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柯桥区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试

综合基础知识试卷二参考答案

1.【答案】D。解析：由中国共产党举办、各国共产党参加的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

专题研讨会 28 日在深圳开幕。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21 世纪马克思主义与世界社会主义未

来”。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锲而不舍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大众化。

2.【答案】D。解析：习近平 5月 23 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并发表

重要讲话。习近平强调，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

重要作用。习近平强调，改革审计管理体制，组建中央审计委员会，是加强党对审计工作领

导的重大举措。要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

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

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审计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审计机关成立 30 多年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3.【答案】C。解析：5 日，我国风云二号 H 星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通过长征三号甲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H 星是我国第一代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的最后一颗，也是我国成功发射的第

十七颗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将与在轨的风云二号 E、F、G星开展组网观测。(知识扩展：静

止轨道气象卫星就是在赤道上空地球同步轨道上工作的气象卫星，距地球高度约 3. 6 万公

里，与地球自转同步运行，因此相对地球是静止的，可以观测地球表面 1/3 的固定区域，对

同一目标地区讲行持续不断的气象观测。)

4.【答案】D。解析：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意识对物质具有能动作用，

正确的意识会促进客观事物的发展，错误的意识会阻碍客观事物的发展。精神力量必须借助

实践才能创造具体事物，精神派生物质属于唯心主义观点，C 项错误。要弘扬工匠精神，注

重量的积累，达到质变。故本题选 D。

5.【答案】A。解析：24 曰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坚决扛

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提出，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着力打好碧水保卫战，扎实推进净

土保卫战。意见确定了到 2020 年三大保卫战具体指标:全国 PM2.5 未达标地级及以上城市浓

度比 2015 年下降 18%以上，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到 80%以上；全国地表

水一至三类水体比例达到 70%以上；近岸海域水质优良（一、二类）比例达到 70%左右；受

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达到 90%左右，污染地块安全利用率达到 90%以上。

6.【答案】C。解析：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

而不是依照个人意志、主张治理国家；要求国家的政治、经济运作、社会各方面的活动统统

依照法律进行，而不受任何个人意志的干预、阻碍或破坏。简而言之，依法治国就是依照法



律来治理国家。依法治国的内容为：（1）依法治国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

（2）依法治国的本质是崇尚宪法和法律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权威，彻底否定

人治，确立法大于人、法高于权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和法律不受个人意志的影响；

（3）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民充分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地位；

（4）立法机关要严格按照立法法制定法律，逐步建立起完备的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事业

有法可依。（5）行政机关要严格依法行政（6）司法机关要公正司法、严格执法。故本题答

案选 C。

7.【答案】C。解析：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不断增长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

长，居民收入增多。故本题选 C。

8.【答案】A。解析：企业公司制改造是指非公司制企业按照《公司法》要求改建有限

责任公司（含国有独资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或经批准有限责任公司变更为股份有限公

司。故本题选 A。

9.【答案】C。解析：A 项违反民法，B 项违反道德义务和民法，D 项违反刑法，C 符合

题意。

10.【答案】C。

11.【答案】D。解析：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决定了我们的中心任务是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故本题选 D。

12.【答案】A。解析：人民政协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决策部署，自觉服从和服务

党和国家大局，应充分实现广泛协商、广纳群言、广集民智，增进共识，增强合力，更好

的推动中共中央大致方针贯彻落实，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我国民主政治的独特优

势。故本题选 A。

13.【答案】D。解析：该题为识记题，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加强思想道

德建设，C符合题意；

14.【答案】C。解析：A 项错误：作为法律渊源之一的"法律"一词是在狭义一上使用的，

专指由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及其常设机关，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颁布的规

范性文件。B 项错误：行政法规，专指由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即国务院令法定职权范围内为

实施宪法和法律制定的有关国家行政管理的规范性文件。C 项正袭确、D 项错误：部门规章，

即国务院各部委(国务院所属各部、各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

的直属机构)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发布的规章。地方政府规章，是指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根据行政法规和本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地方性法规制定的规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由国务院部委制定，所以属于部门规章。故正确答案为 C.

