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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分 100 分 时限 120 分钟

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其中，阅读给

定资料参考时限为 30 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 90 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

证号，并用 2B 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

铅笔作答的，成绩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在作答时，不得使用本人姓名，答题中凡出现

本人姓名者作违纪处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

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严禁折叠答题卡！

给定材料：

材料 1：

如果要选出一个互联网给 2017年第 1 季度带来的最大话题，“共享单车”毫无疑问是

最大的热点。围绕着共享单车所带来的便利及引发的相关问题，社会各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共享单车是共享经济的典型模式。其实在共享单车出现以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在大力发展

公共自行车，有的地方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大多数地方受制于公共自行车的模式而没有得

到大的发展。但是，随着民间资本的进入，以互联网为平台的共享单车却在短短时间内就取

得了巨大的成绩，可以说，共享单车目前已经成为许多城市的一道靓丽风景线。共享单车之

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绩，与其自身的优势密不可分。作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共享单车，

其无桩式的设计，以及互联网和智能移动设备的运用，解决了以政府为主导的公共自行车的

不便之处，使得自行车的寻找、使用、停放实现了随用随取、随停随放，真正体现了自行车

的便利性。共享单车的出现可谓是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现如今，随着我国城市现代化的不

断加快，城市的规模总量得到了极为迅速的增张，整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系统也在不断地完善，

基本上覆盖了整个城市网络，满足了大众群众的出行需求。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当人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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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比较短的时候，比如早晨上班时从家去地铁站或者公交站牌，以及在一些公共交通难以

到达的地方，我们通常都是步行或借助于其他的通行方式，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很大的不便

之处，共享单车的出现便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居民财富的不断增加，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更加注重。共享单车的出现，满足

了人们健康出行的意愿。同时，作为非机动车，共享单车零排放、零污染，可谓是低碳环保、

绿色出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其快速发展中所展现出来的一些问题，也只有通过不断地完

善，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共享单车的优势作用，助力其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

材料 2：

调查数据显示，在使用过共享单车的受访者中，4 成多的人使用频率较高，达到每周 5

次及以上;近半数的人通常会在“最后一公里”的时候选择共享单车的方式;5 成以上的受

访者认为共享单车最大的好处是绿色出行和使用方便;对于共享单车，大部分人最关注的仍

是取车的便捷程度。

另外，在共享单车的性价比方面，48.7%的人认为性价比不错;而对于违规行为，44.5%

的受访者表示只是偶尔见到;对于未来的发展，64.3%的人看好共享单车的市场发展前景，支

持对其进行大力推广。

材料 3：

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共享单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便是来自于其便利性。其无桩化

的设计，满足了随用随停的要求。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优势带来了很

多的难题。在共享单车使用之后，一些人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自己，对城市管理规定视若无

睹，把共享单车随意的违规停放，结果是方便了自己，给别人以及整个社会添了堵。其次，

还存在有个别人将共享单车停放于自己的办公地方以及住宅小区内，试图将共享单车成为个

人的出行工具。更有甚者，干起了偷盗共享单车的非法勾当。另外，由于共享单车数量众多，

成为了恶意毁坏的对象，例如有些共享单车的二维码被涂画、刮花，导致不能使用，有些单

车的轮胎被一些人扎破等，导致了共享单车不能够再次被别人使用。还有，对于拥有共享单

车所有权的公司来说，单车的数量过多，分布又相对过于分散，可谓是遍布城市的各个角落，

一旦单车出现损坏状况，需要维修师傅去维修，则及时、快速、准确的寻找到相关车辆是一

个大的难题，这对单车公司来说成本是非常高的。

一方面，在我国众多城市的公共出行道路中，自行车道大多都要和机动车或人行道共享，

随着共享单车数量进一步的提升，这将存在着极大地隐患。另一方面，共享单车的大量出现，

将会占用大量的城市空间，而城市中专门的自行车停放点很少，对于其他出行工具的停放具

有很大的挤出效应，占用大量的公共空间。同时，由于共享单车的所有权归属于单车公司，

其属于商业性的运营模式。这两张之间的进一步融合还有待规则条例乃至法律的逐步完善。

通过优步、滴滴的模式我们可以看到，共享经济的模式是通过互联网、智能移动客户端

端等将社会上海量的分散资源与需求方进行匹配，模式的一端连接的是闲置资源，另一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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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存在需求的人群，而滴滴等则仅是作为一个提供交易的平台，不直接拥有资源的所有权。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摩拜还是 ofo，他们都是资源的所有者，仅有部分单车的少量部

