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学吧教育 做公考学霸

1

贵州学吧教育简介

学吧教育专注于贵州公考培训，通过汇聚业内优质师资，搭建线上公考题库、直播课

程及招考信息发布系统，同步提供线下笔试、面试培训课程。项目涉及国家公务员考试、地

方公务员考试、事业单位、政法干警、银行、教师招聘等笔试、面试辅导课程。凭借多年的

业界经验，我们始终坚持：

以教学质量为导向。拥有经验丰富的师资团队，如公务员培训项目负责人宁琴辉老师

（前上市教育集团教研校长、擅长申论、面试课程）、事业单位培训项目负责人李小舟老师

（全国名师团成员、前上市教育集团学科带头人、全国公共基础、面试培训师）、行测研究

室主任任高丽老师（前上市教育集团广西教研校长、擅长数资、面试课程），面试研究室主

任赵钰老师（前上市教育集团辽宁教研校长、擅长判断、面试课程），运营总监郝腾老师，

事业单位笔试法律科目培训主管高源老师等均具备丰富的培训资历及知名度。

以工匠精神为宗旨。线上线下同步授课，依靠互联网技术、在传统线下现场授课模式下，

不断探索网络授课模式，坚持以教研创新、技术创新，提高公考培训的效率与质量，为学员

第一时间提供最全面的考试招录信息与备考指导。

以广大学员的利益为出发点与落脚点。免费提供综合性考试题库，公司依托强大的师

资教研团队，对历年国考、省考、各事业单位等各类型笔试、面试真题进行收集、解析，汇

聚成贵州全面、专业的考试备考练习题库。

来学吧教育，做公考学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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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一、根据给定资料 1，谈谈 Z 县推广脐橙种植这一案例对我国发展县域特色农业经济有何启

示。(3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字数不超过 200 字。

【学吧参考答案】

1、结合当地特色自然资源，引进优良品种。

2、打造特色品牌。加强宣传，结合实际情况，顺应市场需要，进行品牌包装，打造当地特

色农产品牌。

3、保障运输畅通。扩宽市场渠道，利用互联网优势，打通快递物流环节，保障产品运输。4、

注重产品质量。改进生产种植技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5、理性引导种植。理性引导，科学种植，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根据给定资料 2，分析 2017 年网购节中农村电商“狂欢中夹杂着孤单”的原因，并为

农村电商的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40 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语言准确简明，有条理；3、字数不超过 450 字。

【学吧参考答案】

（一）原因：

1、网络在农产品中的应用程度低，农村网络零售额占比低。

2、农村品牌集中营销竞争力低，区域发展不平衡。

3、技术落后，缺乏专业人才，资金短缺，运输成本高，农村农产品进入城市后后劲不足。

4、品牌意识弱，配套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

（二）建议：

1、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科学研究，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完善配套基础服务

设施，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

2、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科学包装，注重“面子”与“里子”，顺应市场需要。

3、分级提炼，根据消费购物习惯，适量包装，适应购物习惯。

4、注重产品质量，大力推广绿色无公害产品，满足市场需要。

5、打造特色品牌，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充实人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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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你是 S 镇政府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3，写一篇关于 S 镇“以民为

师”活动的报道。(40 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条理清晰，语言流畅；3、字数不超过 450 字。

【参考答案】

以民为师，普惠三农

2017 年，我镇组织了一项新鲜的活动：以民为师。具体来说，挑选农民中的的脱贫致

富能手当“讲师”，进行角色互换，农民当老师，干部当学生，内容可以涉及家长里短，也

可以给干部提意见等。

农民“讲师”给村民及村干部巡回上课，讲解脱贫致富经验，给政府工作提意见，用稀

松平常的话帮助农民提升技能，干部提高工作能力，深受广大基层百姓欢迎，效果好。

这种模式，大大提升了乡镇干部与乡亲打交道的能力，真正做到与乡亲心连心，改进了

干部的工作作风，还提升了干部的工作能力；同时，拉近了党群关系和干部距离，及时了解

农民的所需所想，吸收农民的建议智慧，实现良循互动。

农民“讲师”模式的推行，真正做了到服务基层，服务农村，服务农民，让广大干部学

会如何做好农民的贴心人，为做好“三农”工作提供切实有效的宝贵经验。

四、假设你是绣山村的一名驻村干部，请根据给定资料 4，写一篇动员称猴桃果农加入合作

社的倡议书。(40 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逻辑清晰，语言流畅；3、字数在 400-500 字。