15.【答案】B。解析：A、D 两项正确：《刑法》第四十八条规定死刑只适用于罪行极其

严重的犯罪分子。对于应当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可以判处死刑

同时宣告缓期一年执行。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

核准。死刑缓期执行的，可以由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或者核准，B 项错误：《刑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

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C 项正确：《刑法》

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

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

故意犯罪，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

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16.【答案】D。解析：对于自然人的民事行为能力，我国现行立法采取年龄和精神状况

两种标准进行划分。(1)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8 周岁以上是成年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可以独立进行民事活动，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16 周岁以上不满 18 周岁，以自己的劳动

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2)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10 周岁以上或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进行与他的年龄、智力或精

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活动其他民事活动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或者征得他的法定代理

人的同意。所以 15 周岁的周某为限制行为能力人。(3)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不满 10 周岁的未

成年人和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

动。故正确答案为 D.

17.【答案】B。解析：一事不再罚原则，是指对违法行为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

同一事实和同一依据，给予两次或者两次以上的处罚。一事不再罚作为行政处罚的原则，目

的在于防止重复处罚，体现过罚相当的法律原则，以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北京尾号

轮换停驶制度也体现了一事不再罚原则对于确属忘记限行日，无意开车出门的人员，在接受

了一次处罚后，在 3 个小时内，可将车驶出限行区域，开到最近的停车场或返回出发地，而

不用担心被再次处罚。故正确答案为 B.

18.【答案】B。解析：我国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而不是“少数

民族居住的地方”，故 B 项错误。A、C、D 三项表述正确。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19.【答案】A。解析：公民的生育权包括：生殖健康(保健)权利、男女平等权利、知情

选择权利、健康及安全保障权利、生育方式的选择权。故本题选 A。

20.【答案】B。解析：在合同法中，后合同义务是相对于先合同义务而言的。所谓后

合同义务，是指合同的履行终止后，当事人依诚实信用的原则应当负有的某种作为或者不

作为义务，例如通知、协助、保密等义务。故本题选 B。

21．【答案】B。解析：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

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

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A项正确。在政策重点的选择上，把增加投资规模与刺激、拓展最终

消费需求相结合，B项错误。在政策力度的把握上，使总量的适度扩张与结构的调整、优化

相结合，C 项正确。在积极财政政策目标的确定上，必须从片面追求年度经济增长转移到确

保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上来，D 项正确。故本题选 B。

22．【答案】A。解析：《宪法》第 62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九）



审查和批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和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十三）决定特别行政区

的设立及其制度。该法第 63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下列人员：……（二）国

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B、C、D三项

均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A 项错误，该法第 67 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行使下列职权：……（十七）决定特赦。故本题选 A。

23．【答案】C。解析：《宪法》第 13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

下的天安门，周围是谷穗和齿轮。故本题选 C。

24．【答案】C。解析：《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 9 条规定，国家对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且符合当地最低生活保障家庭财产状况规定的家庭，

给予最低生活保障。社会救助属于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是政府公共服务的一部分，C 项正

确。行政救助是指行政机关应申请向面临或遭遇巨大困难或危险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给

予帮助，使其摆脱困境和危险的具体行政行为。故本题选 C。

25.【答案】D。解析：精美：精致美好。精巧：形容(技术、器物构造等)精细巧妙。精

细：精密细致;精明细心。精湛：精深。仔细推敲，可知 D 合题意。

26.【答案】C。解析：顾名思义，从名称想到所包含的意义；名副其实，名声或名义与

实际相符，这一句话，后半句就是对前面的解释，所以用“顾名思义”正确。鱼目混珠，比

喻用假的冒充真的；冒名顶替，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假冒别人的姓名，代他去干事或窃取

他的权力、地位，句中没有替他干事的意思，用“鱼目混珠”合适。虚张声势，假造声势，

借以吓人，装模作样，故意做作，故作姿态，从抢占高枝、出尽风头等词语看，应该选“虚

张声势”。

27.【答案】A。解析：文段首先提出大前提——经济发展需要教育的配套发展，教育的

发展也能促进经济的发展。接着引出改革开放需要教育的国际化，要求高校融入世界。最后

再次强调，中国的大学要适应经济社会的需要，就需要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走向纳入到教育

