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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50 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

料参考时限为 4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110 分钟。

2.一律使用现代汉语在答题卡上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3.请在答题卡上各题指定答题区域内作答,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 1

2015 年，39 岁的李民被派驻到大山深处的林沟村担任第一书记。今年春节，李民仍然

驻在村里，“村里的事太多了，回不去。”怀着内疚的心情，李民给老婆和 8岁的孩子

虎子写了一封家信。以下就是这封家信。

亲爱的老婆、孩子：

刚起个头，我竟然不知道从何说起。脑子里一闪而过的是 4年前我出发到林沟村任第一

书记，你们站在门口送我的场景，当时我对你们说：“离得也不远，就两百来公里路，

我会经常回家的。”

尽管我这么说，但我记得你眼中闪烁的泪花。我们都清楚地知道，两百多公里的距离，

不可能经常回家。大多数时间，你将独自面对常年身体不好的老人、孩子上学接送和干

不完的家务，况且还要工作。你说，我们都是党员，当国家需要时，只能上。这句话给



我多少底气！

到村之后才发现，林沟是名声在外的贫困村，从镇上到村里还得近一个钟头的山路，且

是那种勉强能通过一辆三轮车的土路。第二年春天，你们来看我，沟里漫山遍野的山花

正长得疯狂，小虎子开心地追着蝴蝶跑。可他不知道，这是他爸要经常走过的路，碰上

下雨天还时常塌方。走在泥泞的路上，你帮我分析如何打开工作局面，建议我从修路做

起。我来之后的头等大事，就是把这条路给弄好。在镇里的帮助支持下，这条路终于得

到拓宽硬化，村民们从镇上回村的时间缩短到 20 分钟。现在，我喜欢徒步进村，踩在

结实又平整的马路上，觉得很有成就感。

我还想到，你们下次来，我们一家人会一块沿着这条路回村，你的脸上也将充满着自豪。

你们一定能理解我这种心情，对吧？记得有很多次，我很晚才给你们打电话，那是因为

村里那段时间太忙了，白天要弄我的“林沟乡村之声”，把林沟的新鲜事、老百姓爱听

的戏曲、县里的新闻和国家大事做成广播节目，在村头的大喇叭上播放。晚上，我还要

入户走访，了解村民最近牛养得怎么样、水龙头有没有冻住、家中病人身体有没有好转。

不久前，当你从电视上看到：林沟村通过发展养殖产业，贫困户人均收入达 3800 元，

实现了整村摘帽脱贫，我荣获 2018 年 S 省脱贫攻坚贡献奖的新闻后，高兴地第一时间

给我电话，我仿佛看到了在电话那头比我还激动的你。

你们还记得村里的五保户周大爷吗？我带着你们去看过他。他 75 岁的年纪，家里就他

一个人，身体也一直不好。有一次我们去他家，他问我几点了，盯着我的表一直看。抬

头一看，才发现他家连个挂钟都没有。出门前，你把我的表摘下来送给他了。我记得周

大爷一边摆手连声说不要，一边又露出羡慕的表情，这对我触动特别大。除了同情，还

有深深的自责，我所在的村子，竟然还有人连看时间都是奢望。

从那之后，我更加努力工作，你们肯定能看得出来，因为我回家次数更少了。无数个夜

晚，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低着声音对我说：“虎子已经睡了，明天再说吧。”

上个月，小虎子半夜高烧 40 摄氏度，严重到手脚抽搐。你一个人六神无主，慌乱中给

我打电话，却没打通。无奈之下，你打 120 把孩子紧急送到医院。直到第二天，我才知



道这个事，隔着电话，我都能感受到你的无助。

你知道，我本来是一个很爱说笑的人，但自从来了林沟，我变得像这个大山里的人一样

内敛。借这个机会，我想给你们补上一句心里话，这是我一直欠你们的：“老婆、虎子，

我非常对不起你们！”

4年了，我的车去的时候是 4.8 万公里数，现在是 20 多万公里数。我习惯了蹲在村头吃

碗简单的粉条和土豆烩菜，也习惯了坐在冬暖夏凉的窑洞里，和大家用当地话拉一拉家

常，你觉得我“还沾(行)吗？”

小虎子期末考试的成绩不错，我挺高兴的。他一直吵着让我带他去长隆野生动物园玩，

可我一直没有时间。等过完年，我就能回去了，那时，一定要在开学前带他出去转转，

兑现一个父亲的承诺。我想告诉你们：我爱你们，谢谢你们的理解和支持！

材料 2

30 多年前，刚结婚的陈霞和丈夫蜜月旅行，从老家霍县乘坐小巴车，在土路上颠簸了 3

个小时才到达安平市。住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从安平市乘坐早晨 6点的客车，晚上 8点