【参考答案】

关于加入猕猴桃合作社的倡议书

各位乡亲：

大家好，我县气候温和，雨量适中，十分适合猕猴桃种植，被誉为“中华红心猕猴桃之

乡”。目前猕猴桃农合社成为我县一张闪亮的名片，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我村的致富脱贫的

核心产业，但是各家各户的种植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为此，我村组建合作社，目的是为了

帮助村民解决以往猕猴桃种植中的资金，技术，营销，服务等问题。

首先，在质量方面，合作社统一垫购农产品需要的相关费用，产品销售后才扣除，还能

享受团购优惠价格，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另外，制定严格的猕猴桃产品种植和生产标准，

全程坚持原生态，采用科技化种植手段，全程监控种植生产过程，全面提升猕猴桃的品质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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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其次，在营销方面，通过互联网线上模式，与快递公司合作，有效解决了产品的运输难

题和销售难题，在“水果优选”APP 建立销售渠道。

各位乡亲，我们积极加入猕猴桃合作社吧，让我们组成命运共同体，发挥我村的猕猴桃

优势，我们一起致富，过上幸福生活。

绣山村村委会

XX 年 XX 月 XX

材料梳理过程

一、根据给定资料 1，谈谈 Z 县推广脐橙种植这一案例对我国发展县域特色农业经济有何启

示。(3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字数不超过 200 字。

1、审题：启示：分析对策（d）

2、材料梳理：

给定资料 1：

Z县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土壤肥沃，光照充足，降水丰富，是脐橙种植的理想之地。

现在，随着生活水准的不断提高，人们对水果的需求发生了变化一口感佳、品相好，营养价

值高几乎是人们挑选水果的铁律。2012 年，Z 县引进了一种优质脐橙在本地大规模推广种植，

为了直接体现出这种脐橙品种优良，且出产自本地，Z 县给它起了一个有些特别的名字：Z

县美国良种脐橙。据了解，乙县出产的这种脐橙具有色泽诱人、皮薄个大、汁多肉嫩、口感

甜润等诸多优点，然而，就是这样优质的水果，在 2016 年大面积上市后却迎来了当头一棒

——整个冬季下来，脐橙的销售量竟不到预期的三分之一！以下是 Z 县本地论坛中“我县美

国良种脐橙销售出师不捷之谜”的帖子里部分网友的回复：

●我在外地工作，只知道老家生产莼菜和小米辣椒，这个脐橙很有名吗?我怎么不知道?我爸

妈就在老家，他们都不知道，何况外县，甚至是外市外省人了。

●美国良种脐橙?这个脐橙为啥叫“Z 县美国良种脐橙”?听起来就像是“正宗山东川味麻辣

烫““地道闽南兰州牛肉面”一样，的又别扭，又刺耳。这到底是 Z 县的特产，还是引进的

美国货呢?士特产叫这个名字就有点不洋不土、不伦不类了。现在农产品追求原汁原味，而

木戚风
1：结合当地特色自然资源

木戚风
2：引进优良品种

木戚风
3：打造特色品牌

木戚风
4：加强宣传

木戚风
5：结合实际情况，顺应市场需要，进行品牌包装，打造当地特色农产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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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良种“两个字听起来不舒服，老让我想起化学饲料催肥鸡鸭猪，在我们老百姓心中，良

种可不等于优质哟。

●我天天在 Z 县走街串巷送外卖，我在本地的水果摊店、超市里都没怎么见到这种脐橙。我

们本地人都不知道，招聘哪里打得出来，口碑怎么喊得响亮嘛!

●我在离老家近 1000 公里的城市上班，今年网上购物节时看到了家乡新脐橙的推广广告。

说实话，很想支持家乡农产品，结果点进去一看，光物流就要差不多一周了。脐橙这东西要

吃新鲜的，本来就坏得快，一路上再随硫碰碰的，送到我手上时都不知道是啥样了。

●上次去镇上办事时买了几个，不便宜啊。好吃是好吃，但也太贵了嘛，比市面上的所有脐

橙定价都高，但和其他好的脐橙比，也没有那么绝对的争优势，我觉得这个脐橙定位有些不

准说到脐橙的滞销，种根大户老杨也是一筹莫展：“几年前，看着脐橙卖得起价钱，大家一

窝蜂地都把土地擦出来，全部种脐橙。村里、镇上，也没人来劝劝我们，而邻近的几个县都

是产橙大户，我们的橙子好，但别人的也不次啊，而且人家种橙卖橙比我们早多啦，名气更

响。”老杨无奈地摇了摇头，“我们县就这么点人，还不喜欢吃橙子，这么多果子，只能卖

到外地去，要不然就等到天气翻暖，春天成者夏天，天气热了，大家都想吃水果。但是这些

橙子娇气得很，囤到那个时候，没坏掉也霉了，干巴了。”的确，短短两年间，Z县脐橙种

植面积增加了 160%，产量更是提高了 180%，脐橙产量的井时候，没坏掉也了、干巴了。”

