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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内蒙古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乡镇卷）

材料一

“去趟镇上就靠一双脚板子，都是山路，车子进不来呀！”说起自己的老家大娄山脉的双河村，小冯满是

感慨。双河村地势陡峭，四面环山，人都住在半山腰上，道路不畅，外面的建材也很难运进来，村民只好就地

取材，筑起了木房子。“木房时间长了就容易变形，腐烂的也有。”小冯说。遇到刮风下雨，就神经紧绷，生

怕房子漏雨、塌了，觉都睡不安稳。一家守着不足 3 亩的陡坡地过活，靠天吃饭。成家后，虽然小冯也曾拖家

带口地出去闯过，却没有攒下多少积蓄。后来，小冯有了第二个孩子，加之老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夫妻

俩只能辞职回家，没撑几年就成了贫困户。

接到易地扶贫搬迁的消息时，小冯还有点不相信：“一家子 5口人还能搬出大山，做梦都没想到。”2018

年 7 月，小冯全家从大山深处搬到了县城。挪了穷窝，小冯一家成了新市民。房子面积 100 平方米，宽敞的卧

室、独立的厨房、干净的卫生间……下雨天终于能睡个安稳觉了。但没住几天，小冯却有点不自在，地面都铺

了亮堂的瓷砖，稍微落点灰或者踩个脚印都看得清清楚楚。从村里人成为新市民，有很多新的不适应：垃圾得

倒进楼下的垃圾桶，要开始交物业费了……让小冯尤其困惑的就是物业费：“住的是自己的房子，为啥每月还

得交钱？”不只是他，许多搬迁户刚开始都想不通。针对居民们的新困惑，社区干部采取“两步走”：一方面

挨家挨户走访，了解需求和想法；另一方面“一对一”讲政策、做工作，不让困惑“发酵”。经过一段时间的

沟通和适应，搬迁户们慢慢习惯了社区生活。小冯有点不好意思：“啥事儿都有个过程嘛，懂了就习惯了。”

进了城，刚安顿好，小冯就开始找工作。一天，他突然有了一个想法：“谁都得吃饭，周围餐馆又不多，

这是个机会。”但转头又犯难了：干惯了体力活，炒菜的水平也不高怎么办？妻子也发愁：店面租金是笔不小

的数目，一时半会儿也难凑出来。2018 年底，随着最后一批搬迁户入住，社区开始开展不同类型的就业技能培

训。一看到有厨师培训班，早有想法的小冯和妻子立刻报了名。两个多月后，在社区的帮助下，小冯用凑齐的

5 万元租下了一间门面，期盼许久的小餐馆就这样开张了。小馆子环境干净、口味地道，再加上两口子手脚勤

快又热情，赢得了不少回头客。看着生意一天比一天好，一个月能挣七八千块，早已脱贫，小冯终于能缓口气

了。

搬出大山，工作也有了着落，还能照顾家里人，小冯觉得很满足，但另一件心事也随之而来。以前村里没

学校，孩子只能到镇上念书，一大早就得摸着黑出门，沿着山路要走两个多小时。时间长了，大人都受不了，

更何况孩子。后来外出打工，孩子就跟了一路。“因为经常换工作，孩子几乎没有在固定的地方上完一年学。”

一说到这儿，小冯满是愧疚。

搬到县城后，小冯家距学校只有十几分钟路程，上学不愁了。原以为在家门口上学是件高兴事儿，但出乎

意料的是，开学第一周，小冯明显感觉孩子情绪不太高。几番询问，他才弄清楚：“之前我们外出打工，孩子

常年跟着在外地念书。现在回到家乡的学校上学，反而有些不习惯。”老师也发现了这个问题，还专门来家里

了解情况，跟小冯认真谈了一次心，临走时，提醒小冯夫妇也要多帮助孩子融入新生活。小冯说：“还是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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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问题，过去老觉得教育孩子就靠学校，不靠家长，以后我们对孩子的教育要更上心才行。”如今，孩子慢慢

