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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宁夏公务员考试申论试题（B 卷）

材料一

北山县风河村沿溪而建，村史数百年，村尾的廊桥也已年过百岁。溪流两侧遗存的居民楼一字排开，多数

为明清古建筑，都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虽然空置残破，但整体风貌保存完好。

近年来，风河的年轻人外出发展，迁居县城、省城，村里只剩下老人孩子。像风河这样的村子在北山有很

多，“北山底子薄，发展只能立足于自身优势。”一位领导回忆起当年决策时说，北山的“优势”，就是传统

村落及集群。

2015 年，风河村在文创专家团队的指导下，打算以村里的古建筑和廊桥等为依托，发展村落文化创意产业。

起初这一想法在村里并没有激起多大的波澜，有不少村民戏谑，“就咱这山脚旮旯，还能整出啥创意来？”“谁

愿意到我们这穷乡僻壤来？”

为此，风河村的党员干部逐个上门跟村里的老人们沟通，向他们了解风河的历史和文化传统，跟他们耐心

地讲解在风河开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诸多好处。为让村里在外人员对古村落保护和文化创意有更多了解，村干部

专门通过微信、电话等方式向他们介绍相关情况，征求意见建议。有人提出，“发展村落文创产业不是不行，

但关键是谁来创这个业？”还有人担心，村里面的人群单一，“没有人进来，创业之后如何能够持续下去？”

大家意识到，发展村落文化创意产业的关键是要把人引进来，尤其要引入“新村民”。在多方讨论协商之后，

风河村最终以“文创新古村、引凤入风河”为主题，制定了新的发展规划。

以规划为指引，在文创团队的协助下，风河村创办了文创基地“广泰艺术城”，先后在两个村落试点“人

人都是艺术家”项目，为村民、游客提供免费油画教学。村里还提供场地和材料，动员村民将剪纸、雕刻等传

统手工艺展现出来，并通过村级平台向外界展示、售卖。这不但激发了村民的热情，还吸引了许多游客前来打

卡。随着艺术元素的植入，古村旅游风生水起，“广泰艺术城”吸引了众多艺术爱好者纷至沓来，目前已陆续

接待国内外驻学人员 2 万多人次。

村里空置老屋不少，但难就难在老屋早已不适合居住，要拆，业主们不肯；修缮，太费钱，工程还复杂繁

琐。两难之下，风河村摸索出了“传统村落建筑租养”的办法。一是村委统一与产权人签订租赁合同，流转老

屋的使用权和经营权。二是“新村民”作为老屋承租人同村委签订租赁合同。三是老屋的现代化改造设计由专

业团队免费提供，修缮费用由村里垫付，“新村民”分期支付。

2017 年 8 月，冯皓成从南方老家辗转来到风河，成为风河村第一批“新村民”。他选定了两栋溪边老屋，

一栋运营书屋，一栋运营咖啡屋。三年多来书屋兼营民宿、文创器物等，已获利超 20 万元；咖啡屋经营 3年多

已基本回本。

古村落、古民居的传统环境，以及第一批“新村民”取得的成果，吸引了不少年轻人到此从事互联网文创

产业。如今的风河拥有书屋 2 家、咖啡吧 5 家、美术馆 2 个，艺术共享空间和工作室 22 家，国术馆 1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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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风河村所从事的文创产业已覆盖影视、传媒、音乐、美术等多个领域。文创产业的愈发兴旺带来的是

乡村旅游的人气倍增。在这一过程中，风河变得更加有活力，对老村民的回馈也越来越多。

“从头到尾，老村民都是受益者。”村干部说，“在建设初期，村里的公共设施、‘新村民’认租的古宅

都是由村委会雇佣老村民来修建、修缮的，这是他们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赚到的第一桶金。”游客越来越

多，老村民又跟“新村民”学习，经营起餐馆、民宿、小卖部之类，干得风生水起。

“别人‘筑巢引凤’，而我们是‘引凤筑巢’。”有人这样评价。

材料二

2020 年 12 月，团进村 681 户村民，陆续在一份“五和团进”村民规则确认书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

