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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解析

第一题：阅读“给定资料 1”，请分别概括当前最常见的几种网络诈骗手段。（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不超过 150 字。

（一）试题分析

任务说明：本题的作答任务是概括网络诈骗的手段，即找到网络诈骗的手法有哪几

种。

要求说明：准确：紧扣题目内容，精准反映材料内涵，语言表述规范。全面：涵盖

题目所包含的核心要点，要点的提炼要准确到位，语言表述要周延。简明：是指在陈述

或者表达自己的观点或者事实的过程中，在准确反映语义和语意的基础上尽可能少的使

用字或词句。

（二）材料分析

1.一天，外籍华人沈先生的一笔账号支付交易，被 J

银行 H电子银行风险监控平台判断为高风险并实时拦截。

风控专员在核实中了解到，沈先生只点击了一下手机短信

中积分兑换奖品所附的链接，手机就中毒了，【批注 1】

若没有被风控平台及时拦截，将眼睁睁地损失一笔巨款。

一位 G银行用户收到短信提示：您的银行卡在网上购

买某款理财产品被扣除 10000 元，并告知“如果不是您本

人操作，请与我们联系。”该用户查询后发现，自己的银

行卡余额确实少了短信中告知的数额。于是，轻易判断该

短信来自 G银行客服，哪知，这是不法分子的骗招儿。不

法分子通过拖库与撞库、公共 WiFi、ATM 机针孔摄像头、

电脑木马等途径，获取用户银行卡账户和密码后登录网上

银行，通过购买理财产品、定活互转等造成活期账户资金

余额减少假象，用户发现账户余额确实减少会轻易信任不

法分子。不法分子便会以“帮助用户退回资金”为由，要

求用户告知其之后接收到的短信验证码，然后通过获取的

短信验证码盗取资金。【批注 2】

【批注 1】兑换积分诈骗。

【批注 2】账户余额减少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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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近 7旬的王爷爷收到自称 S 快递人员的电话，告知

他的包裹按照规定进行例行查验后，发现有信用卡等物

品。王爷爷被建议报警并将电话转移至“公安机关”。“公

安机关”工作人员告知王爷爷涉嫌犯罪，为证清白必须将

账户资金 158.7 万元汇至“司法机关”保证金账户。【批

注 3】J 银行 S省 L支行、S 分行、H 电子银行业务中心三

位一体的联防联控成功化解王爷爷的资金风险。

张先生在某网站上订购了第二天从南京飞往深圳的

机票。当晚他就收到短信，告知其预定航班因故障取消，

让其联系某航空公司客服。于是张先生便拨打了短信所附

的航空公司电话，对方自称是客服人员，要求张先生改签

到另一个航班。对方还以给张先生提供补偿金为由，让其

提供银行账户。张先生信以为真，便提供了银行卡号、余

额、验证码等，上了不法分子的圈套。【批注 4】

一天，莎莎微信里的一个老友发来信息，提出要借钱。

因为关系不错，莎莎便向老友提供的银行卡号汇去 5000

元。当风控专员与莎莎核实此笔高风险交易并进行风险提

示后，才得知老友微信密码被人盗用。【批注 5】

【批注 3】冒充公检法电话诈

骗。

【批注 4】退款诈骗。

【批注 5】冒充亲友诈骗。

（三）评分标准

“兑换积分”或“积分兑换”（2 分）；“余额减少”（2 分）；“公检法”或“公职人员”

（2 分）；“退款”（2分）；“亲友”（2 分）。

允许同义表达。

（四）参考答案

1.兑换积分诈骗。

2.账户余额减少诈骗。

3.冒充公检法等电话诈骗。

4.退款诈骗。



3

5.冒充亲友诈骗。

第二题：请阅读“给定资料 2”，谈谈你对“伪城镇化”的认识。（20 分）

要求：紧扣资料，条理清楚，全面准确，不超过 250 字。

（一）试题分析

任务说明：本题的作答任务是谈谈对“伪城镇化”的认识，这意味着可能要对伪城

镇化的表面意思进行界定，然后挖掘其深层含义，可能涉及到伪城镇化产生的原因、带

来的影响、如何解决等。

要求说明：“紧扣资料”意味着答案要根据材料整理得来，不能主观臆断。条理清楚：

条理清晰是指能够理清观点或者事实之间的逻辑关系，包括观点或事实之间以及其内部

的关系，一般而言其关系有并列、递进、包含、转折等。全面：涵盖题目所包含的核心

要点，要点的提炼要准确到位，语言表述要周延。准确：紧扣题目内容，精准反映材料

内涵，语言表述规范。

（二）材料分析

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和中

国社科院财政和贸易经济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均认为，户

籍管理制度造成了中国的“伪城镇化”。【批注 1】三份报告

均建议进行相应的改革。中国社科院财贸所发布的《中国财

政政策报告》认为，受中国城乡分割以及户口制度的约束，

【批注 2】这种城镇化尚是一种“伪城镇化”。大量的农村

产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

能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

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批注 3】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