实践中来。由此可见，文段意在强调的是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的大学应注重

国际化。B、C 两项都是高校国际化的目的，D 项文段没有体现，均排除。因此 A项当选。

28.【答案】D。解析：分别是第一个图形的正视图和俯视图。

29.【答案】C。解析：“郎”是古代一种对高级官员的称呼，唐代称新科进士为“新

郎官”。故本题选 C。

30.【答案】A。解析：火药是我国古人在道士炼丹的过程中发明的。故本题选 A。

31.【答案】C。解析：第一次 15/100,第二次 15/150（相当于加水 50）,所以第三次是

15/200,浓度 7.5%。

32.【答案】C。解析:依题意，锯成 4 段需要 3 次，每锯一次需 2分钟，22 厘米长的钢

管尽可能多的锯成长度不一的钢管，假设从长度1厘米开始的n段钢管，总长度为1十2+3+…

+n，n=6 时，总长度为 21，此时让最长的为 7 厘米就可以满足要求，即锯成 6 段钢管，需要

锯 5 次，因此需 10 分钟。



33.【答案】D。解析:甲和广州人不同岁，说明甲不是广州人；丙比北京人年龄大，说

明丙不是北京人；广州人比乙年龄小，说明乙不是广州人。得出丙是广州人，广州人年龄>

北京人；又由广州人比乙年龄小得出乙>广州人>北京人，所以北京人年龄最小。

34.【答案】A。解析：本题从题干出发,运用矛盾关系法,题干四个人说的话乙和丁是矛

盾的,真话在这两个人之间,那么甲和丙是假话,所以是甲捐的。所以选择 A。

35.【答案】A。解析：A 项正确："国家加大了对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扶持力度"，体现

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属于优化我国所有制结构。B 项错误：非公有制企业不是"

按劳分配"，公有制企业才适用"按劳分配"。c 项错误：扶持中小企业，并能解决"消费不足

问题"。D 项错误：国有企业发挥主导作用。故正确答案为 A.

36.【答案】D。解析：A 项属于公文特点：公文有特定的作者、读者，公文办理有特定

的程序，均不可逾越。B项属于公文特点：文字表述的准确性，是指公文的语言表达必须做

到准确、规范，无歧义。特别是政策性公文，要清楚明了，操作性强，便于贯彻和执行。C

项属于公文特点：公文必须充分全面地反映实际情况，实事求是公文是为一定时期的管理工

作服务的，过了一定的时期，就失去了现行功用，变成了档案材料(历史资料)。所以说，公

文的时效性很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起草、审批、发出和产生效用。D项不属于公文特点：

公文多用说明性语言，重点是把事情讲清楚、说明白，不需要加入自己的议论。本题为选非

题，故正确答案为 D.

37.【答案】A。解析：1、光荣革命发生于 1688 年，是英国资产阶级与新规族发动的推

翻詹姆斯二世统治，防止天主教复辟的非暴力政变，因革命没有流血，因此被称为光荣革命。

2、《独立食言》于 1776 年由托马斯·杰斐逊起草。3、1915 年，爱因斯坦在《万有引力方

程》中完整地论述了广义相对论，1916 年，爱因斯坦完成了长篇论文《广义相对论的基础》，

进一步表述了广义相对性原理。4、1863 年，美国内战时期，葛底斯堡战役结束四个半月后，

林肯发表演说，提出“人人生而平等”，这是美国历史上为人引用最多的政治性演说。5、但

丁（1265-1321），被誉为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神曲》

是其代表作，写于 1307 年至 1321 年。A 项正确： 但丁创作《神曲》一光荣革命一托马斯·杰

斐逊起草独立宣言二美国总统林肯发表葛底斯堡演说一爱因斯坦提出广义相对论。B、C、D

二项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A.

38.【答案】B。解析：A 项：《富春山居图》是元朝画家黄公望的作品，以浙江富春江

为背景，始画于至正七年(1347 年)，完成于至正十年(1350 年)。B项：《步辇图》是唐朝画

家阎立本(约 601-673)的名作，描绘的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取材于吐蕃首领松赞

干布与文成公主联姻的历史事件。C项：《清明上河图》是北宋画家张择端(1085-1145)的代

表作，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及汴河两岸繁华热闹的景象和优美的自然风光。D顶《蒙

娜丽莎》代表达·芬奇的最高艺术成就，成功地塑造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二位资产阶级的妇

女形象，1502-1503 年开始创作。四个选项中，最早产生的画作是《步辇图》。故正确答案

为 B。



39.【答案】C。解析：A 项错误，宇宙飞船是第三次工业革命出现的。B顶错误，飞机

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出现的，c 项正确。D 项错误，相对论与电子计算机无关。故正确答案

为 C.

