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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吉林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甲卷）

材料一

1949 年 3 月 23 日下午，西柏坡阳光明媚，毛泽东同志从住了 10 个月的小院里走出来，正好碰到迎上来的

周恩来同志。他望着远处连绵雄伟的太行山，意味深长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周恩来答道：“我

们都应当考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坚定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共产党人进

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2013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省调研时指出：“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

考’。60 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

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2021 年 3 月，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对于中国发展来说，“五年规划”是党治国

理政的重要方式，也是量度中国步伐的显著路碑。从 1953 年新中国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2020 年

“十三五”规划完成，一个又一个五年，诠释了不同时期的历史标识，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材料二

永济村在解放前是“光山秃岭乱石沟，十人见了十人愁；旱涝风雹年年有，庄稼十年九不收”。全村有大

大小小 239 条干涸贫瘠的沟壑，332 座光秃秃的山头，森林覆盖率不到 2%。50 年代初，22 岁的张一雁成为了永

济村的党支部书记。为了改变生存环境，张一雁带着村民上山种树。由于经验不足，树的成活率极低，村民们

泄了气。张一雁鼓励大家说：“我们改不了天，但我们可以换地！不管前方的路有多苦多难，只要方向正确，

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时光荏苒，转眼就到了 2015 年。这一年，从省里某部门退休的副厅级干部阎永强经过村党支部换届选举成

为了永济村新一任村支书。阎永强带回来的不仅是身份，还有服务家乡的赤子之心。他把自己的党组织关系转

回村里，“又成了一个真正的永济人”。阎永强说：“为了村里的发展，我不会领取任何工资报酬，只希望能

像老书记一样，让家乡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阎永强向记者介绍起了永济村的致富史。1980 年冬，张一雁率几名村干部到南方考察。所到之处，乡镇企

业给农民带来的巨大变化令张一雁一行眼热心跳。经过慎重考虑，村里决定利用本地丰富的铁矿资源建一座钢

铁厂，这也是省里当年的第一家村办企业。当第一炉火红的铁水滚滚流出的时候，许多党员激动得哭了。后来，

永济村又先后创办了铝合金厂、石料厂等企业。张一雁说：“办企业不同于当年我们上山栽树，不是光有憨劲

就行。企业需要的是懂技术、会管理的人才。”这以后，永济村与许多大学联系，送青年农民到那里学企业管

理、财务、农作物栽培等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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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永强说，老书记最爱说的一句话是“有了好头头，群众不发愁”。这好头头就是党支部，就是共产党员

的先锋带头作用。在村办企业多年发展的背后，高耗能重污染的弊端日渐显现。2015 年，村两委邀请省农业大

学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专家帮助完成了新的村级规划。根据新规划，要淘汰一批落后产能，当时许多村民都担心

“下岗”，不太情愿。全体党员以身作则，并动员家属、亲戚支持村两委的决定。2016 年，村两委引来了展望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在铝合金厂的旧址上，建起一条年产 500 吨食用保健油的冷榨加工生产线，同时建立了一

个集餐饮、住宿、观光于一体的田园综合体。广大村民不仅实现了“再就业”，收入还比过去翻了一番。

“小时候村周围到处是荒山秃岭，现在满眼郁郁葱葱。”2020 年春，在永济村外不远处的一座山坡上，阎

永强正带队搞绿化工程。如今的永济村森林覆盖率超过 87%，曾经的一座座荒山变成了一条条“绿龙”，成了

村民的“绿色银行”。阎永强说：“看到村里环境一天天变美，老百姓日子一天天富裕，我耳边常常回响起老

书记那句话，‘只要方向正确，我们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红火’。”

材料三

新春伊始，《新农村》记者小梁到基层调研，以下是他在两个村庄采访的片段。

“村子真干净”，这是外来人对东各村的第一印象。村道上见不到一张纸片，家家院里院外也清清爽爽。

79 岁的高大妈笑着把小梁往屋里迎。冬季取暖煤改电以后，高大妈家装了地暖，外面再冷屋里也舒服。高大妈

自己收拾得利索，家里拾掇得干净，屋里屋外的花都修剪得齐齐整整。她言语间透着喜悦，“儿子孝顺，春节

前辞了城里的工作回来，专门照顾我们老两口”“爸妈上了年纪，身体都不大好，有个头疼脑热，身边没个人

照顾那肯定不成。”高大妈的儿子小曾买完菜刚一进门就接过了话头。

东各村是太行山脉的一个小山村。村子不大，一共 250 多口人，但老龄化程度不低，60 岁以上的老人就有

70 多位。平时，村里就是这些老人“守着”。村委会一周放两次公益电影，捧场的也都是这些老人。“村里的

大爷大妈都是居家养老，儿女负责赡养。子女外出打工的，只能是老两口互相照顾。村里打算建个‘托老所’，

解决老人的日间吃饭和活动、照料问题。”村党支部委员李大姐介绍说，她时常会到高大妈家来看看，帮衬帮

衬。听说要建“托老所”，高大妈觉得不错，“老姊妹能时常见上一面，唠唠嗑。”“老爸腿脚不好，出不了

门，我们在跟前伺候着才放心。”小曾说。儿子能在身边尽孝，高大妈心里满意，可也着急。她跟李大姐商量，

“咱村里能不能办个产业，让我儿子也能有点收入，不然他光照顾我们了，以后咋办？”