所和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分别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在各自

的研究报告中均提及这一问题，并提出了放开户籍制度的改

革建议，【批注 4】只不过在改革的节奏掌控上这两份报告有

所不同。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提出，中国城市化目前

【批注 1】“伪城镇化”出现

的原因：户籍管理制度。

【批注 2】“伪城镇化”出现

的原因：我国城乡分割以及

户籍制度的约束。

【批注 3】“伪城镇化”的含

义：指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

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

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

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

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

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批注 4】解决“伪城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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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处在“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状态。【批注 5】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 Y解释说，我国现有城市化率的统计口径，

包括 1.45 亿左右在城市生活 6 个月以上，但没享受到和城

市居民等同的公共福利和政治权利待遇的农民工，也包括约

1.4 亿在镇区生活但务农的农业户籍人口，这些并没有真正

转变身份的人口约占城镇总人口的一半。

人大经济研究所的报告认为，由于中国劳动力由无限供

给转向短缺的时代已到来，劳动力短缺必然带来劳动者工资

上涨。通过户籍制度改革【批注 6】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

共服务覆盖到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将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口

入城并遏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中国发展报告》主笔之

一 A 在解释报告时也表示，在城市化过程中应该对农民工实

行保留户籍、总量控制、放宽条件、逐步推进的方式。这种

方式应该是城市政府所能接受的办法。未来要主动吸纳适合

到城市居住的农村人口。提升真实的城市化水平，需要将城

市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所有在城市居住工作的人口，尤其是

农民工及其子女。

多位专家认为，城镇化任务提出后，需要在户籍制度、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从而

最大程度上释放出新的改革红利。【批注 7】

的建议：放开户籍制。

【批注 5】“伪城镇化”也叫

“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

市化”。

【批注 6】解决“伪城镇化”

的对策：户籍制度改革。

【批注 7】解决“伪城镇化”

的对策：需要在户籍制度、

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

等方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

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

务覆盖到农村的流动人口，

提升真实的城市化水平。

（三）要点整合

批注汇总 形成答案

【批注 1】“伪城镇化”出现的原因：户籍管理制度。

【批注 2】“伪城镇化”出现的原因：我国城乡分割

以及户籍制度的约束。

【批注 3】“伪城镇化”的含义：指大量的农村产业

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

不能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

【批注 1】【批注 2】是“伪城镇化”出

现的原因：我国城乡分割以及户籍制度

不鼓励人口自由流动所致。

【批注 3】【批注 5】是“伪城镇化”的

表面含义：“伪城镇化”即“半城市化”

或“不完全城市化”，指大量的农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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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批注 4】解决“伪城镇化”的建议：放开户籍制。

【批注 5】“伪城镇化”也叫“半城市化”或“不完

全城市化”。

【批注 6】解决“伪城镇化”的对策：户籍制度改

革。

【批注 7】解决“伪城镇化”的对策：需要在户籍

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进行综合

配套改革，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

村的流动人口，提升真实的城市化水平。

业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

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城市的各

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

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批注 4】【批注 6】【批注 7】是解决

“伪城镇化”问题的对策：需要在户籍

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

面进行综合配套改革，将城市户籍所对

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的流动人口，

提升真实的城市化水平。

（四）评分标准

概念解释部分：“半城市化”（1 分）；“不完全城市化”（1 分）；“指大量的农村产业

工人虽然居住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

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3 分），如表述不完整或不准确得 1

—2 分。

原因：“城乡分割”（2 分）；“户籍制度不鼓励人口自由流动”（2 分），只答“户籍

制度”得 1分。

对策：“综合配套改革”（3 分）；“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的流动

人口”（2 分），允许相同意思不同表达。

按照概念解释、原因分析、对策提出的逻辑展现，逻辑分 4 分；文字表达 2分。

（五）参考答案

“伪城镇化”即“半城市化”或“不完全城市化”，指大量的农村产业工人虽然居住

在城市并被计算为城市人口，但其并不能同等享受城市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

消费模式无法等同于一般城市人员。

“伪城镇化”主要由我国城乡分割以及户籍制度不鼓励人口自由流动所致。

解决“伪城镇化”问题，需要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及教育等方面进行

综合配套改革，将城市户籍所对应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的流动人口，提升真实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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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水平。