速度之快、人心之齐，让人很难想象这曾经是一个矛盾不断的后进村。

松山南部地区的团进村，2005 年由团湖、望江、进守、津水 4 个村合并而成。与许多合并村一样，团进村

曾经也存在“合村不合心”的问题。在村民周建华的记忆里，以前户与户之间都是各扫门前雪、不问村务事。

“记得有一次，我们和 4个村民一起，发起一场道路清扫义务活动，没想到不少村民当着面就说我们是作秀。”

这不是团进一个村遇到的窘境。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变迁中，曾经是传统乡村连结根基的长辈权威等已

逐渐弱化。如何建立一种新的联结，激发村民参与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团进村一直在摸索。

新一届村党支部针对团湖、望江、进守、津水党员数量分布不均衡、结构不合理、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好

等问题，积极发展后备力量，鼓励技术能人向党组织靠拢。“以前我们支部的平均年龄在 60 岁左右，经过几年

的发展，我们吸纳了一批有干劲的年轻人，极大地增强了队伍的活力。”村党支部莫书记介绍。

韦长发是原津水村村民，多年来一直在外地从事水产养殖工作，考虑到望江水产基础好，适合发展名特优

水产品，打算回乡发展。“刚回来的时候，村里在选场地、筹集资金、招募工人、办手续等方面给了我很大的

帮助。”韦长发说。一年后，他的养殖基地开始盈利。2019 年，韦长发被吸纳为党员。

在津水和望江有一些村民此前承包水塘养鱼，但由于技术有限，市场信息不对称，行情一直不太好。去年，

村里规划将两地原有的散养鱼塘整合，成立了团进鱼跃公司，统一管理，并邀请韦长发担任顾问。韦长发凭借

自己在外多年的门路，成功促成了团进鱼跃公司与外地饲料公司和一些大型生鲜市场的合作，鱼跃公司市场销

售额比以前翻了几番。

去年底，村里把闲散的 15.3 亩建设用地清理出来，村集体投资建设了厂房，用于水产品深加工，并且将部

分库房出租给经销商。“仅这一项，就让我们村集体收入比去年多出了 60 多万元。”村委会主任曾永平高兴地

算着账，“去年村民人均纯收入增加了 1.2 万元，大家都很高兴。”

村里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加强乡村道路、污水处理、管线入地、垃圾桶布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前几年，

村里的部分路段经常泥泞不堪，出行不便，道路两旁杂草丛生，垃圾随处可见。现在，村里的道路拓宽了，环

境得到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了。”村民黄海老人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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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里还修建了民心广场，供村民休闲娱乐。不定期开展健身运动会、说书比赛等活动，还在传统节日的时

候组织村民包粽子、猜灯谜、对对子，并且由村民评选出获胜者，给予一定奖励，“得到奖品是小事，关键是

大家愿意聚拢了，比以往更亲近了！”村民李大红说。

去年 12 月，为了进一步规范村民行为，增强村庄凝聚力，团进村向全体村民发出了一封公开信，围绕“和

善村民、和美家庭、和睦邻里、和煦村庄、和谐社会”，征集村民规则的具体的内容，同时通过入户走访、座

谈等多种形式征求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五和团进”村民规则。为了使规则落到实处，村里采用积分制进

行管理——不乱停车加 1 分，违法搭建扣 5 分，违反出租屋规定扣 1 分……整个村民规则包括 30 条加分项和

30 条减分项，大家称之为“团进 60 条”。

这份大家讨论出来的“家法”织牢了约束村民言行举止的规矩之网。据曾永平介绍，规则实行以来，村里

乱丢垃圾、乱停车、乱搭建等行为大为减少。“在农村，村民们最看重的就是‘面子’，有了这样的激励，大

家对积分格外上心，村民的主人翁意识也大大提高了！”

