发展目

标和技术政策，建立适合本国特点的超低能耗建筑标准及相应技术体系，超低能耗建筑正在

成为建筑节能的发展趋势。欧盟 2002 年通过并于 2010 年修订的《建筑能效指令》，要求欧

盟国家在 2020 年前，所有新建建筑都必须达到近零能耗水平。美国要求 2020-2030 年“零

能耗建筑”应在技术和财政上可行；韩国提出 2025 年全面实现零能耗建筑目标。我国地域

广阔，各地区气候条件差异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室内环境标准较低，建筑特点、建筑

技术和产业水平以及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德国、丹麦等欧洲国家有很大不同。为此，建立符

合中国国情的超低能耗建筑技术及标准体系，很有必要。

近年来，北京市积极探索超低能耗房屋建设。2016 年，首座超低能耗建筑——科学体验中

心在昌平区小汤山镇建成。据悉，朝阳区计划在焦化厂公租房项目中的 3 栋楼里使用超低能

耗技术。届时，这 3 栋楼将不再配备普通住宅里的暖气，但室温能一年四季维持在 18℃～

22℃。按照目前编制的设计和施工方案，这 3 栋公租房都没有预留暖气管道的空间。3 栋楼

外墙保温层达 625px 厚(普通住宅外墙保温层是 200px 厚)，这就像给房子穿了一身羽绒服，

冬天屋外的严寒进不来，屋里的热量跑不掉。3 栋楼里每间房都会安装新风系统，除了配备

除霾装置外，还能够实现热回收功能——屋子里的热气在被系统抽走前会有专门的蓄热装置

把热量留住，凉空气被抽进来时也会提前预热，从而提升空气温度。

2017 年 7 月 14 日，北京市有关部门发布《超低能耗建筑示范工程项目及奖励资金管理暂行

办法》，对符合规定的超低能耗建筑示范项目提供资金奖励。该办法对城镇居住建筑、公共

建筑和农宅三类超低能耗建筑提出了不同的技术要求。目前，北京市实施的奖励标准为国内

最高，而将农宅纳入示范项目在国内也是首例。从全国来看，因地方情况不同，各地对超低

能耗建筑的经济激励政策也有所不同。

材料 4
北京市海淀区 M 小区 X 号楼，是 40 年前的老建筑。前期有关单位经过抗震计算，认为这栋

老楼已经不符合鉴定标准要求，必须进行抗震加固。

问题不仅仅是抗震。整栋楼的外墙根本没有保温层，屋顶是平面，单元门和楼道窗都不是节

能的，甚至有些住户的阳台都没做封闭。在日常生活中，冬天冷、夏天热，刮风时风顺着门

窗“嗖嗖”地进。

不过，X 号楼很快就将“旧貌换新颜”。作为北京市首个“三合一”老旧小区综合改造试点

项目，该楼所在的 M 小区将进行“菜单式”改造。所谓“菜单式”改造，是指在老旧小区

的楼体节能、室内给排水、小区环境综合整治等基础类改造项目之外，政府以财政补贴的形

式鼓励老旧小区的居民自选加装电梯、建设立体停车设施、建设老年服务驿站等改造项目。

经过近 3 个月的改造，M 小区老楼节能保温等改造已完成，厨卫间上下水管道改造正在施

工，室外管线更新及环境综合整治施工即将展开，这些基础类改造项目将在几个月后完工。

针对小区活动空间狭窄、老年人上下楼不便、停车难等问题，M 小区计划在楼房的单元门

口加装 54 部外挂电梯，继两部外挂试点电梯建成后，还有 29 部外挂电梯即将建成，剩下的

23 个单元电梯加装计划一旦获居民同意，也将陆续施工。位于小区北门的立体停车楼共 4
层，可新增车位近百个，目前场地已平整，具备施工条件。而老年服务驿站是利用原有物业

用房进行改造的，可提供日间照料、短期入住、老年餐桌、健身和心理慰藉等服务。停车楼

和老年服务驿站有望在几个月后建成并投入使用。

“我试乘了几次，上上下下特别稳当，也没什么噪者。”家住 M 小区的成大妈，最近一阵



子心情很好。作为小区里签署加装电梯同意书的第一人，成大妈看见家门口簇新的电梯厅，

就数着能投入使用的日子。社区居委会谢主任看到居民欣喜的样子，心里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她一个写满字的笔记本上，记录着小区加装电梯的曲折过程。笔记本上，每一户不同意加装

电梯的原因都全部注明。有些的确是对居民有影响、待解决的难题，要反馈给建设施工团队；

还有一些则是居民的担心和顾虑，需要反复沟通，给居民吃颗定心丸。

据统计，“十二五”期间，北京市共完成 6562 万平方米市属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惠及 1678
个小区 81.9 万户居民，超额完成预定计划。北京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老旧小区综

合整治工作方案（2017-2020）》指出，将开展新一轮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实施范围有