喷式增长，更是加剧了滑销。

二、根据给定资料 2，分析 2017 年网购节中农村电商“狂欢中夹杂着孤单”的原因，并为

农村电商的发展提出合理的建议。(40 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语言准确简明，有条理；3、字数不超过 450 字。

1、审题：原因（y）；建议：对策（d）

2、材料梳理：

给定资料 2：

2017 年的网络购物节，是电商和网友们共同的狂欢然而，在这其中，农村电商却是狂

欢中夹杂着孤单。据统计,2017 年购物节期间，农村实现网络零售额 84608 亿元，其中购物

节当天实现网络零售额 392.40 亿元，同比增长 66.53%，完全可以说得上“涨势喜人”。但

同时，购物节期间，农村网络零售额在全国占比仅为 15.55%，比前三季度的该占比(17.14%)

木戚风
5：结合实际情况，顺应市场需要，进行品牌包装，打造当地特色农产品牌

木戚风
6：扩宽市场渠道

木戚风
7：利用互联网优势

木戚风
8：打通快递物流环节，保障产品运输

木戚风
9：改进生产种植技术，提高产量，降低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

木戚风
10：理性引导，科学种植

木戚风
11：避免同质化竞争

木戚风
Y1：农村网络零售额占比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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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低出了 159 个百分点，这显然与农村地区在集中品牌营销活动期间，与城市相比竞争力还

有待提升有关；东部、中部和西部农村地区在销售额中的贡献率分别为:67%、18%及 15%。

农村电商，本来应该是根网线串联城乡，本该工业品到乡村，农产品去城镇，形成“工业品

下乡”“农产品进城”的双向物流。但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农村电商下行的工业品汹涌澎湃、

高歌猛进，而上行的农产品却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农民们说，他们不懂网上销售、少人帮

忙；网上卖农产品要打知名度，他们经济实力不够，烧不起钱。农产品大多是又占地方又重，

走不起按重量计费的快递。要是用大宗物流，可能货还没到就变质变味了，这反而影响产品

口碑，砸了招牌。

一位电商从业人员则抱怨，一些农户的士特农产品，看着确实不错，但是没有商标、没

有产品质量证书、没有大型仓库，根本不能在网上商店推销。“农产品必须要有身份证啊”，

她总结道，“你从哪来，是什么品种，用了什么肥料，长了多长时间，谁是你的父母，这些

清清楚楚的，我们才敢销售啊。

农产品上行，目前正遭遇多重障碍，怎样逐步破除这些障碍，需要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大力扶持，需要政府、电商企业来帮助，也需要农户积极创造条件。

到底什么样的农产品受欢迎，卖得起价钱呢?这首先还是得在量上做文章，现在，农产

品供应可以说已经非常充足了，随着三口之家、二口之家，甚至独居为主的家庭结构的逐渐

固化，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小”。动不动买上 200 斤面粉、500 斤大白菜的情

景已经很难出现了，现在更有可能的是，“生菜买一颗，胡萝卜买一根”的新局面。因此，

先进行分级分拣，经过包装后再出售的农产品更受青睐，而经过这样的精挑细选，真正优质

的农产品也能获得更高的价值体现。

其次，农产品“颜值”要高。精美的外形包装能对品质优良的特色农产品起到锦上添花

的作用。农产品的形状、颜色、味道，是消费者越来越看重的因素，高档超市、生鲜门店里

卖的很多农产品，就是因为加了一层好看的包装，或者模样讨喜，价格就翻了几倍。

另外，农产品必须靠品质说话。现在，特产化对于农产品来说几乎就是优质化的代名词，

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对于食品的高品质和多样性需求日益旺盛。消费者对农产品区域性要