材料三

在传统乡镇布局中，部分乡镇面积小、人口少，但管理机构、干部职数、机构编制、财政投入均不少，行

政运行成本较高。合理调整乡镇行政区划有助于统筹设置乡镇服务机构，统一配备服务人员，集中一站式服务，

提升公共服务效能。2019 年 12 月，祁河市 8 个（县）区完成了撤乡并镇行政区划调整，为了充分发挥便民职

能，继续服务当地群众，推动乡镇机构职能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被撤乡并镇的便民服务站继续保

留了下来。

近期，祁河市政府部门陆续收到基层民众反映“便民服务站一点都不便民”的问题，事实究竟怎样？对此，

市电视台《阳光问政》节目进行了一次采访。

镜头一：S县赵湾镇罗湖便民服务站

服务站内，办公硬件设施设备齐全，4 名工作人员在岗上班，但却无法办理任何业务，并且也不提供代办

服务。

“之前我们有对口上级部门，各方面有明确的规定，自从原来的乡撤了之后，上面一直没有安排好，不知

道如何衔接。”一名工作人员表示很无奈。

对此，该县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张轩伟说：“在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之初，县委、县

政府就明确要求，保留设立的乡镇便民服务站要确保服务不减。现在看来，我们的工作确实没有做到位。据了

解，这个问题，不仅在赵湾镇罗湖便民服务站存在，在我县其他便民服务站也存在。”

镜头二：T区红河镇双星便民服务站

“这儿可以办准生证吗？”

“准生证办不了，要到镇上的便民服务中心去办。”

“为什么现在办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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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给你们解释相关政策，跟你们说在哪里办。”问的人多了，这名工作人员显得有点不耐烦。

这里仅有一名工作人员在岗，但是只会办理医保、社保两项业务，其他业务需到红河镇便民服务中心才能

办理。

村民抱怨：“原来办事很齐全，家门口办也很方便，现在服务质量明显不如以前了。”

镜头三：M县张集镇饶河便民服务站

一位村民说：“撤乡并镇之前，乡政府曾承诺，原来便民服务的地点和人员都会保留，但是现在却找不到

人办事。”

M 县张集镇党委委员李玲解释：“公章只有一枚，我们也不可能把公章放在那边，所以基本上老百姓都是

自己到镇上来办理业务。”

“公章的问题，难道没有其他方式解决吗？比如采用电子公章或通过提前预约的方式来协调用章冲突？”

记者问。

M 县有关领导回应：“实际上这个问题是在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上出现了偏差，也反映了我们为群众考

虑不够，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更灵活的方式来改进服务，比如由工作人员集中代办，尽量让群众少跑路，提高服

务质量。”

镜头四：N县大林镇绿树便民服务站

办事窗口的电脑主机已被撤走，办公桌上布满了灰尘，绿植已经枯萎……这里已经停用很长一段时间了。

大林镇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镇上每天都会派干部到这里值守，为村民开展引导服务，告知他们办事要

去山下的便民服务中心。”

大林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朱国伟就便民服务站变为“引导服务站”一事进行了剖析：“我们认为大林镇镇

政府所在地是全镇进出的唯一一个口子。山上的群众下来就可以顺便办事，这样既方便了大家，也方便了我们，

所以我们的工作安排就出现了偏差，把便民服务站变成了‘引导服务站’。下一步，我们将把便民服务站不便

民的问题作为重点工作来改进，多提供‘送服务下乡’活动，以弥补便民服务站的缺失、缺陷，扎实做好乡镇

行政区划调整改革的‘后半篇’文章。”

材料四

村级党组织如何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有哪些实践探索？D市某部门深入基层进行调研。情况如下：

长桥镇清河村党支部书记聂玉斌谈到，去年 4 月，村里结合本村传统产业优势，成立了长鲜鱼腥草专业合

作社。合作社筹建之初，村里就注意到了孙海新，聘请他担任理事长。“他爱学习肯钻研，种植技术好，亩产

值明显高于其他人，他热心肠，为使其他农户受益主动掏钱打井。他性格开朗，在村里人缘好。大家有事都愿

意找他说。”于是，聂书记找孙海新谈话，让他接管合作社，带领大家致富。“大家信任我，我就要做出点成

绩来。”孙海新干劲十足地说。上任伊始，就成立了鱼腥草质量提升小组。请来县里的专家对农户进行鱼腥草

种植技术培训。还下到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指导，分享种植经验。在他的帮助下，村里的鱼腥草种植质量有了明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5