所扩大：“十三五”时期，将优先完成抗震节能性能不足的老旧小区综合整治工作。除了常

规的抗震加固、加层保温、屋顶整治外，未来老旧小区改造将着重解决增设停车位、加装电

梯、飞线入地等重点问题。“六治七补三规范”成为这一轮的工作目标，即治危房、治违法

建设、治开墙打洞、治群租、治地下空间违规使用、治乱搭架空线，补抗震节能、补市政基

础设施、补停车设施、补居民上下楼设施、补社区综合服务设施、补小区治理体系、补小区

信息化应用能力，规范小区自治管理、规范物业管理、规范地下空间利用。

材料 5
王先生年近 80 岁，一直居住在 L街道。他住的楼房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由于建设时间较早，

且楼房多年没有整修，现在出现了很多状况，影响了日常生活。“老楼供水管线本来设计得

就窄短，如今年久失修，也老化了……这么说吧，早晚做饭的时候，你把菜泡在盆里开着水

就干别的去，等转一圈回来，水也就刚有半盆。”王先生的老伴说。

今年，区里决定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并将王先生所住小区确定为改造试点小区。听到这

个消息，王先生确实高兴了一阵子。然而，小区改造却没有王先生想象得那么顺利。按照改

造计划，需要重新更换楼房中的上下水管道。这就需要破坏各家厨房和卫生间的装修，还要

刨挖一楼住户家的地面。王先生所在单元中，有两户人家是最近两年刚装修的。一户是一对

新人，刚装修好了房屋，住进来还不到半年，听说要挖掉屋子的地面，说什么也不肯答应。

另外一户，看到施工队伍进驻的时候，男主人特别气愤，冲冲地说了一句：“怎么改造之前

我一点消息都不知道啊，完全没有通知就突然要挖掉我的地面，我可不干。”

“一些房屋经过了买卖、出租等，已不是早一批和我一起居住在此的同伴了。现在很多人都

不认识，要让他们做出妥协，非常困难。”王先生说。

该小区所属的居委会进行了多次协调，也是无济于事。王先生的孩子也曾就此问题去街道进

行法律咨询，遗憾的是街道工作人员表示对这方面所知甚少。

现在，在王先生住房的单元门前，仍可看到一堆管线。“这是新的管道，但是楼里住户没能

达成一致，改造计划就僵持在这儿了。”王先生无奈地说。

材料 6
小张今年 7 月刚从北京一所高校毕业，目前在北京工作。回忆起自己首次失败的租房经历，

他总是悔恨交加。最初在网上标注“房东直租”的信息，他过去看房时才发现是中介公司发

布的虚假信息。签合同之前，中介向小张承诺不会收取中介费及其他杂费，只需要押一付三。

然而，签了合同之后，卫生费、物业管理费等费用纷至沓来。原本只要提前一月申请退房，

租金、押金就可全款退回，最后也成了空话。

近年来，随着二手房市场和住房租赁市场升温，房地产中介行业也实现了较快发展，发布虚

假房源、隐瞒真实信息、强制代办收费、侵占或挪用交易资金、违规从事金融业务、捏造散

布涨价信息等诸多问题也在中介市场上不断发酵。

针对这些问题，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联合 7 个委办局出台了《关于加快发展和规范

管理本市住房租赁市场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北京市住房租赁监管平台和服务平

台同步上线运行。《通知》规范了房地产经纪服务行为，提出房地产经纪机构从业人员应当



实名服务。房地产经纪机构为当事人提供租赁经纪服务的，应当核对当事人身份证件、出租

住房的权属证明，实地查看住房并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告知当事人有关事项，签订房地产

经纪服务合同。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根据提供的住房租赁经纪服务内容和服务标准等合理收

取费用。收费前，应当向当事人出具收费清单，列明收费事项、收费标准、收费金额以及其

他与收费有关的事项，收费清单由当事人签字确认。房地产经纪机构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

的费用。违反规定的，价格主管部门将对其依法处罚。

北京市住房租赁监管平台和服务平台按照“1+N”的模式建立，“1”是指监管平台，由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牵头搭建，通过相关政府部门的信息共享和数据集成，完成主体认证、

房源查验、合同备案等工作。“N”是指市场服务主体建立的住房租赁网络交易平台，通过

数据接口与监管平台对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技术等，为百姓提供租赁

信息发布、网上签约、登记备案申请、资金监管、市场主体信用信息查询、信用评价等服务。

如果有市民想出租房子，就可以到该网络交易平台上发布信息；市民也可以像淘宝用户一样，

给相关企业好评、差评。网络交易平台、房地产经纪机构、住房租赁企业等对获取的租赁当

事人相关信息应负有保密责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要求和约定使用相关信息。与此同时，北

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还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对网络交易平台的动态核查，发现网络交易

平台不符合相关条件、在住房租赁服务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委员会可按规定终止其与住房租赁监管平台的系统链接；涉嫌犯罪的，移交公安部门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材料 7
应急避难场所是为了人们能在灾害发生后一段时期内，躲避由灾害带来的直接或间接伤害，