分为市场共享，因而很难被看做是共享经济。以某单车为例，其原本的单车多是来自于校园

学生共享，但随着其市场规模的发展壮大，其开始了多轮的资本融入，自行设计并生产了大

量的共享单车，以满足市场扩张的巨大需求，导致其自有资产过重，很大程度上偏离了原本

的目标。

在共享单车的盈利方面，共享单车的使用需要交存一两百元的保证金，形成了一定量的

资金沉淀，给单车公司带来了一定的资金收益。在单车的使用过程中，我们还需要支付一定

的使用费。但是和巨额的资本投入相比，极大地显现出了共享单车的盈利能力不足。

和南方相比，北方的冬天过于阴冷，这会严重影响人们使用单车的意愿，极大地减少单

车的使用次数。同样，南方的夏天则属于过于炎热，也会对单车的使用产生不利的影响，从

而使单车的使用量、 收入等产生季节性的趋势变化。另一方面，单车的使用受气候环境的

影响也较为明显。例如，当刮风下雨的时候，人们除非不得已，一般是很少利用自行车作为

出行工具的。

材料 4：

曾经昌盛喧闹的共享单车圈近期遍布阴霾。11 月 19 日，酷骑单车因运营成本增加且没

有资本进入宣布倒闭。同月，一向以服务态度著称的小蓝单车也因融资不顺倒闭。从今年 6

月份开始，小鸣单车、町町单车、悟空单车、3Vbike、卡拉单车等一大批共享单车企业相继

倒闭，而使用者的押金，自然是没了下文。

短短半年时间内，就有 7家共享单车企业结束了短暂的生命。从一开始的惊艳亮相，到

行业爆发性增长，再到如今一波又一波的关闭潮，被戏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的共享

单车只用了 2 年。与此同时，同样笼罩在“共享经济”光环下的共享汽车平台也出现了难以

为继而倒闭的状况。至于其他打着共享旗号的什么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之类的项目，更是

基本处于被“团灭”的状态。

以共享单车领衔的共享经济项目的热潮来得快，退却得也如此之快，让人们不禁思考：

昔日被资本垂青，被媒体和大众拍手叫好的共享经济，是否迎来了凛冽的冬天?

就在今年年初，共享单车的市场还处于“百花齐放”的状态。各种颜色、品牌的共享单

车随处可见，当时，有网友调侃道，“共享单车遇到了最大的难题，就是颜色不够用了。”

而曾经一个调色盘都装不下的共享单车游戏，如今热闹过后，剩下了一地鸡毛。

今年 6月 13 日，重庆的一家名为“悟空单车”的共享单车撑不下去了，运营方以公司

战略发生调整为由，宣布自 6月起正式终止对悟空单车提供支持服务，退出共享单车市场。

这也让悟空单车成为共享单车行业首家彻底退出的企业。

当时或许谁也没预料到，悟空单车的倒下，竟然产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效应，由此

产生了一份不断在加长的共享单车行业的“死亡”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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悟空单车退出共享单车市场的当月，河北的共享单车品牌 3Vbike 也宣布停止运营，此

时距离 3Vbike 上线仅 4 个月时间，比第一家倒闭的共享单车品牌悟空单车的 5 个月运营时

间还要短。8 月初，江苏的町町单车被媒体曝光老板已经“跑路”，原本尚有一两人办公的

町町单车办公地点已经“人去楼空”;进入 9 月，酷骑单车、小蓝单车、小鸣单车相继被曝

押金难退……

到 11 月 19 日，深陷倒闭和跑路传闻的酷骑单车发出一纸“酷骑单车后续使用及退押金

事宜的通知”称，北京的办公室将暂停办理押金退还业务，用户退押金都要去位于成都的公

司。当月，曾以“体验好、管理精细”自居的小蓝单车也被曝公司宣布解散，非但没有兑现

“押金 11 月 10 日前退还完毕”的承诺，位于北京市的总部同样已经人去楼空。

小蓝单车倒闭的风波还未过去，小鸣单车也出事了。小鸣单车公关部员工近日在微信群

内爆料，称小鸣单车的实际控制人已经失联，公司裁员 99%，连 CEO 也被解雇，全体员工都

处于欠薪状态。

材料 5:

共享单车诞生之初，既解决了人们“最后一公里”的尴尬，又分担了日益紧张的公共交

通，带有极强的“道德光环”。随着领头企业 ofo 和摩拜一轮又一轮成功融资的新闻，整

个市场如同打了鸡血一般，资金疯狂涌入，一时间共享经济被推上了风口浪尖。2017 年，

只要搭乘上共享经济的飞船，各种资本便乘着光速飞奔而来。在不断膨胀的共享经济星系里，

我们看到了共享房屋、共享汽车、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伞、共享玩具、共享图书……

以及不可描述的共享衣橱、共享厕纸等更多打着“共享”旗号的项目。共享是个筐，啥都往

里装。然而，绝大多数项目在市场上似乎根本就没掀起什么浪花。

2016 年 8 月，就有相关人士曝出新能源车分时租赁的“友友用车”正在进行裁员，并

正在处理后续事情。到今年 3月，传闻变成了现实。到今年 3月 10 日，友友用车正式宣布

停止运营，而停运的原因是“之前签署的投资款项未如期到位”。友友用车的前身友友租车，

是一家专注于 P2P 共享租车的平台，到 2015 年 10 月品牌升级为友友用车，专注新能源车分

时租赁。

与友友用车类似的还有汽车分时租赁平台 EZZY。今年 10 月 25 日，EZZY 的运营公司发

布致用户书，正式宣布终止服务，公司已经解散并已进入清算及清偿阶段。创立于 2014 年

的 EZZY，最初是作为即兴社交平台上线的。2016 年 3 月，EZZY 宣布转型成汽车分时租赁

平台正式上线运营。今年 5 月，EZZY 还在北京希尔顿酒店高调举行战略发布会，宣布全新

的品牌形象、产品和车型上线。用户可以通过 EZZY 手机软件预订到宝马、奥迪等豪华品牌

汽车，租用车辆按分钟计费。当时曾有不少人欢呼：这样的共享汽车的出现，使得更多的普

通人能开上“豪车”。而 EZZY 创始人也曾说过，他们已经拥有了 10 万用户。

不过悲惨的是，两家共享汽车公司从转型到落幕，都只有短短的一年半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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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同样身处冬天的，还有巧借“共享经济”东风发展起来的共享充电宝。不过，共

享充电宝从发展初期开始就争议不断。

共享充电宝的发展似乎成为第二个“共享单车”，倒是频频遭遇寒流，目前已经连续有

好几家共享充电宝相继“离场”。据媒体报道，共享充电宝企业中已经有包括河马充电、小

宝充电、创电、放电科技、pp 充电、乐电、泡泡充电等七家共享充电宝企业走到了项目清

算的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率先倒闭的河马充电，曾在今年 4 月份获得过梅花天使领投

的数千万元天使轮投资。

3Vbike 创始人巫盛华就曾告诉媒体，他投入近百万元造了 1000 辆自行车，投放市场后

仅找回几十辆，部分地区车辆丢失率达到 100%，实在撑不下去了。除了共享单车，还有共

享雨伞，一天 500 把全部消失。还有其他共享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这个共享手机充电桩和充

电宝。今年 315 的时候，有人曝出在用共享手机充电桩充电的时候，不仅手机被恶意安装了

程序，还被黑程序控制手机，轻则泄露个人信息，重则银行卡的钱不翼而飞。充电宝竟然也

不安全，前期有人测试，发现在里面可以安装恶意程序，当时有人还不相信，结果没多长时

间就曝出来，手机被黑了。

与共享单车不同，多数人认为，共享充电宝本来就是伪需求，付出的押金还不如自己买

一个随身带着来得方便踏实。这种项目根本就是拍脑袋的低智商决策。

回想当年打车软件的千团大战，从最初的五千多家到最后剩下的一百多家，再到最后活

下来的屈指可数的几家，打车软件经历倒闭潮后，最终的赢家也只有滴滴和 Uber。共享经

济的风口，背后呈现的实际上是一场资本逐利的游戏，能笑到最后的寥寥无几。共享单车和

共享汽车都会是这样，在资本、战略、执行力角逐混战之后，依然无法逃脱“寡头效应”。

共享单车的倒闭潮，更知名的原因在于融资失败和资金链断裂接，撑到最后也就是以“摩拜”