才到南京。

“现在，早上在家从容地吃完早饭，网上订个高铁票，‘滴滴’叫个车，30 分钟到安平

站，再乘坐高铁 1个半小时就可以赶到南京吃午饭了。”现已年近花甲的陈霞感慨道，

“现在的年轻人度蜜月，没有到不了的远方。”

陈霞的感慨，引发了许多人的共鸣。广西的张健至今保留着一封 1986 年的家书。那年，

他被上海市交通学校录取。张健的父亲在家书中用简单的几行字，道出了当时的“漫漫

长路”：“我上月 26 日在南宁送你上车后，乘下午 4点 22 分的火车到玉林下车……等

待回县城的车，直到晚上 8点半都没等到，后来搭一辆老乡的大货车回县里，半夜才到

家。”

在张健求学期间，南宁至上海的直达特快列车每天仅有一趟，全程 42 个小时。“如此



漫长的旅程，由于开窗透气，蒸汽机车飞扬的煤灰从开启的车窗飘入，让白衫变成黑衣。”

如今，南宁与上海之间已有高铁、特快列车、快速列车开行，多个车次可供选择，最快

的高铁车次全程只要 12 个小时。去年 8月，张健从南宁出发回乡探望父亲，零距离换

乘动车、班车，全程仅用 3个小时。不仅是陆路交通，张健家乡人坐飞机也越来越方便

了。前些年，玉林市和南宁之间的航线也开通了。

陈霞和张健的经历是我国交通大发展的一个缩影。党的十八大后，中国铁路进入了新一

轮的高速发展期。2016 年，铁路部门调整了列车运行图。新图安排开行旅客列车 3400

多对，其中动车组列车 2100 多对，普速列车 1200 多对。旅客列车比原来增加近 300 对，

增加的部分向二、三线和中西部城市倾斜。截至 2017 年底，高铁营业里程 2.5 万公里，

占世界高铁营业里程的三分之二；高速公路里程达 13.6 万公里，居世界之首；民用航

空机场共 229 个，是改革开放初期的 3倍……

让阳县自行车运动协会资深会员孙春想不到的是，几十年后，自行车竟然又成了人们喜

欢的出行方式之一。孙春回忆说，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被外界称为“自行车王

国”。能有一辆“永久”或“凤凰”牌自行车，不亚于现在的小汽车。后来，随着摩托

车、电动车、汽车的兴起，自行车渐渐没落。近两年来，共享单车在各地兴起，解决了

人们“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自行车迎来了“新生”。与 40 年前不同的是，如今

的自行车只是人们众多出行方式的选择之一。这个看似回到原点的出行方式，背后却是

交通工具插上互联网翅膀后的又一次更新迭代。

“互联网+交通”正在满足人们个性化、多元化、便捷化的出行需求。买列车票再也不

用到车站排队，在家里动动手指就可以实现；在很多城市旅游乘坐公交，手机 APP 可以

实时告知公交的“行踪”和路况信息；想要打车，手机上网就可以约车……多地打造“城

市交通大脑”，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一直在继续，相关制度也在不断跟进。对于每一个出

行者来说，40 年巨变之后，“说走就走，路不再长”，已成为现实。

材料 3

蜿蜒盘旋的山路、生机盎然的苗木，时值初冬的 F县罗坝村苗木种植基地，漫山的红枫、

桂花和玉兰苗木让人心旷神怡。



有着 20 年苗木种植经验的老周，从自家 5亩责任田起家，如今已经是邻里皆知的苗木

种植大户。在他的示范带领下，周边村民纷纷斥资种树，投身到荒山种树的大潮中，全

镇上万亩荒废的山丘地重新披上绿衣裳。老周说：“当初是为了谋生养家，但种着种着，

山绿了，环境好了，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接踵而至。”

F县地貌以丘陵为主，传统作物的种植模式很难有起色，收成好的年景只能是解决温饱。

穷则思变，改革开放以来，F县开始了规模绿化苗木种植，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全县

苗木产业规模已逾 33 万亩。

老周说，从全国来看，F县是数得上的老苗木产区，不仅品种多，而且规格全，有一整

套苗木培育、种植、销售的队伍。仅他所在的罗坝村，苗木产业最兴盛的那些年，苗木

经纪人就多达 200 人，当时的客户群不仅覆盖全国各地，有的苗木还走出国门，卖到意

大利和韩国。在这之前，老周怎么也想不到，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苗木，市场竟有这么好：