第三题：“给定资料 3、4”反映了我国工匠精神传承面临的种种问题，假定你是某高校

该领域的研究专家，请就这些问题提出解决措施建议，呈送有关部门参考。（25 分）

要求：（1）对存在的问题概括准确、扼要；（2）所提措施建议具体可行、有针对性；（3）

不超过 400 字。

（一）试题分析

任务说明：本题的作答任务有两个，一是概括工匠精神传承面临的问题，二是解决这

些问题，所以本题答案共由两部分组成：问题、措施建议。

要求说明：“问题概括准确、扼要”意味着要紧扣问题，精准反映材料内涵，语言表述

尽可能精炼。“具体可行”意味着措施和建议要具体细化，在现有环境和条件下具备可操作

性。“有针对性”意味着措施建议要针对具体问题来提，而不能够偏离了问题天马行空。

（二）材料分析

3.《大国工匠》中的 8位传奇工匠，显然都是央视精挑细

选的国宝级代表人物，他们都在各自非常重要的岗位上从事着

非常重要的工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

这些工匠艺高技精，显然不可能一日功成，往往都是几十年的

磨炼，才能成就惊世奇功，他们身上都有甘于吃苦、甘耐寂寞

的“老黄牛”精神。《大国工匠》的报道印证了这一普遍规律。

然而，如果计较了报酬收入，是否就不具有“工匠精神”？这

些为国家、为企业做出特别贡献的国宝级工匠们，到底能不能

在自身待遇的获取上与时俱进、与市场接轨？能够在物欲横流

的大环境下“坐怀不乱”，确实不可多得，精神可嘉；但若能

够劳有所获，付出与收入对等，满怀自豪与自信地体面工作，

这些身怀绝技的工匠们，是否会有更多的激情？胡双钱平均每

周有六天泡在车间里，作为一个一线工人，他没能给家里挣来

更多的钱，只是带回了一摞摞的奖状证书。直到一年多前，一

家人才从住了十几年的 30 平方米的老房子里搬了出来，住进

【批注 1】工匠面临生存问

题。

具体问题有：1.大众对工匠

的刻板印象造成工匠们不

能计较报酬的压力。

2.在生活上捉襟见肘，由住

房一例可引申到其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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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贷款购买的上海宝山区 70 平方米的新家。反差如此之大的

梦想与现实，如何能够安慰工匠大师们的付出？虽有国宝工匠

的荣誉称号，却在现实生活面前捉襟见肘，这又如何能激励面

临巨大生活压力的年轻一代追随？【批注 1】

4.众所周知，“工匠精神”是追求极致的精神，是对职业

敬畏、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是极度注重细节，不

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的信仰。这样宝贵的职业精神如何培养？自

然离不开职业院校开设相应的理论课程进行系统的引导，并在

具体的实习操作中强化训练。可以说，培育“工匠精神”，职

业院校责无旁贷，但大家似乎把工匠精神的培育全部推给了职

业院校。然而，“工匠精神”的培养更离不开企业的参与，我

们更应充分发挥企业作为育人主体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在

“工匠精神”的传承与培养方面，国内企业做得非常不够。与

许多发达国家名企辈出、品牌扎堆相比，我国的长寿企业、百

年品牌寥若晨星。据报道，截至 2015 年，全球寿命超过 200

年的企业，日本有 3146 家，为全球最多，德国有 837 家，荷

兰有 222 家，法国有 196 家。企业何以长寿？根本秘诀在于他

们非常重视传承宝贵的“工匠精神”！而我国的“工匠精神”

却失传已久，普遍被“差不多”文化所取代，“差不多就行了”

甚至成为车间和作坊之外很多人的生活态度。企业（家）对眼

前的利益趋之若鹜，山寨产品漫山遍野，“快挣钱，挣快钱”