和“ofo”为头的区区几家而已。

再来看看共享汽车，同样是资本为王的画面。虽然北京做共享宝马的 EZZY 公司倒闭了，

前段时间刷爆朋友圈的沈阳共享宝马没动静了，北京还有两家做共享宝马的公司也销声匿迹

了，但是宝马公司在 2017 年的最后一个月，将 ReachNow 即时共享出行服务带到了中国。宝

马公司首批投放 100 台宝马 i3 电动汽车其选择的合作方是目前国内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分时

租赁运营企业——环球车享旗下的 EVCARD。

根据业界人士的不完全统计，国内注册运营分时租赁的企业数量已经达到 370 家，实际

有车队运营的公司数量超过 100 家。除了 3 到 4 家大公司投放的车辆数量超过 1000 辆之外，

大量的共享汽车品牌投放量不到 500 辆。共享汽车的特点，决定了这个行业的重资产运营的

特点，如果没有雄厚的资本背景，很难做到规模效应，也无法带给用户更方便更高效的体验。

实际上，像 EVCARD 和 GOFUN 这样的大型汽车分时租赁企业，背后的资本方正是上汽集团和

首汽集团这样的财大气粗的整车企业或汽车服务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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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共享单车等企业只是互联网化经营的传统业态，不同的只是经营模式而非经济

模式。暂且不论现在的共享经济是不是一个伪概念，但盈利方式不明，市场泛滥，共享经济

确实面临众多问题，但我们也依然期待着共享单车和共享汽车们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为共享行业在经过前期的野蛮生长后，逐渐进入精细化运营阶段找准正确方向。

材料 6:

共享单车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当地政府的支持。通过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加强对非机动

车道的布局与管理，满足日益增长的共享单车出行需求。同时，通过大数据的利用，与当地

政府一起合理的布局自行车停放点，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另外，共享单车补足了公共交通

的短板，虽为商业性的运营模式，但却有很大的公益性成分，应当由当地政府适当加以财政

补贴。

对共享单车的毁坏、私自占有、违规停放等，应该由单车公司联合当地交警部门加大处

罚的力度，鼓励广大居民对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对于一些违反单车出行规定的个人，可以

适当提高其使用单车的担保金额度，也可以增加其单次使用单车的成本。而面对一些行为恶

劣者，则可以将其纳入单车使用者黑名单之中，可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其使用单车。之所以和

当地交警部门合作，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处罚的权威性，另一方面，交警系统的电子眼几乎遍

布于城市的主要区域，将极大地方便处罚前的取证工作。

共享单车的背后也体现出了一个城市的契约精神。企业与政府都应当加大宣传力度，倡

导文明出行，提高居民素质水平，构筑一个城市背后的契约精神。

材料 7:

冯先生向法院起诉称，今年 1 月 28 日 21 时左右，他从地铁八通线中国传媒大学站出站，

通过手机扫码租用了拜克洛克公司投放运营的ofo共享单车。在骑行不到100米处遇到下坡，

结果自行车刹车突然失灵，导致他连人带车失控摔倒。

据冯先生回忆，当时其面部着地，牙齿当场折断 5 颗、缺损 1 颗，唇部、面部均受伤严

重，经诊断为上下唇内外及面部挫裂伤，鼻梁骨折。冯先生认为，拜克洛克公司投放的产品

应经国家有关部门许可，应保证产品不存在质量缺陷和安全隐患，运营过程中亦应做好维护

保养检修工作，保障使用者人身安全。为此，冯先生将拜克洛克公司诉至法院，要求该公司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伤残赔偿金、后续治疗费、交通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 2 万元。

另外表示，连续几天在上班路途中都遇见共享单车因车胎没气被丢弃在路中间的现象。

如今在城市大热的共享单车，遭遇人为破坏的案例越来越多。近日，在广东广州市海珠

区康乐涌，记者就目睹了环卫工人从涌里打捞 9辆共享单车，其中有摩拜、小蓝、ofo、小

鸣。这些车，跟它的其他同伴们，不知何时被人沉河。

在北京、上海等地，共享单车遭遇“人为的伤害”屡见不鲜。作为一种互联网经济，共

享单车有助于建设一个低成本、高效率的社会。共享单车不仅倡导了一种健康、环保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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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便利了老百姓的出行，降低了公众的出行成本。惠民、利民的共享单车，却成为一

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

12 月 6日，澎湃新闻记者从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获悉，该法院对闵行区首起摩拜单

车失窃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韩某拘役三个月，缓刑三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据法院介绍，中年男子韩某现年 50 多岁，他从江苏扬州农村来上海打工。经过多日观