“大伙儿站在山包边就把买卖给做了。”

到了 2013 年，全国各地苗木种植纷纷兴起，市场供大于求的情况逐渐凸显。此外，随

着城市化建设要求越来越高，市场需求已经不再是过去简单的绿化和美化，彩化和艺化

苗木正成为主流。伴随而来的则是苗木行情整体下滑，价格下跌导致苗农收入也跟着大

幅度减少。老周深有体会：“像从前那样的传统方式，很难再有市场。”

在 F县苗木种植的几十年发展道路中，不少苗农走过弯路、吃过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难题就是，市场需要什么？苗农一窝蜂种植同一个品种，最后导致产品过剩。苗卖不出

去不说，大量土地还被占用，最终只能忍痛当柴砍掉。

F县苗木产业的转型升级迫在眉睫。“相比较过去小而全、品种多的状况，苗木种植的

专业化、标准化和品牌化才是当下的发展方向。”县林业局李局长说。

“没有市场卖不出去的苗子，只有不符合市场需求的苗子。”李局长的话一针见血。在

他看来，换个思维理解市场下滑，就是苗木产业结构的一个调整期，也是提升标准的过



渡期。虽然行情不比从前，但标准化种植的苗木市场仍然存在，树冠统一的苗木还是供

不应求。“要跟市场接上轨，不仅品种要好，树形要好，档次也要提高，只有符合市场

需求的苗木才有出路。”

要转型，怎么转？难题摆在了作为传统苗木大县的 F县面前。

“用过去的生态成果来发展旅游产业，形成‘绿色银行’，进一步增加苗木附加值。”

在县委金书记看来，这不失为一条打破僵局的路子。2015 年，F县以规划引领乡村振兴，

突出产业支撑，走出了一条一产、三产融合的发展路径。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经济强才能人气旺。“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新发展理念。产业

兴旺是农业农村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促进农民脱贫增收、生活富裕的保障，也是汇聚人

财物力支撑乡村振兴的原动力。”金书记的一席话，道出了苗木产业转型的必要性。

登上位于 F县官亭林海的观景台，放眼望去，五彩斑斓的苗木尽收眼底，这里是国家生

态公园，也是国家 4A 级旅游景区。6万多亩的苗木基地辐射周边 5个村，目前拥有各类

精品苗木 100 余种。全县 7个乡镇，通过这几年发展林苗两用林，不仅营造了良好的生

态环境，同时也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率和产出率。

“环境美了，生态好了，游客来了，人气越来越旺，”看到官亭林海的变化，县外宣办

王主任感慨道。这两年，举办的观花节、采摘节、旅游节，一天就来好几千人，通过一

产带动搞活三产，从民间自发种植到引进企业入驻运营，如今的 F县通过加大林业招商

力度，引进了省内外 30 多家林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让当地百姓

实实在在受惠。

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市场为导向的发展理念，潜移默化地影响并改进了 F县原有的苗木生

产结构，标准生产、规模布局的工厂化育苗新模式正在逐渐形成，产品涵盖观赏绿化苗、

经果林苗、用材苗、花卉、盆景和草坪地被等六大类 400 多个品种，年销售 7亿多株，

交易额 40 多亿元。



如今，苗农们尝到了转型发展的甜头。市场份额没少，赚到的钱更多。最为关键的是，

通过产业结构及时调整，激发了苗农的种植热情，促进了苗木产业的发展。去年，老周

所在的罗坝村人均收入就高达 26400 元。

材料 4

2018 年 4 月 22 日，在首届“数字中国”建设成果展览会上，青岛市民刘女士领取到了

国家人社部签出的首张电子社保卡。在接下来的短短几个月里，电子社保卡迅速普及，

丽水、福州、新余、九江、广州、南宁、海口等多地群众陆续申领到电子社保卡。

成都市民王女土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掏出手机进行申领。“把社保卡‘放进’手机，

只需几十秒，简单得很！比如，从支付宝里点击‘城市服务’，选择所在城市，通过‘刷

脸’认证就行了。以后办理相关社保业务，

忘带社保卡，用手机扫码也能办。”据了解，为让群众“少跑腿，好办事”，电子社保

卡申领渠道丰富多元，不仅包含各地人社部门官方 APP、各地政务服务 APP，还有社保

卡发卡银行 APP、支付宝、微信、平安一账通、云闪付等社会渠道 APP，持卡人可自愿

选择申领渠道。

工作人员介绍，电子社保卡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手机端显示电子社保卡二维码，用于