成为众人心照不宣的追求，鲜有人守得住寂寞，崇尚和维护“工

匠精神”，【批注 2】再加上目前职业院校对“工匠精神”的

培养和塑造力度不强，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不少学校的专业课

教学采用公共课的大班化教学模式，教学和社会实际脱节等诸

多因素，【批注 3】最终导致“中国制造”难成“中国创造”。

这样的文化氛围里，“工匠精神”的没落和消亡也就在所难免。

更令人担忧的是，企业自身的这种职业态度还会对职业院校的

办学理念和学生的价值观、人生观产生负面影响。

方面也是如此，如医疗、养

老等。

【批注 2】企业没有尽到应

尽的义务。

具体问题有：企业职业态度

有问题，唯利是图，和国外

百年老店形成鲜明对比。

【批注 3】职业院校培育力

度不够。

具体问题有：大班化教学模

式，教学和社会实际脱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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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点整合

批注汇总 形成答案

【批注 1】工匠面临生存问题。

具体问题有：1.大众对工匠的刻

板印象造成工匠们不能计较报酬

的压力。2.在生活上捉襟见肘，

由住房一例可引申到其他生活方

面也是如此，如医疗、养老等。

【批注 2】企业没有尽到应尽的义

务。

具体问题有：企业职业态度有问

题，唯利是图，和国外百年老店

形成鲜明对比。

【批注 3】职业院校培育力度不

够。

具体问题有：大班化教学模式，

教学和社会实际脱节。

【批注 1】显示的问题是社会层面的问题，高校专家无

力解决，可根据具体问题提建议：营造宽容的文化环境，

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的同时，解除

“工匠”们的思想束缚。根据贡献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

并在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予以政策上的倾斜，使他

们没有后顾之忧。

【批注 2】显示的问题是企业层面的问题，高校专家也

无力解决，可根据具体问题提建议：企业必须转变观念，

致力打造百年老店、民族品牌，并积极营造培育“工匠

精神”的良好环境，主动承担职教育人的重任。

【批注 3】显示的问题是高校层面的问题，高校专业可

解决，根据具体问题提措施：1.培养“工匠精神”应该

把专业课教学作为主阵地，实行小班化教学，构建仿真

工作环境，让学生进行专业实训。2.开展校企合作，让

学生去企业实习，感受企业文化。

（四）评分标准

本题需要答两个部分，问题、措施建议。

每条采分点均允许相同意思不同表达。

问题每条 3分。

措施：

1.“小班化教学”（1 分）；“仿真工作环境”或“实训”（2 分）。

2.“校企合作”（2分）。

3.“营造宽容氛围”（1分），“解除束缚”（2 分）；

4.“提高待遇”（1 分）、“政策倾斜”（2 分）。

5.“转变观念”（1分）；“主动承担重任”（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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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条理性 2 分。

（五）参考答案

问题：

1.工匠面临生存问题，经济待遇没有真正提高。

2.企业没有尽到应尽的社会责任。

3.职业院校对工匠精神的培育力度不够。

措施：

1.培养“工匠精神”应该把专业课教学作为主阵地，实行小班化教学，构建仿真工

作环境，让学生进行专业实训。

2.高校积极开展校企合作，让学生去企业实习，感受企业文化。

3.营造宽容的文化环境，在全社会形成崇尚工匠精神的良好氛围的同时，要解除“工

匠”们的思想束缚。

4.根据贡献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并在住房、医疗、养老等方面予以政策上的倾斜，

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

5.企业必须转变观念，致力打造百年老店、民族品牌，并积极营造培育“工匠精神”

的良好环境，主动承担职教育人的重任。

第四题：请阅读给定资料，以“追求真善美”为题，写一篇文章。（45 分）

要求：（1）自选角度，思路清晰；（2）立意明确，认识深刻；（3）联系实际，不拘泥

于“给定资料”；（4）不超过 1200 字。

（一）试题分析

任务说明：本题要求通过全部给定资料写一篇命题文章，话题围绕“追求真善美”，这

就意味着我们要去给定资料中找到所有和“真善美”相关的内容，整合后选取一个角度进

行书写即可。

要求说明：“自选角度”是指在写作中可以自主选择指定话题或主题的任一切入点进行

论述的一种写作要求。“思路清晰”是指阐述观点或事实的进程符合一般的认识逻辑，清楚

明了的呈现。“立意明确”是指直接明了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在申论考试中这种观点可能是

对于材料事实的总结、也可能是对于某种事件或者观点的看法与解决问题的意见等。“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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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是指对于事实和观点有深层的见解，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辨的、全面的认识是