并且基本生活能得到保障而事先划分的带有一定功能设施的场地。应急避难场所具有应急避

难指挥中心、独立供电系统、应急直升机停机坪、应急消防措施、应急避难疏散区、应急供

水等多种应急避险功能，形成了一个集通讯、电力、物流、人流、信息流等为一体的完整网

络。

北京市是全国较早推进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城市，规划建设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

早在 2006 年，就编制了《北京中心城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室外）规划纲要》。这也是我国

首部指导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的规划纲要。此后，北京市不断加大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力度。截至 2016 年底，北京市各区均建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共有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127
处，可疏散约 297.98 万人。

近日，有记者走访了几处北京市区里的应急避难场所，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些应急避难设施。

记者首先来到 C 公园。该公园有本市一个较大的应急避难场所。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记者

由北门进园，按照指示牌的方向，走到一片空旷的草坪，看到应急棚宿区很宽阔，远离高大

树木和建筑，附近还有不少配电箱，中心广场有广播和探照灯，设施相当齐全。之后记者又

先后走访了 H 公园和 W 公园，这两处也建有相应的避难设施，指示标牌明确。走访过程中，

记者采访了几名游客，大家表示知道这里是应急避难场所，但如何使用不太清楚。

材料 8
建筑，反映了人们对于永恒之美的不懈追求。作为人类活动的居所，建筑反映的其实是一种

生活方式。所以当我们说喜欢一幢建筑，其实往往表达的是对某种理想生活方式的向往。这

种生活方式与国家的文化背景、个人的经历和文化修养是紧密联系的。

从古至今人们为建筑殚精竭虑，小到私家花园，大到宫殿楼阁，都付出了无数心血。它不仅

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庇护所。有秩序的建筑创造的环境，可以让我们的精神得到安置

和憩息。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著有《幸福的建筑》一书，在书中德波

顿从一个极其独特的角度，审视了一些我们看似熟悉、其实颇为陌生的主题：物质的建筑与

我们的幸福之间的关系。人为何需要建筑？为何某种美的建筑会令你愉悦？建筑与人的幸福



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如何才能使建筑具有美感？对于幸福的建筑，他提出了一条根本性的原

则：“它们不单应该协调其自身的组成部分，而且要跟它们所处的背景和谐一致；它们应该

向我们讲述属于它们自己的地域与时代所具有的重要价值和特色。对于一幢建筑面言，能够

反映出它的文化背景应该像能适应气象背景一样成为它的中心任务。”

材料 9
家住前门三里河地区的蔺先生是在胡同里住了一辈子的老居民。最近三里河绿化景观改造工

程的成果，让他颇为感慨。想想曾经又脏又乱、狭小的胡同与充满异味的臭水沟，看看现在

河道蜿蜒、绿树成荫，古色古香的铺地条石，青砖灰瓦的平房院，爬满紫花、紫豆角的老房

檐儿，老房子的房瓦、门窗都换成了新的。老人感叹，能够看到明朝历史上记载的三里河“重

见天日”，住在安全舒活的北京老院子已是欣慰，更令他高兴的是，胡同里的许多基础设施

也得到完善，居民的居住环境得到明显改善，生活质量也提高了。“我们这边的居民真可以

说是沾了这条河的光，以前很多人家还都是木门木窗，根本就不防盗。”他说，“另外，生

活条件也改善了。我们社区设立了便民菜站，从我家步行十分钟就能到。老年人养老也能有

所保障，单我们社区就有两个为老服务中心，按摩椅、棋牌桌、血压器、电脑等设施一应俱

全，不想做饭的话，还可以去老年餐厅，比过去真是好太多了。”

“虽然刚开始改造的时候环境有点乱，但现在在这儿住的人都感觉非常好。”从小在胡同长

大的张女士说，“谁能想到自己家门口现在变得这么漂亮，尤其是晚上灯一亮，来的人可就

更多了。”她展示着手机里拍摄的河道美景，无论是居民当街闲坐，还是携手漫步，无不让

人感受到舒适、安逸。

区里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在胡同改造的过程中，要帮助居民进行房屋修缮，引导居民参与风

貌保护，引入符合首都“文化中心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的新业态，建设“老胡同、新生活”

的国际一流和谐宜居社区。

三、作答要求

根据给定材料，简要概括北京市近年来在人居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20 分）

要求：概括准确全面，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300 字。

阅读材料 1-3，结合实际，分析导致我国现代建筑普遍能耗较高的主要原因。（15 分）

要求：分析合理，条理清楚，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250 字。

假如要将材料 5 中提到的 L 街道作为北京市老旧小区改造工程的试点，如果你是该街道办事

处的工作人员，请你提出推动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的思路。（25 分）

要求：内容全面、合理可行，条理清晰，语言简练，字数不超过 350 字。

结合给定材料，以“幸福的建筑”为话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联系实际，写一篇文章。

（40 分）

要求：观点鲜明、正确，分析深入、合理，语言流畅，字数控制在 800-1000 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