信息系统识别人员身份、缴费结算、办理业务；二是手机端显示的与实体卡一致的电子

社保卡信息，用于人工核对并办理业务。

目前，全国统一的电子社保卡已经在 26 个省份、230 个城市发放。随着一个又一个的城

市被“点亮”，“电子社保卡地图”上星光熠熠，“一部智能机走天下”的梦想照进了

更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十八大以来，社会保

障工作的各个方面都在加紧推进，着眼群众需求，回应社会关切，不断简化优化办事流

程，提升公共服务信息化水平，是移动互联网‘助力’人社服务的缩影。”工作人员说，

“我们积极拥抱移动互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充分满足群众诉求，建立了全国社保卡



服务平台，迎来了电子社保卡，开启了‘人社移动服务’新时代。”

电子社保卡以实体社保卡为基础，与实体社保卡“一一对应”，是社保卡线上应用的有

效凭证，部分先行地区通过多项民生服务精准发力，让这张“无形卡”发挥出“大能量”。

南宁市将电子社保卡融入“智慧城市”建设，持卡人仅需提供电子社保卡二维码即可出

入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市民公共场所，实现“一码通城”。宁夏自治区、西宁市、

潮州市等地区结合电子社保卡开展医保移动支付相关业务，持卡人在药店展示电子社保

卡二维码，便可就医购药，用卡体验大幅提升，青岛市推出“电子时间银行”这一创新

应用，为志愿者提供长期可靠的记录管理和通存通兑功能，践行了社保“记录一生、保

障一生、服务一生”的承诺。此外，还有更多城市通过电子社保卡开通了就医服务功能，

就医时出示手机端电子社保卡，看病后不用排队就可直接线上缴费支付。

电子社保卡全面推进应用的同时，各地人社部门不断加强基础支撑平台建设、“互联网

+人社”服务矩阵建设、社保卡金融功能应用、对外协同服务平台建设等。电子社保卡

应用将在实体社保卡应用基础上，进一步发挥其身份认证、缴费结算、业务办理的重要

作用。

展望未来，查询社保权益记录、办理待遇资格认证、就医购药支付结算、办理参保缴费

等功能也会相继上线，电子社保卡还将逐步嵌入到各地政务服务、智慧城市、金融服务

等应用场景。

今年年初，福州市民曾女士因为流行性感冒来到药店，从走进药店，到付款完毕，只用

不到十分钟。“以前忘带社保卡又急着买药就多花不少钱，现在，动动指尖，省时省心。”

她告诉记者，领取电子社保卡以来，自己买药都是靠“扫码”，每次结算都很顺利，“在

我的推荐下，电子社保卡已成为身边亲戚同事们的‘标配’。”

有关工作人员表示，电子社保卡以实体社保卡安全体系为基础，结合电子认证、人工智

能等互联网安全技术手段，构建了网络与持卡人之间的有效连接，从而确保“实人、实

名、实卡”。用电子社保卡在手机端查询信息、办理业务时，借助在线认证、密码验证、

人脸识别、风险控制等多种认证方式，能够确保“是我办事”“是我查询”，不用担心



被冒用、盗刷和信息泄露。

2018 年底，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超过 12 亿人，覆盖全国 88%的人口，下一步，随着电

子社保卡的推广普及，社保卡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应用服务体系将全面建立，置身社保卡

多元化服务生态圈中，持卡群众将获得更为广泛、细致、贴心的服务，尽享信息时代的

“速度与温情”。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 1讲述了李民在驻村工作期间得到了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请归纳这种理解和支

持体现在哪些方面？(15 分)

要求：内容全面，简明准确，条理清晰，不超过 200 字。

请结合给定资料 2，谈谈对划线句子“40 年巨变之后，说走就走，路不再长”的理解。

(20 分)要求:(1)紧扣资料，观点明确；(2)分析透彻，条理清晰；(3)不超过 300 字。

给定资料 3提到了 F县在 2013 年发展苗木产业时遇到的困难，请谈谈 F县是如何破解

这一难题的？(3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400 字。

假设你是某市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需要进社区向群众推广电子社保卡。请根据给定资

料 4，草拟一份介绍电子社保卡的宣传稿。（35 分）

要求：紧扣资料，内容完整，条理清晰，语言准确，字数在 500-6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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