40.【答案】A。解析：A 项正确：中国西藏雅鲁藏布江下游的雅鲁藏布大峡谷是地球上

最深的峡谷。它北起米林县大渡卡村(海拔 288o 米)，南到墨脱县巴昔卡村(海拔 115 米)，

长 504.9 千米，平均深度 2268 米，最深处达 6009 米，平均海拔在 3ooo 米以上，是世界第

一大峡谷。B 项错误：南非的布莱德河峡谷，最高点海拔超过 19oo 米，最低点为海平面以

下 600 米。C项错误：鱼河大峡谷位于艾艾新一希特斯韦特跨国公园内，为非洲第二大峡谷，

长约 160 千米、宽 27 米、深 55o 多米，是纳米比亚南都的主要旅游目的地之一。D 项错误：

长江三峡又名峡江或大三峡，位于中国重庆市、恩施州、宜昌市地区境内的长江干流上，西

起重庆市奉节县的白帝城，东至湖北省宜昌市的南津关，全长 193 千米，由瞿塘峡、巫峡、

西陵峡组成，深度都远低于雅鲁藏布大峡谷。故正确答案为 A.

41.【答案】CD。解析：增进民生福祉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我们党

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无论干革命、搞建设、抓

改革，都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是我们一

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检验我们一切工作的成效，最终都要看人民是否真正得到了实

惠，人民生活是否真正得到了改善。

42.【答案】BCD。解析: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

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B、C、D 正确。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政治权利，不是政

治自由。宗教信仰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但不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

43.【答案】ABCD。解析：财产性收入，也称资产性收入，指通过资本、技术和管理

等要素参与社会生产和生活活动所产生的收入。即家庭拥有的动产（如银行存款、有价证

券）和不动产（如房屋、车辆、收藏品等）所获得的收入。包括出让财产使用权所获得的

利息、租金、专利收入；财产营运所获得的红利收入、财产增值收益等。故本题选 ABCD。

44.【答案】ABCD。解析：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有重要的反作用。第一，消费

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第二，消费所形成的新的需要对生产的调整和升级起着导

向作用；第三，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第四，消

费为生产创造出新的劳动力，能提高劳动力的质量，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故本题选

ABCD。

45.【答案】ABCD。

46.【答案】AB。解析:人工转基因技术和人工杂交技术是两个概念，植物杂交技术是自

体基因重组过程，不改变繁殖特性，但有组合优质基因的几率，基本不会产生变异基因，即

没有剥夺其基本特性。所以杂交水稻不属于转基因食品，C 项错误。美国是转基因食品最多

的国家，60%以上的加工食品含有转基因成分，90%以上的大豆，50%以上的玉米、小麦是转



基因的。D项错误。A、B两项表述正确，本题答案为 AB。

47.【答案】ACD。解析：《宪法》第 45 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

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A 项说法错误。该

法第 3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

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B 项说法正确。该法第 36 条规定，国家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

度的活动。C 项说法错误。该法第 43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有休息的权利。国家

发展劳动者休息和休养的设施，规定职工的工作时间和休假制度。D 项说法错误。故本题选

ACD。

48.【答案】ABC。解析：非劳动收入分为三类，即非要素收入、政府转移支付和捐赠。

非要素收入是指通过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获得的收入，其中包括分红、利

息、租金、出售专利、诀窍等获得的收入。政府转移支付是政府将其向社会所征收的税费中

的一部分无偿提供给个人，主要是养老、医疗、失业保险金，某些津贴、行业补贴、奖励等。

捐赠来自慈善机构、企业、组织或个人，也是无偿的，受授者不需要用商品或服务作为回报。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细则》第 8 条第（十）项规定，偶然所得，是指个人得奖、中奖、中