体现深刻的关键。“联系实际，不拘泥于材料” 是指在陈述、说明、议论某一观点或事实

的过程中，可以借鉴给定的参考材料，也可以借鉴自身的经验、知识背景以及生活体验。

（二）材料分析

给定资料 分析

给定资料 1：网络诈骗 人性“不真”也“不善”的特性使得人性“不美”

给定资料 2：伪城镇化 城市管理中的“不真”，致使城市建设“不美”

给定资料 3、4：工匠精神传承 工匠“真善美”精神的传承受阻

给定资料 5：学术造假 学者的道德问题，“不真”“不善”，也“不美”

（四）评分标准

一、分类按档给分，分为四个档次，评卷时首先定档，然后再在档次内给分。

二、本题的中心论点要围绕“真善美”。

具体标准：

一类文：36—45 分，中心论点紧扣“真善美”来展开。论述部分能够紧扣“真善美”

转换关系，并能够证明追求真善美能够助推社会进步。立意高、逻辑性强。思路清晰、

环环相扣、语言流畅、没有病句或错别字。

二类文：26—35 分，本类文为基本及格分数线，相对是控制的重点，判断的依据为：

中心论点紧扣“真善美”展开，有论述，逻辑清晰，语言流畅。在这些标准内酌情加减

分值。

三类文：15—25 分，本类文的基本标志是点到“真善美”，但是没有紧扣进行论述。

语言、文风较好。

四类文：15 分以下，这类文为跑题、残篇、通篇抄材料、东拼西凑无逻辑等。

（五）参考文章

追求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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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有三次区别于动物的精神提升。第一次是认识与把握人与自然的关系，这是求

真的过程，从科学角度认识外部自然环境。第二次是认识与把握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

求善的过程，从伦理的角度认识外部社会环境。第三次是对于自身的认识，这是求美的

过程，是从艺术与审美的角度认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经过这样的精神提升，人类终于创造了精神文明的三大明珠，即真、善、美。真是

真理和科学，它解决认知是非问题，通过智育获得；善是伦理和道德，它解决意志与善

恶问题，通过德育获得；美是艺术与美学问题，它解决情感与美丑问题，通过美育获得。

一个人具有了真、善、美和谐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才是完美的。马克思说过，社会

的进步，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结晶。人类文明的 3 颗明珠是真、善、美，实现人的认

知、意志和情感的协调发展，构建真、善、美统一的优良人格，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相信康德的预言：“诚实比一切智谋更好”。高晓松知错认错，在看守所呆足 184 天，

“坚持了黑是黑，白是白的童真曲直观，不隐瞒、不逃避、不争辩，稀缺又显得特别真

实”。倘若他没有追求、向往、践行真诚，怎能在出狱时没有被指责，没有被谩骂，反而

获得罕见的全民热迎，成为“诚信”偶像？请相信真，请微笑着接受富兰克林先生的一

句忠告：“失足，你可以马上恢复站立；失信，你也许永难挽回”。

“真”是春风，拂去心灵的微尘。那么“善”犹如三月的春雨，浇灌出生命的花朵。

信客忍受风霜苦旅的艰辛，传递着城市与乡村的期盼；阿长奔波于街头巷尾买来的《山

海经》娱乐了鲁迅的童年，如此善意之举怎能不令人感动？但在如今的食品行业，“智慧

无穷”的商家充分发挥“克隆技术”，炮制出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奇怪食物。他们见利

益舍大义，丧尽天良。狄更斯在《我们共同的朋友》中就提前为我们时代的人们留下警

告：“恶往往是昙花一现的，都要和作恶者一同灭亡；善，则永世长存”。

大善至美，听听泰戈尔在《飞鸟集》中的吟唱：“美呀，在爱中找你自己吧”。爱传

递着美，美蕴含着爱。烤羊肉串的爱心巴郎依靠每串羊肉串仅赚得的三毛钱，做起草根

慈善家，迄今共捐出 15 万元，阿里木给晴天很少的贵州带来了照亮内心世界的爱的阳光；

当刚为人母的吴菊萍看到危险裹胁生命呼啸而来，她张开爱的怀抱，接住女童妞妞，托

住了幼吾幼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成为“最美妈妈”。他们书写了人间的大爱。

真善美，早就是亘古不变的人之血脉；真善美，真切地存在于生活的每一天；真善

美，被复制与仿效；真善美，汇聚而成无穷的力量，真善美，甚至撑起夜空中一片璀璨

的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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