显提高。他主动与县里的大型超市联系洽谈，成功实现了向超市直接供货，鱼腥草销售价格得到明显提高。为

了充分利用好鱼腥草资源，提升鱼腥草附加值，孙海新与市科院专家团队合作开展鱼腥草深加工研究，推出了

凉茶冲剂等系列产品。他组建专门销售市场团队，主打“鱼腥草之乡”的名片，与市内外的商超、医药公司进

行联系，推销产品。同时还在线上开设直播间，大力宣传本村鱼腥草系列产品的质量和功效，进行网上直销。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鱼腥草系列产品顺利打开了市场，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9 年前我们成立了荆湖粮食专业合作社，探索‘党支部+合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您可以采取任意方

式与我们合作。”柳林镇荆湖村党支部书记刘汉生介绍到。“我们村有 200 余户村民，地势平坦、丰富，是个

传统的农业种植村，其他自然资源不丰富，主要靠天吃饭，很多村民都长期在外务工，造成了大量土地长期闲

置，眼睁睁看着土地闲着，觉得很可惜。我们采取院坝会，走村入户，村直播等形式进行宣传，引导村民种植

多种经济作物。对于闲置的土地交由村里统筹管理。现在村民们可以用土地流转、土地托管的方式，也可用资

金入股合作社，流转的土地可以建基地。一体化发展多种作物优化产业结构，托管的土地按农户要求提供种植

服务，让闲置产生效益，入股的资金购买农机提高生产效率。”

这些年合作社共吸纳社员 198 人，托管土地近 5000 亩，流转土地 1500 多亩。聚合了土地、农机、资金等

资源，小田连片大田。去年合作社又出了新招，通过各种肥料、种植、管理、收获“五统一”，实现了生产成

本下降，机械化程度提升，亩产收入增加。合作社经营收入 1000 万元，合作社社员收入 5万元。被评为市级示

范合作社。

南泉花海，山花婀娜多姿。丛林探险基地、互动体验式游乐项目，应有尽有……谁曾想到这个每年揽客 10

万人次的乡村旅游项目险些“难产”。2015 年南泉街道南泉村成立馨辉名苑旅游合作社。次年，与花谷生态旅

游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启动南泉花海项目。

“建设初期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村民有顾虑不愿意流转土地。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村支两委一起想

办法。首先我们邀请邻村的王书记过来向村民介绍他们村在土地流转中的具体做法，村民获得的实惠及今后的

发展前景，同时我们还组织村支两委成员，共产党员，村级各干部，大学生村官分片分组入户进行宣传，讲明

土地流转并不改变村民承包经营等政策。还组织村民走出去到处参观，到阳安长家岭，武陵区玉泉等地参观学

习，实地感受土地流转带来的变化。百余村民也边走边看边学，看到了发展机遇。通过多方努力，村民们消除

疑点，主动流转上百亩土地，为项目落地、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当时要是没有解决好村民的思想问题，也不

会有南泉的今天。”南泉村党总支书记馨辉名苑乡村旅游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汪瑞涵说。

问题一

根据“给定资料 2”，请你谈谈团进村是如何解决“合村不合心”问题的。（2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不超过 400 字。

问题二

根据“给定资料 1”，谈谈北山县风河村是怎样引凤筑巢的。（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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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全面、准确、有条理。不超过 400 字。