求十分苛刻，产地稍有不适，品质、口感就会大打折扣。他们要求东西“从枝头鲜到舌头”，

要吃得好，更要吃得健康；吃得安全，吃得新。因此，绿色产品、无公害产品、有机产品以

及各种功能性产品等的受众市场越来越大。

木戚风
Y2：农村品牌集中营销竞争力低D1：增强产品市场竞争力

木戚风
Y3：区域发展不平衡

木戚风
Y4：网络在农产品中的应用程度低

木戚风
Y5：技术落后，缺乏专业人才D2：充实人才力量

木戚风
Y6：资金短缺

木戚风
Y7：运输成本高，农村农产品进入城市后后劲不足

木戚风
Y8：品牌意识弱，配套基础服务设施不完善D3：打造特色品牌，完善配套基础服务设施，创造良好的发展条件

木戚风
D4：政府加大扶持力度，科学研究

木戚风
D5：充分调动和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

木戚风
D6：分级提炼，根据消费购物习惯，适量包装，适应购物习惯

木戚风
D7：根据市场需求变化，科学包装，注重“面子”与“里子”，顺应市场需要

木戚风
D8：注重产品质量，大力推广绿色无公害产品，满足市场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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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你是 S 镇政府负责宣传的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 3，写一篇关于 S 镇“以民为

师”活动的报道。(40 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条理清晰，语言流畅；3、字数不超过 450 字。

给定资料 3：

2017 年，S 镇有了一项新鲜的活动：请本镇的村民当老师。“前些年啊，不少基层干部

感慨，现在的农村工作不好做，硬办法不能用、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其实，农村

是个大课堂，和乡亲们打交道也是一门学问。“S 镇镇政府负责群众工作的老高介绍道，一

些基层干部田间地头也跑得不少，但和乡亲们打交道的水平还是没提高。“还是要和乡亲们

心连心啊，不然的话，你说的话，他们听不懂；他们说的话，你不爱听，这怎么行呢?“他

感叹道。

过去，通常是干部给村民讲课；而如今，村民当老师，干部成学生。让他们的角色对换

一下，这新鲜，而且效果不错。“教学”内容没有什么限制，可以话话家常，说说自己生活

中的酸甜苦辣；可以给于部们讲讲意见，给政府工作提提建议。也许村民们的语言没有那么

精练，但他们那些看似稀松平常的“唠”中，恰恰有最鲜活的民意，这正是基层干部照镜自

省，改进工作作风，调整工作思路所必需的。这种创新的沟通形式，在无形中拉近了党群关

系和干群距离，增强了相互了解，成为双方良性互动的有力推手。其实，农村是个大课堂，

农民也是生活经验、基层验、实践经验丰富的好老师。服务基层、服务农村，就是要做农民

的贴心人。试想一下，如果大家都能虚心听取农民的想法、要求和意见，及时了解农民的所

思所盼，吸收农民的建议和智慧，并逐步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又何愁工作不好开展呢？

村民的学生可不止这些基层干部们。2018 年年初，S 镇又在全镇范围内招募了 100 位农

村能人，在全镇巡回给农民“上课”。老高介留说，这 100 个能人中，有的是种地的行家，

有的是做农村电商的高手，农民“讲师”由各村推荐，镇政府评定。评定不论学历、职称，

只管对脱贫致富有没有用，“我们会颁发一个证书，但讲师们可不是得到这个证书就能受用

一辈子，和正规的学校一样，要是哪个讲师工作不积极了，业务水平下降了，我们是会予以

清退的。当然，有新的好讲师，我们也不会错过。“老高介绍道，“我们还打算到了年底在

全值搞一次农民讲师评比活动，由全镇村民来投票。获得·优秀'评比的讲师，我们会给予

适当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木戚风
时间、地点

木戚风
D1：抄

木戚风
D2：内容可以涉及家长里短，也可以给干部提意见等

木戚风
X1：抄

木戚风
X2：抄

木戚风
X3：干部提高工作能力

木戚风
D3：抄

木戚风
D4：挑选农民中的的脱贫致富能手当“讲师”

木戚风
D5：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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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场讲课，镇里会给我们 100 元的‘课时费’，而且，讲课时间安排得也挺合理，不

会选在农忙的时候。”种田大户老那对这样的安排赞不绝口，“以前啊，我以为上课就是大

家端端正正地坐在教室里听那些老师们讲。没想到，还有这样的课堂，镇里鼓励我们把课堂

设在田间地头，用现做现讲的方式给大伙们上课。”

这种以民为师的活动受到了全镇村民的热烈欢迎。“太有用了，讲的都是我们自已那些

事儿，老师们有讲头、我们有听头。”村民小胡是这新课堂的“三好学生”，从开课以来，

没有落下节课。“这样的课还可以再多一些，让上堂课当学生的，下堂课也可以当老师；让

上堂课当老师的，下堂课也可以当学生。”

四、假设你是绣山村的一名驻村干部，请根据给定资料 4，写一篇动员称猴桃果农加入合作

社的倡议书。(40 分)