李大姐说，东各村边有条远近闻名的宋代古道，村内还保留着古道上唯一的一座三孔拱桥，来的游客不少。

村里已经有 10 多户拿到了农家乐的经营执照，她说：“要是乡村旅游搞起来，不愁你儿子没事干！”

坐落在太湖之滨的水乡小村开弓村，则是另外一种景象，弯弯的小清河穿村而过，如箭在弦，村名由此而

来。

甜茶、昆曲、桥文化……在开弓村文化纪念馆，或图文，或影像，或模型，地方风土人情跃然眼前。陈列

厅里，一件件旧物什，散发着浓浓的年代感。“有不少是村民自己捐赠的，像这排老式碗橱，还有那套八仙桌

椅，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被村里人称为“农民教授”的老姚感叹，这里存放的是村民共同的乡村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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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弓村越来越富，村民的生活和城里无异，但老姚喜中有忧。开弓村曾经是“处处倚蚕箔，家家下鱼筌”；如

今，农耕文化、蚕桑文化却有淡化之势，“这是我们的根啊。”老姚颇有感慨。

如何传承乡风民俗？“首先要发挥好乡贤的力量。大家都有共识，要有个乡贤议事会。”老姚说。在成立

后的乡贤议事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以有形的形式展现开弓村文化，如熏豆制作工艺，婚嫁习俗，摇三橹船，

桑、蚕、丝到蚕丝被的一条龙产业……为什么要以“有形的形式”？老姚说：“让来到开弓村的人，从亲身参

与民俗活动中体味到农耕文化和蚕桑文化的韵味。”村民的文化活动要有载体，开弓村发展较早，能用的土地

已经不多，怎么解决？经过商议，村里准备把老仓库改造成文化礼堂。老姚高兴地说：“脚手架已经搭起来了，

估计 5月份就能启用。”按照规划，礼堂能容纳 100 人左右，今后村里的党员活动、小型培训、会议、文艺演

出都可以使用。

未来，开弓村的文化回味必定更悠长。

材料四

在导诊员的指引下，老王通过手机完成了挂号、诊间结算、取药取报告、预约复诊等就医环节，全程不到

半小时。他高兴地说：“太方便了，只要关注医院微信号，对着机器扫医保码，几秒就能看病、开药。看完病

后，医生滑动鼠标，我们再扫码，就自动划扣了医保费用，不用再到窗口排队缴费，省时省事多了。”

随着医保码落地，F 市市民使用医保已经从“卡时代”跨入“码时代”，“码”不仅运用于医院内的就医

流程，还可用于院外买药。据医疗保障局统计，医生花费数秒扫码的时间，就可为患者平均节省在医院就医等

待的时间约 43 分钟。截至 2020 年底，全市已有 120 万余名参保人员开通了医保码，有 36 家医院、近 500 家药

店实现了医保码结算。

蔡先生首次体验到了“云医疗”的便捷。他通过市中心医院客户端微信小程序，向市中心医院心内科张主

任发起了复诊高血压病的申请。通过视频问诊，张主任在线为蔡先生开出了一张电子处方，经过药师在线审方，

就完成了医保在线结算。接下来，蔡先生在家就能收到由医院寄来的药品。F 市已有多家医院开通线上医保结

算权限。市民开通了医保码，只要近三个月在互联网医院所属的实体医院有就诊记录，就可以在互联网医院进

行在线复诊、慢病续方、医保自动结算等。实行医保码扫码结算，不仅优化了结算流程，解决了市民线上看病

买药不能报销的痛点，还有效降低了线下就诊感染风险，改善了老百姓的就医体验。

2020 年 7 月以来，F 市在全国率先实现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在省内不同地方的家庭成员，也支持加入

共济账户。这不仅方便了家庭成员申领医保码，而且参保人员还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共济账户里的个人账户资

金。

60 岁的林阿姨到广州帮儿子照顾孩子已有 10 年。这些年因为青光眼、鼻炎等大小疾病在广州的医院做过

多次手术，她说住院治疗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垫付压力大，而且可选择的省外定点医疗机构也不多，每年她都要