问题三

根据“给定资料 3”分析为什么村民抱怨便民服务站一点都不便民，并提出解决建议。（30 分）

要求：内容全面，条理清晰，有针对性。不超过 400 字。

问题四

根据“给定资料 4”，拟写一则介绍村级党组织带领村民增收致富的工作信息。（70 分）

要求：准确全面、条理清晰、语言流畅。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问题一

参考答案

1.优化党员队伍。发展组织后备力量，吸纳有干劲的年轻人，增强队伍活力；为技术能人提供创业帮扶，

吸引其向党组织靠拢。

2.提升收入水平。整合村民的散养鱼塘，成立公司，统一管理，邀请专业人员担任顾问，促成市场合作，

大幅提升销售额；清理闲散用地，投资建设厂房，发展产品深加工，出租库房，提高村集体和村民人均收入。

3.改善人居环境。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完善乡村道路、污水处理、管线入地、垃圾桶布设等基础设施，提

高生活舒适度。

4.丰富文化生活。修建文娱设施；不定期开展活动，组织传统节日文化活动，奖励获胜者，拉近村民关系。

5.制定村民规则。发布公开信征集规则内容，通过入户等多种形式征求村民意见，制定村民规则并集体签

署确认；采用积分制进行管理，明确加分项及减分项，确保规则执行，提升村民主人翁意识。

问题二

参考答案

风河村以古村落为依托，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吸引创业者聚集，促进古村落发展。

1.改变村民观念，争取村民认可。面对群众质疑，党员干部主动沟通，了解当地历史和文化传统，耐心讲

解产业发展好处，通过微信、电话向在外人员介绍情况、征求意见建议，多方协商讨论，制定新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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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激发村民热情，吸引游客，发展古村落旅游业。植入艺术元素，吸引艺术爱好者；创办文创基地，试点

艺术项目，提供免费油画学习；提供场地和材料，动员村民展现传统工艺，并通过村级平台向外展示、售卖。

3.改善传统环境，吸引新村民，发挥示范带动效应。探索传统村落建筑租养办法，对老屋进行修缮、再利

用，满足新村民需求；聚集年轻创业者，促进文化产业多样化发展。

4.带动老村民，共建新乡村。雇佣老村民修缮认租古宅、公共设施，解决就业问题，提升收入；老村民主

动学习经营服务业，促进产业兴旺。

问题三

参考答案

原因：1.撤乡并镇过程中，与对口上级部门衔接不畅，缺少明确工作规定，造成业务无法办理，也不提供

代办服务。2.只根据政策规定，减少可办理的业务类型，工作人员态度差，服务质量下降。3.存在用章冲突，

加之为群众考虑不周，工作方式僵化。4.存在认知偏差，未站在群众立场思考问题，仅提供引导服务，告知办

理地点，但不办理业务。

对策：1.提前规划对口上级部门，确保工作无缝衔接，确保正常办理业务。2.撤乡但不减少服

务事项，同时对工作人员加强培训，改善服务态度，提升服务质量。3.灵活处理工作，可采用电子公章、提前

预约或由工作人员集中代办。4.站在群众角度决策，提供“送服务下乡”活动，弥补服务缺失。

问题四

参考答案

党群齐发力 共建致富村

各村党组织通过成立专业合作社促发展，情况如下：

一、清河村发挥传统产业优势。1.聘请能人。聘请技术强、有奉献精神、受群众信任且干劲强的人，担任

理事长；2.提升质量。成立质量提升小组，邀请专家培训与指导，分享经验；3.农超对接。与超市洽谈，直接

供货，提高销售价格；4.提升附加值。与专家团队合作，开展深加工研究，升级产品形态；5.拓宽销售渠道。

组建销售团队，打造品牌，线下推销产品，开设线上直播间，宣传产品。

二、荆湖村探索合作新模式，盘活土地资源。1.合作方式多元。多形式宣传，引导村民种植；统筹管理闲

置土地，可土地流转建基地，可土地托管提供种植服务，可资金入股购买农机；2.统一化生产。

三、南泉村携手企业发展乡村旅游。1.加强宣传。邀请邻村书记分享经验和前景，组织党员干部入户介绍

政策；2.组织参观。组织村民外出参观学习，实地感受流转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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