彩以及其他偶然性质的所得。D 项不属于非劳动收入。故本题选 ABC。

49.【答案】ACD。解析:蓝藻是原核生物，又叫蓝绿藻、蓝细菌；大多数蓝藻的细胞壁

外面有胶质衣，因此又叫粘藻。在所有藻类生物中，蓝藻是最简单、最原始的一种。蓝藻对

地球表面从无氧到有氧的大气环境起了巨大作用。故 A正确。植物呼吸作用主要在细胞的线

粒体进行；光合作用在细胞的叶绿体进行，故 B 错误。生物的呼吸作用包括有氧呼吸和无氧

呼吸两种类型。故 C 正确。种子植物是植物界最进化的种类，世界上已分化出 20 余万种，

是现今地球表面绿色的主体。故 D正确。

50.【答案】ABC。解析：D 选项关键词：（1）不同文化的群体间发生持续的接触；（2）

文化发生变迁的现象。D 选项中，牛仔裤属于 20 世纪的新产品，在全球风靡，并不属于文

化的变迁，因此不符合关键词。

51.【答案】B。解析：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必会灭亡，社会必将发展到社会主

义并最终到达共产主义。故本题说法错误。

52.【答案】B。解析：任何现象都会引起其他现象的产生，任何现象的产生都是由其

他现象引起的，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叫做因果联系。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既是先

行后续的关系，又必须是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故本题说法错误。

53.【答案】A。解析:《刑法》第二十四条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

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

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

54.【答案】A。解析:我国《宪法》第 45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

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物质帮助权是公民因特殊



的原因，不能通过其他正当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手段，而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生活保障、

享受社会福利的一种权利。这一权利的主体具有特殊性，即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不能通过其他

正当途径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手段。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是宪法中的一项特殊的基本权利，

其义务主体只能是社会、国家。企业单位、事业单位没有此义务。

55.【答案】A。解析：中国人民解放军宗旨，通常称建军宗旨，即紧紧地和中国人民

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故本题说法正确。

56.【答案】B。解析：习近平指出，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

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故本题说法错误。

57.【答案】B。解析:大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东京汴河沿岸的风光

和繁华景象。

58.【答案】A。解析:1936 年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后党中央迁到了陕甘宁边区，此后直

到解放战争中期，这里一直是中国红色革命的中心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抗日中心。

59.【答案】B。解析：鳄鱼流泪的目的是在排泄体内多余的盐分。故本题说法错误。

60.【答案】A。解析：白炽灯泡做成梨形，灯泡内的惰性气体对流时，金属钨蒸发时

的黑色微粒大部分被气体卷到上方，附着在灯泡的颈部，便可保持玻璃透明，使灯泡亮度

不受影响。故本题说法正确。

61.【评分标准】

第一问：原因，共计 6 分，每条 2分，主词 1 分，展开部分 1分

1.对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媒体的功能和作用认识不足：没有认识到新时代互联网作为一种

新型问政、行政的工具与政务工作及工作人员自身的紧密关系，及不可逆的发展趋势。仍然

停留在传统认知上，认为媒体只是起到宣传引导等的服务于政府的作用。

2.应对新型媒体的能力客观不足：由于当前一些领导干部，年龄偏大，对互联网这类新

型技术掌握不足，或不擅长利用网络发声，特别是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常感手足无措，难以

适从。

3.组织内部人员管理不合理：组织内部分工不明吗，对于在新型媒体的运用上，未设定

专职专业的人员。也缺少对相应人员的专业培训，使组织整体对新媒体的认识和能力不足。

第二问：对策，此题的对策重在“提升......能力”方面，而不是处理“怕躲堵”，

所以对策不能按以解讲过的，如何“解决......问题”上；共三大条对策，每条 3 分，共 9

分，主词 2 分，展开部分 1 分

第一，加大宣传力度，提高认识能力。（2 分）通过各种研讨会、主题活动、横幅标语

等形式，在政府内部各部门进行宣传，要牢固树立新形势下“媒体即是信息传播的工具，更

是问政、行政的工具，还是百姓参政议政的工具”等方面的意识，从而提高对媒体作用的重

新认识。（1 分）

第二，加强培训，提高专业能力。（2 分）一方面，地方政府应该以地方党校为培训基

地，依托党校的教学资源，对基层干部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另一方面，利用目前宣传系统广



泛开展培训班，对宣传骨干进行媒介素养教育。宣传系统应结合本地实际，组织人员编写富

有时代性、针对性、实用性的教材，提升培训的效果。同时，每位工作人员应自我学习，通

过互联网等渠道随时随地进行自行学习。（1 分）

第三，设立专门部门或人员，打造专业队伍。（2 分）专事还需专人做，对于基层政府

提高运用媒体能力方面也是如此。通过设立专门部门或人员，可以做到即时通报、主动回应、

不断更新、引导舆论，最终把媒体打造成了解民生，反映问题，解决问题的利器。（1 分）

62.【答案】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