奔波一千多公里往返广州与 F 市，还要准备各种证明材料，才能报销医保，十分麻烦。对于像林阿姨这样的流

动人口及外出务工人员来说，看病、报销不方便一直是他们就医的痛点。随着医保码落地，流动人口或随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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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再也不用垫付医疗费，也不用大老远奔波报销医保了。一方面，参保人可以通过医保码在全国办理有关医保

业务；另一方面，通过电子政务平台——政务通 APP，F 市居民可在线办理跨省异地就医备案、参保关系转移、

参保缴费证明打印等多项医保经办业务，同时可以自助查询个人账户、个人待遇、消费明细、报销结果等个人

数据。

材料五

“你好小福，我想订餐。”78 岁的孙奶奶按下开关，向机器人小福发出语音指令。“有两荤两素加米饭 13

元的和两荤一素加米饭 10 元的两种，您选哪一种？”稚嫩的童声清脆悦耳。“13 元的。”“好的，稍后会有

工作人员与您联系。”不一会儿，福龄老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大姐拎着盒饭，一路小跑，来到孙奶奶的家。

“对我们老人来说这个太好了！我不会用手机，现在只需要对机器人发个语音指令，立马有人上门。”孙奶奶

说。

变化，缘于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的建成。2019 年，坐落于 F 市北区物联网产业园的乐享科技有限公司利用物

联网、云计算及大数据等技术打造了这一平台。该平台的建成是 F 市绘制“数字城市”蓝图的靓丽一笔。乘着

“数字中国”建设的东风，F 市抓住信息化先机，积极拥抱数字浪潮，从成立“数字城市”建设领导小组到制

定“数字城市”中长期发展规划；从“一枝独秀”的软件园到“百花齐放”的数字经济产业；从最早的办事“跑

多趟”到如今“一趟不用跑”……“数字城市”建设蓬勃发展。

2000 年 6 月，F 市东区软件园创业楼迎来首批入园企业。“当时，园区内的研发楼宇只有寥寥几栋，产业

规模仅 12.7 亿元。”东区软件园管委会负责人回忆道。如今，东区软件园产业发展突飞猛进，总收入已超千亿

元。据 F 市汪副市长介绍，在空间布局上，F 市重点打造环中心城区“东区软件园—西区高新园—北区物联网

产业园—南区大数据产业园”的数字经济创新集聚带，带动关联产业发展。

在推进“数字城市”建设过程中，F 市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发展理念，不断拓展众多与百姓息息相关的

数字化应用场景。“易民”APP 是 F 市全力打造的数字惠民品牌，居民足不出户轻点手机 APP，日常生活用品最

快 10 多分钟送到家，出门购物、地铁进站，“刷脸”几秒钟即可完成付款。上线两年多来，该 APP 已发展成 F

市移动互联网的统一便民入口，为市民提供各类高频的便民服务、公共服务、政务服务等近 80 项。

打开 F市数字城管系统，一张覆盖全市所有公用设施、道路交通、市容环境等城市管理项目的“电子地图”

便呈现在眼前。在城区水系联排联调中心，工作人员可对城区上千个库、湖、池、河、闸、站实现一体化在线

监测、实时分析和远程调控。超级“大脑”交通大数据平台则为全市交通编织了一张智慧大网，实现点对点快

速处置堵点。

“数字城市”在提高城市治理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也为 F市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新旧动能转换提

供了新机遇。如锦锈家纺公司依托数字大脑，实现“产、供、销、人、财、物”数据的实时获取和智能挖掘，

让生产更高效智能；福仙茶业集团建立了物联网追溯体系，对基地种植到终端销售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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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更兴旺，城市更智慧，生活更美好，F 市市委李书记表示，目前，数字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提

高到 45%，数字经济上市企业占全市上市企业的一半。展望未来，李书记说，F市将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不断

释放数字红利，让人民群众畅享数字城市建设成果。

问题一

给定资料 2中介绍了永济村的致富史，请归纳永济村的经验做法。（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200 字。

问题二

给定资料 3提到了高大妈的“喜”和老姚的“盼”，请对此谈谈你的看法。（15 分）

要求：

（1）准确全面；

（2）分条陈述；

（3）不超过 250 字。

问题三

省里召开“数字城市”建设座谈会，F 市被邀请做经验介绍，假设汪副市长参加此次会议，请根据“给定

资料 4-5”，为汪副市长拟写一份发言提纲。（25 分）

要求：紧扣资料，要点完整，内容具体，条理清晰；不超过 450 字。

问题四

结合全篇给定资料，以“赶考”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议论文。（40 分）

要求：

（1）观点明确，内容充实，结构清晰，语言流畅；

（2）结合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字数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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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问题一