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成绩也提高了不少。这一切，小冯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从搬出大山到在县城安家扎根，尽管有些磕磕绊绊，但

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材料二

古城派出所辖区，有古城、古塔、世界地质公园等知名景区。辖区就是景区,景区就是辖区,居民区也是景

区。这给古城民警提出了不小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山地救援！”派出所杨副所长脱口而出。入职 20

年来，他和同事们平均每年接到山地救援警情百起左右，解救上百名迷路、被困、遇险群众。景区林中古木参

天，山势险要，一些缺少经验的游客可能会迷路，由于山中没有基站，手机定位、无人机巡航常常派不上用场，

搜救只能靠杨副所长对山中一草一木的记忆。“从哪里出发、附近是什么植物”“见过什么石头、翻过哪些河

谷”“正对面能看到哪些景色”……几个问题一问，杨副所长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对救援者而言，进山救

援同样面临极大的安全挑战。尤其是入冬后，有的地方积雪四五十厘米，一旦落入石缝或者滑下深渊，后果不

堪设想。

有天凌晨，游客赖先生报警求援，当天山上寒风夹着大雪，能见度仅 5 米。在地图上标注好大致位置、规

划好路线，顶着寒风，踏着齐腰的深雪，杨副所长和同事们凭着经验前去救援。经过一处斜坡时，一名队员脚

下打滑差点摔下去，大家拿绳子把他拉上来一看，下面是万丈悬崖。一路上，杨副所长每隔十几分钟，就电话

联系赖先生，一再叮嘱他不能睡觉，一定要不停走动增加身体热量。最终，民警在海拔 3700 米处的烟雨亭附近

找到了他。上百次救援，并非每次都能成功。“如果游客私自进入非游览区域，特别危险。”杨副所长说，他

希望游客不要贸然进山，“毕竟一旦救援不成功，可就是一条命啊！”

古城有 4000 多家酒吧客栈，杨副所长认识九成以上的客栈经营者,“这家的老板来自南京，他有个女儿”

“那家是浙江人”……沿街走一圈，才知道杨副所长所言不虚。别人问他怎么做到的，他说上心了就能记住。

刚入职时，古城仅有 70 多家客栈，剩下的 4000 多家，都是他看着建起来的。开设客栈要到派出所办证，通过

协调手续，他认识了绝大多数客栈经营者。“登记办证，给人家出主意；遇到纠纷，去帮忙调解。时间久了，

大家就都熟了。”杨副所长说，记住人不难，关键还是转变理念，“别只想着怎么管理，多想想怎么服务。”

杨副所长将 4000 多家客栈分片建立了 34 个微信群，通过微信群与业主交流互动。尽管这些群每天“嘀嘀

嘀”响个不停，杨副所长却很心安。因为只要“嘀嘀嘀”的声音在，就有信息源，也就能有的放矢，抓好旅店

行业管理。“要是用脚走，我们 14 名民警，即便每人每天走访 20 户，也要半个多月时间，开展其他工作的时

间就少了。”杨副所长把客栈经营者当朋友，客栈经营者自然不会把他当外人。“我是派出所民警老杨，我知

道生态搬迁大家有想不通的地方，我过来就是想和大家聊聊，有啥实际困难尽管说……”在划定内湖生态保护

拆迁过程中，一名经营者拒不配合，杨副所长带领民警赶到现场，聊了 3 个多小时，终于做通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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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游客来说，假期漫步在古城大街小巷，也许意味着浪漫与惬意。而对杨副所长来说，却意味着陪伴家人