要求：1、紧扣材料，内容全面；2、逻辑清晰，语言流畅；3、字数在 400-500 字。

给定资料 4：

P县气候温和，雨量适中，被誉为“中华红心猕猴桃之乡”。在该县绣山村猕猴桃农业

合作社面积达 108 亩的种植基地内，一串串圆滚滚的猕猴桃挂在树梢，等待采摘。这些猕猴

桃将被快递分发到全国各地，成为其他地区认识 P 县的一张名片。谈起今年猕猴桃销路，绣

山村合作社负责人老杜说：“全国十大果品市场都有咱的销路，加上线上销售，全村的量

10 来天就卖完了！“下一步，他打算在一些果品市场派驻专人，专职宣传和销售猕猴桃和

其他特产水果。

以往，将水果全部直销给水果商的传统销售模式，让果农们在辛辛苦苦地劳作了大半年

后，收人少之又少，而且受价格浮动、物流和本地市场行情的影响，猕猴桃容易出现滞销。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2015 年 7 月，村里 30 户农民走出了勇敢而冒险的一步：他们以 108 亩

土地承包经营权和挂果猕猴桃园出资入股，自发组建了股份合作社，以解决他们以往生产经

营中缺资金、缺技术、缺营销、缺服务等问题。

合作社所有农资，比如上什么肥、打什么药、选用哪个牌子，经合作社年度农资统俱会

讨论确定后，由合作社先行垫资并以批发价统一采购，所需费用在果品销售后才扣除。农户

不仅无需垫钱，还享受到团购批发价的优惠。比如，合作社统一到某公司购买牛肥料，每吨

木戚风
X4：深受广大基层百姓欢迎，效果好。

木戚风
Y1：抄

木戚风
Y2：猕猴桃产业已经成为我村的致富脱贫的核心产业

木戚风
Y3：抄

木戚风
T：以往，各家各户的种植模式也存在很多问题

木戚风
D1：抄

木戚风
D2：合作社统一垫购农产品需要的相关费用，产品销售后才扣除，还能享受团购优惠价格，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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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 40 元，而个人去买的话是 60 元，节省的“批零差”，降低了社员的生产成本，到了秋

季，无论社员的称猴桃能否卖出，合作社都会以略高于市场价的价格集中收购。按照每亩产

2000 公斤猕猴桃计算，每公斤如果比市场价高出 0.4 元,1 亩地就比非社员多收人近千元，

而且根本不用再为销路发愁担心，踏踏实实种果子就可以了。所有猴桃销售后，在超出市场

价格的部分中，合作社提取 20%作为社里专职工作人员的工资,10%作为合作社基金提留，其

余 70%给合作社社员进行二次分红。

合作社的这种运行机制和经营方式，让社员们成了“命运共同体”，请如偷打大剂和农

药、化肥等问题，也因为 CEO 老杜每天派专人巡查、社员相互监督而彻底销声匿迹。猴桃质

量不再参差不齐，品质大幅提升。

和很多娇气的水果一样，猕猴桃皮薄易破，保鲜不易。这就对物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为此，合作社主动与邮政系统的两大龙头快递合作，并为两家快递的“水果优选”APP 提供

货源因为走量巨大，合作社在物流费用上获得了不小的折扣。同时，因为成为其旗下“水果

优选”APP 的固定供货商，两家快递公司也更加重视合作社的果品，并配合合作社开展了一

系列的宣传营销活动，与快递公司的深度合作，让合作社尝到了甜头。合作社深知，猕猴桃

要赢得消费者青睐，品质、营销，缺一不可。为此，合作社自己制定了严格的猴桃种植和生

产标准，包括必须全程坚持原生态，不要化肥，只用农家肥……猕猴桃刚长出果子时，就要

梳果，并套袋子，隔绝污染等。同时，把称猴桃的生长发育过程，用图文形式全部记录下来……

贴上作为每一颗果子唯一标识的二维码，一扫就知道它的前世今生了。合作社用坚持生产源

头透明化的手段，让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放心。而每每有新政策、好的农业新科技出来，

合作社都会派人第一时间跑去请教学习、并及时引入到猕猴桃种植中。用巧借政府优质资源

的形式，来保证所产猕默桃的好吃和安全。

“猕猴桃适应性强、易管理，种植猕猴桃不但具有美化环境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会帮助

土壤改良。 现在做出品牌和名气了，我们也认准了，就它了。”老杜说。

木戚风
D3在营销方面，通过互联网线上模式，与快递公司合作，在“水果优选”APP建立销售渠道

木戚风
D4：抄

木戚风
D5：采用科技化种植手段，全程监控种植生产过程，全面提升猕猴桃的品质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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