参考答案

1.党员带头垂范。鼓励村民，坚定方向；以赤子之心服务家乡，无私奉献；以身作则，动员亲属，支持村

两委工作。

2.发展村办企业。到发达地区考察学习，因地制宜，利用本地资源优势，开办工厂；保持与大学合作，输

送本地青年人才，学习科学技术与管理知识。

3.转变发展方式。邀请专家更新村级规划，淘汰落后产能；引进科技型企业，发展农业加工工业，建设田

园综合体。

4.实现生态宜居。实施绿化工程，提高森林覆盖率，创造综合效益。

问题二

参考答案

“喜”是指已取得的成绩，“盼”是指乡村存在未解决的问题，需进行改进，共同见证乡村发展的历程。

高大妈的喜：1.村容村貌改善。硬件设施完善，生活舒适，居家环境洁净。2.老有所依所养。帮衬留守老

人，定期放映公益电影；子女孝顺，返乡照顾父母。3.开办养老机构。村委计划建造“托老所”，提供日常服

务，满足交流需求。

老姚的盼：传承乡风民俗。设立乡贤议事会，发挥乡贤力量；复兴蚕桑与农耕文化，让游客参与民俗活动，

体会文化韵味；搭建文化活动载体，将老仓库改造为文化礼堂，开展活动。

问题三

参考答案

建设“数字城市” 畅享美好生活

乘着“数字中国”建设的东风，我市抓住信息化先机，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发展规划，发展数字经济产业，

优化政务服务，推动“数字城市”建设蓬勃发展。经验介绍如下：

一、建设智慧养老服务平台。政企合作，依托机器人等智能硬件，提供适老化服务。二、打造创新集聚带。

建设软件园，带动关联产业发展，形成集聚效应。三、拓展民生领域数字化应用场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推

出惠民 APP，“易民”实现在线购买、刷脸支付，打造统一入口，提供各类便民服务等；“医保码”通过关注

公众号，扫码完成就医，节约时间，实现线上复诊、个人账户家庭共济、办理异地业务。四、开发覆盖城市项

目的城管系统。一体化监测、分析、调控水系；建立交通大数据平台，点对点处置堵点。五、推动新旧动能转

换。依托数字大脑，实时获取、挖掘数据；建立物联网追溯体系，实时监控。

“数字城市”让产业兴旺，城市智慧，生活美好。“数字经济”生产总值和上市企业比重攀升。未来，F

市将更好地使用数字技术，释放数字红利，让人民畅享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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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四

参考答案

赶考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路就是“赶考之路”，这是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提出的重大命题，也是一代又一代共

产党人薪火相传的永恒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共产党人进京赶考，树立继续革命，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直到

实现共产主义这一终极目标。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党带领人民群众在一个又一个短期规划中取得瞩目成就，但

也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与挑战，这就需要我党继承“赶考精神”，回答好新时代考题，成就民族复兴的伟大事

业。

对我党而言，“赶考”就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这一最终目标。这就要求我

党不忘初心、坚定信念、一往无前。“赶考”是历史赋予我党的考试，是人民对我党永不谢幕的考试。在这场

“大考”中，我党唯有将国家发展、人民幸福放在心头，常怀赤子之心，才能以顽强的意志、过硬的作风，为

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伟大理想而奋斗。唯有勇往直前，躬行实践，才能不断成长，战胜一切险阻。唯

有在成就面前戒骄戒躁，始终理性冷静，才能不断自我革新，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

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经历众多发展阶段。而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任务、不同的问题，这就

要我党不懈努力，继续“赶考”。

继续“赶考”，实现终极目标，就是要我党认清每一时期的任务，制定明确的阶段性目标，有计划、有步

骤地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使中华民族富起来、强起来。从“一五”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奠定工业化、

现代化基础，到“十一五”计划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再到“十三五”规划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实现脱贫攻坚，确保经济高质量发展……正是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计划，才为国家建设提供方向，才将

中国打造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才夯实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基。

无论是终极目标的实现，还是阶段性目标的实现，都要求全体党员干部不畏艰险，发扬模范带头作用，脚

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无论是高瞻远瞩的长远规划，还是短期的阶段性计划，最终都要党员干部认真贯彻执

行。然而，当前部分党员干部忽视岗位职责，奉行形式主义，消极对待群众，长此以往，必会削弱我党执行力，

影响政策规划落地。为此，全体党员要摒弃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带头垂范，坚定正确方向，在本

职岗位上兢兢业业、无私奉献，推动社会事业稳步发展。

“赶考”之路是一条闯关路，这路并非坦途。面对成绩，我们不能骄傲，面对挑战，我们不能退缩。我们

要肩负时代重任，为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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