的时间更少了。尽管家就在当地，可从警以来，每一年春节杨副所长都没能在家。派出所李所长说，大多数人

放假时，也是民警最忙的时间。有时候饭刚吃了一口，就要出警；夜晚遇到警情，经常一夜无眠。李所长说，

“越是节假日，对我们快速处理警情的要求就越高。所里只留几个人值守，其他全部布置到岗亭和街面，以便

发生警情后 5 分钟就能出警。”为的就是给游客安全感，杨副所长说。11 月的一天，一对从外省来的夫妇报警，

称其儿子小关离家出走已半年，最近在古城有活动轨迹，请求帮助寻找。杨副所长立即开展工作，发现小关前

几日曾在古城某网吧上网，他将小关照片及基本信息发到每个客栈微信群后，一家客栈经营者马上回信，称小

关就在其客栈内，失踪大半年的小关终于被找到。

“游客的事就是大事！不管归哪个部门管，只要游客拨打 110，古城派出所就不会不管！”杨副所长说。

材料三

新春伊始，《新农村》记者小梁到基层调研，以下是他在南北两个乡村采访的片段。

“村子真干净”，这是外来人对东各村的第一印象。村道上见不到一点儿垃圾，家家院里院外清清爽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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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自己收拾得利索，家里拾掇得干净，言语间也透着喜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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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老龄化程度较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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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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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曾觉得，老父亲腿脚不好，出不了门，还是儿女在眼前伺候着

放心。村里买东西不太方便，买点油盐酱醋、买点菜得去镇上，单程 4 公里，走到公交站就得一刻钟，这对老

年人是个“大挑战”。儿子能在身边尽孝，高大妈心里高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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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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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姐对

高大妈说：“村里已经有 10 多户拿到了农家乐的经营执照，要是乡村旅游搞起来，不愁您儿子没事儿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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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30 年代，费孝通先生来此调研，写下了著名的经济调研报告。岁月变迁，费老留下的精神财富，成

了开弓村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发展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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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村里人称为“农民教授”的老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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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这里存放的是村民共同的乡村文化记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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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如今农耕文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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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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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乡贤议事会成立后的一次会议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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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姚的期盼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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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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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悠长。

材料四

近年来，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农村出现不少闲置房屋。2017 年以来 Z 市不少地方着力探索盘活利用

闲置农房发展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取得良好成效。为此，市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调研组进行专题调研。

位于东湖镇新泉村的新泉中学，因优化农村学校布局，多年前已不再办学，老教学楼被列入闲置农房，有

人提议拆掉建住宅,但村委最终统一意见：拆掉“太可惜”，还是应该盘活利用，壮大村集体经济。东湖镇产茶

历史悠久，周边茶农集中，老房子联手茶产业，能发挥盘活利用的效益。确定发展方向为主营产业、发展茶文

化后，村里通过镇里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拍老楼使用权。

主楼木楼板开始腐烂，副楼已几乎成了危房——这是泉江茶业有限公司郑董事长与老教学楼初次相遇时的

情景，“到这荒村陋屋来干什么？”有人不解。但透过蛛网积尘，郑董事长脑中闪出一个念头：竞拍租下来，

改造成专题博物馆，让更多的人到这里感受越红功夫茶的历史文化积淀。2017 年 11 月，越红博物馆正式开放,

曾经凋敝的老屋重焕生机，博物馆入口处的接待台，是用老房子的木楼梯板搭就；二楼的品茶室，稍加打量就

能认出原先教室的格局模样；楼梯拐角墙上，完整保留着当年捐资兴学的石刻铭文。同时，作为青少年茶文化

教育基地，博物馆还常举办特色研学活动。“去年接待游客 3 万多人次。”郑董事长说。经镇村牵线搭桥,博物

馆与村里的专业合作社、农户定点合作，与 200 多户茶农结对，帮助他们实施绿色无公害茶叶种植管理。“每

斤 40 至 60 元的收购价，比以前高出一截。”茶农老周说。从闲置教学楼到文化综合体的蝶变，折射出闲置农

房背后“包袱变财富”的改革之效。

Z市陈副市长认为，一些闲置的农村住房、厂房、村集体用房破旧不堪，要修缮很费钱，弃之拆之又可惜；

同时，拓宽农民增收渠道，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需要建立健全农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机制。如何唤醒“沉睡”

的农房资源，既能给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又能为下乡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场所。前些年，像越红茶叶博物馆这

样的自发探索，开始在 Z 市乡间不断涌现。2018 年 8 年，Z 市出台有关办法，明确规定农村范围内在集体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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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建造的、产权合法清晰的、处于闲置状态且能安全使用的房屋及其配套设施（主要包括农户闲置住宅房、村