察，韩某发现自己租住房屋小区的门口，有一辆摩拜单车多日无人问津，遂于 2016 年 9 月

14 日夜里 11 点多，将该单车搬回自己的住处。

四天后，该单车所属公司员工通过装在摩拜单车上的定位装置进行精确定位，并按照定

位的地址找到了韩某家，大门紧闭，该公司员工选择报警。到案后，韩某表示，他认为涉案

单车外观大气，颜色美观，比较高大上，便动了将该单车据为己有的念头。他不知道的是涉

案单车价值 1800 元。法院审理后认为，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

较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惩处。但其有坦白情节，可以从轻处罚，据此，法院

做出了如上判决。

市民吴小姐住在广州天河区龙口东路一带，"摩拜单车"出现在广州街头后，很快成为她

前往地铁口转乘的代步工具。近期，吴小姐发现自己所骑的摩拜单车有些不妥。

"车把手不是有个解锁用的二维码吗？当时我正准备扫码解锁，结果发现下面多了另一

个二维码，一不小心就会扫错。"吴小姐说，这个二维码看上去像是微信头像，下方还有一

行小字"免费获取开锁红包；微信扫一扫回复 88"。不过，出于对手机安全的担心，吴小姐

并没有扫描这个二维码。

无独有偶，市民纪先生在北京海淀区使用摩拜单车时，发现车上多出了两个二维码，一

个是微信扫一扫，一个是支付宝扫一扫。因为三个二维码紧挨在一起，起先纪先生以为是出

了什么新功能，随后，纪先生分别扫描了“新”贴上的微信和支付宝二维码。“扫描之后，

发现弹出收款页面，但是收款的具体金额需要扫码的人自己填”。

纪先生意识到，这是有人借着“扫码取车”功能设置的骗局，“因为摩拜单车有‘充值

车费’的设置，如果使用者不小心扫到了‘新’贴上的两个二维码，很可能稀里糊涂地就被

骗钱了”。

摩拜单车的相关负责人提醒，摩拜的用车费用仅通过 APP 支付，不会采用其他方式，“市

民遇到诈骗二维码可通过 APP 上报故障车，同时报警，避免其他人上当受骗”。

近日，共享单车的押金问题受到社会关注。2017 博鳌亚洲论坛期间，一些单车企业负

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出台明确规定，把这笔钱放在公众认为安全

的地方。押金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金池，但企业并未形成盈利模式，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为啥押金充起来能秒充，退起来那么费劲？”“这公司倒了的话，押金不会也没了

吧？”……随着共享单车日益成为城市居民生活的一部分，有关单车押金的话题愈加受到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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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记者调查发现，共享单车押金已形成相当规模的资金池，而共享单车企业眼下并未形成

盈利模式，押金潜在风险不可忽视。

家住上海的周女士对满屏共享单车 APP 如数家珍：摩拜押金 299 元、ofo 和小蓝都是 99

元、优拜 298 元、小鸣 199 元……摩拜公司称，押金 299 元是“参考了市政公共自行车的押

金标准”；ofo 公司回应称，根据用户的接受范围和单车维护成本等各种因素的综合考量，

制定了 99 元的押金。

各家共享单车企业掌握的押金量究竟有多大？摩拜公司称，现阶段该公司在全国超过

30 个城市运营，投放超过 100 万辆单车，便利了 4 亿多人次的出行，注册用户已达数千万

量级。仅以 1000 万注册用户计算，摩拜公司掌握的押金就接近 30 亿元。一些业内人士表示，

各家共享单车公司注册用户准确数量难以确定，但保守估计总押金量在 60 亿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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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要求：

1.根据此给定资料 1-3，概括目前共享单车的现状。（15 分）

要求：全面、准确、紧贴材料，篇幅不超过 200 字。

2.给定资料 4中提到，共享单车的倒下产生了多米诺骨牌般的连锁效应，请分析共

享经济发展失败的原因。（20 分）

要求：全面、辩证，符合实际，篇幅不超过 250 字。

3.针对给定资料“1-6”，假设你是政府部门的一名工作人员，根据共享单车存在

的问题，拟定一份整改意见供领导参阅。（25分）

要求：内容具体，针对性强，措施得力，条理清楚，篇幅不越过 400 字。

4.围绕材料 7中的诸多案例，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文章。（40 分）

要求：(1)从给定资料出发，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2)内容充实，论证严谨，语

言准确，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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