集体闲置用房和原卫生院、学校、站所等闲置房屋），实施加固、修缮后可进行旅游、休闲等三产开发利用。

一座占地 500 多平方米、长期闲置的私塾老建筑，曾是唐仁村唐书记的一块心病，多年无人问津，只好用

于村民堆货，成了村容整治中的一处“死角”，改变发生在 2019 年 7 月，乡贤老孙通过镇里的农村产权交易平

台中标，将这座老建筑改造成融生产销售、非遗传承和文化体验于一体的越庄酒坊。“父亲做了一辈子酒，能

在这里把传统古法酿造的流程展示出来，特别有意义。”老孙说，白墙黛瓦、青砖铺地、木格花窗，一年过去，

越庄酒坊修旧如旧，开门迎客，成为乡村风貌的一抹亮色，“过去做仓库堆货，年租金不过 4000 多元，如今涨

到 6 万多元，仅越庄酒坊一个项目，就带动村集体经济实现增收。”唐书记感慨，这座老建筑之所以能成功激

活，关键是跟镇里的酿酒特色产业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挂上了钩，“盘活利用要找对路子，因地制宜，才能真

正激发活力、持续产生效益。”

岭北镇孚家村老虞同儿子住在外地，老宅空置多年。去年上半年，一位村干部建议他把闲置房存进“银行”。

闲置农房存“银行”？初听这样的新鲜事，老虞很好奇。这个特殊的“银行”就是镇里的闲置农房储备平台。

农户和村集体可供利用的闲置农房，都可登记申报。“正式激活前，房子归自己管，等激活利用了再按租赁合

同得收益。”村干部介绍，老虞和儿子商量后，将老房子存进了“银行”。没多久，一位外县企业家通过平台

相中了老虞等 5 户村民的闲置房，准备承租修缮，用于民宿经营。8 月，老虞与承租人签订了租赁合同，拿到

了头一年的租金，这是岭北镇争先试点运行闲置农房储备平台的一个例子。通过平台，镇里对可利用的闲置农

房预收储存，分门别类进行招商推介。前不久，岭北周村废旧织布厂统一对外推介，由社会资本、乡贤和村集

体共同入股出资，将老厂房改造成土特产展销中心，中心运行以来，农产品销售额达 100 多万元。“通过储备

平台的形式运作，资源更集中，吸引投资主体更有效率。”吴镇长说。

截至 2020 年底，Z 市有激活意愿、尚待开发利用的闲置农房近 50 万平方米，是扎堆农家乐、民宿经营，

还是避免“一窝蜂”开发、突破同质化竞争的局限，直接关系到激活行动的质量和实效。陈副市长说：“怎么

找准方向、善加利用，至关重要。闲置农房利用改造要遵循‘规划——设计——建设’规范，与村落布点规划、

村庄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相匹配。”古径幽幽，卵石铺面，唐仁村里的唐仁老街历史悠久，沿街百余间传

统民宅，不少处于闲置状态。这段时间，唐书记和村干部正忙着与外地客商对接，将闲置农房激活同古村落的

新规划有机结合起来，“期待盘活出更多越庄酒坊这样有特色的‘点’，串联带动起美丽乡村建设、特色产业

发展的‘面'。”

问题一

资料 1中提到，“尽管有些磕磕绊绊，但日子越过越有奔头。”请你根据给定资料谈谈对这句话的理解。

（25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性，不超过 300 字。

问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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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给定资料 2，谈谈古城民警在工作中遇到了哪些问题，他们是如何解决的。（25 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晰，不超过 350 字。

问题三

根据资料 3，请分别谈谈高大妈和老姚的“喜”和“盼”。（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200 字。

问题四

假如你是调研组成员，请根据资料 4 中有效激活闲置农房的做法写一份调研报告提纲。（40 分）

要求：紧扣材料，内容全面，层次分明，逻辑清晰，署名或做特殊标记的不得分。字数 800-1000 字。

参考答案

问题一

参考答案

这句话指搬迁户在融入城市的过程中虽然会遇到阻碍，但生活在逐渐改善，未来充满希望。

“磕磕绊绊”指：1.易地搬迁后，从村里人变成新市民，生活方式、生活环境改变，难以适应社区生活；2.

创业过程中，技能不足、缺少资金；3.随迁子女回乡上学不习惯，情绪低落。

“越过越有奔头”指：1.居住条件改善，安全性、舒适度提高。社区干部耐心细致地答疑解惑，帮助习惯

社区生活；2.社区提供就业技能培训，帮忙租赁店面，个人用心经营，生意红火，收入提升，实现脱贫；3.学

校和家长共同努力，帮助孩子融入新环境，结识新朋友，成绩稳定。

可见，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问题二

参考答案

难题：1.山地救援难。救援警情多发，景区情况复杂，迷路风险高；缺乏基站，现代化救援设备无效，只

能依靠经验，救援风险高。2.管理难度大。经营场所多，业主情况复杂，民警数量少，存在部分经营者不配合

情况。3.节假日警情高发、突发。处置时间长，警员压力大，要求快速处置警情。

对策：1.提升救援技能。充分了解景区情况，预先做好规划，救援队员互相帮助，教授求救者自救技能。2.

转变服务理念。用心了解经营者，做好服务工作，增加熟悉度；分片建立微信群，与业主交流互动，定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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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做好针对性管理；理解业主，真诚沟通、耐心交流，解决实际困难。3.优化工作方法。分配值班执勤警力，

发动经营者提供线索，提高办事效率，面对警情事无巨细。

问题三

参考答案

喜：1.村容村貌改善。设施完善，居家环境洁净。2.老有所依所养。定期放映公益电影；子女孝顺，返乡

照顾父母。3.文化纪念馆建成。保留风土人情，存放文化记忆。4.经济提升。村民富裕，城乡生活水平无异。

盼：1.开办养老机构。提供日常服务，满足交流需求。2.发展产业。开发旅游业，提高收入。3.完善基础

设施。增设售货点，优化公交站点。4.传承乡风民俗。发挥乡贤作用；复兴并让游客体味桑蚕与农耕文化；改

造文化礼堂，开展活动。

问题四

参考答案

关于 Z 市有效激活闲置农房做法的调研报告提纲

一、调研背景：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一些农村出现闲置房屋。2017 年以来 Z 市不少地方着力探索盘活利用闲置农房，发

展乡村产业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取得良好成效。为此，市发展研究中心组织了调研组进行专题调研。

二、调研方式及对象：

实地考察越红博物馆、越庄酒坊等经营实体以及相关村镇；访问陈副市长、岭北镇吴镇长、唐仁村唐书记

等干部，泉江茶叶郑董事长、越庄酒坊老孙等经营者，及茶农老周、老虞父子等村民。

三、有效做法：

1.因地制宜确定发展方向。结合当地资源优势，与村落布点、村庄建设、土地利用规划有机结合，确定开

发思路，带动美丽乡村建设，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2.搭建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公开竞拍闲置农房使用权，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发挥盘活利用的效益。

3.探索市场化运作模式。鼓励经营主体自发探索，发展文化、旅游等特色产业，建设博物馆，举办特色研

学活动，传承历史文化传统；与村里的专业合作社、农户定点合作，发展产业综合体，实现村集体、村民增收。

4.出台办法明确开发范围。规定在集体土地上建造的、产权合法清晰的、处于闲置状态且能够安全使用的

房屋及其配套设施，加固、修缮后可进行旅游、休闲等三产开发利用。

5.打造闲置农房储备平台。农户和村集体均可登记申报可供利用的闲置房屋，镇里进行预收储存，分门别

类进行招商推介，集中资源，高效吸引投资，拓宽村民收入渠道。

四、发展建议：

今后，在开发利用闲置农房的过程中，要找准方向，善加利用，遵循“规划——设计——建设”规范，避

免“一窝蜂”开发，突破同质化竞争局限，提升激活行动的质量和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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