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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 2019 年丽水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模拟卷（一）

《综合应用能力》

加傅老师微信免费领取 2016-2018 年事业单位笔试真题

注 意：

1.本卷为全主观题，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上作答，直接在试卷上作答无效；

2.请在试卷、答题纸上严格按要求填写姓名、填涂准考证号；

3.本卷总分 100 分，考试时间为 150 分钟；

4.特别提醒：请在答题纸规定的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作答无效。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20 分）

资料 1

“到 2020 年，各地要力争实现让每个家庭拥有一名合格的签约医生，每个居民有一份电子化的健

康档案。”这是我国卫生工作的既定目标之一。

我国现阶段的家庭医生签约，是一种基层特有的医疗服务项目，其基本医疗服务涵盖常见病、多发

病的中西医诊治、合理用药、就医路径指导和转诊预约等。服务主体包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注册全科

医生（含助理全科医生和中医类别全科医生），以及具备资质的乡镇卫生院医师和乡村医生等。

资料 2

今年 53 岁的云南昆明市武成社区居民刘云燕是一位中医迷，她 2016 年就开始与武成社区服务站签

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定期到社区服务站接受中医诊疗。平时有个感冒发烧等小病，或者需要转到大医

院住院，她都会找家庭医生帮助解决。

像刘云燕一样，越来越多的居民有了“家庭医生”。据统计，截至 2017 年底，云南省家庭医生签约

率达 43.34%，重点人群签约率达 7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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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医生并不是直接上门提供医疗服务的私人医生，但只要签约，我们都会定期深入村民家中，

调查了解村民需求，明确服务内容及标准，为他们提供个性化、针对性的医疗服务。”今年 38 岁的杨莲

英已在云南省屏边县新华乡河南村干了 10 年乡村医生。她承担着河南村 2000 多名常住村民的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

去年以来，她给全村居民都建立了电子健康档案，挨家挨户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目前全村一半

以上村民都签了协议，其中 800 多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现全覆盖，杨莲英会定期给签约村民做免费体

检，还提供咨询、转诊服务。

资料 3

“推广家庭医生是许多国家的通行做法和成功经验。”西北大学副教授翟绍果说，我国实施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是转变医疗卫生服务模式、落实分级诊疗制度的重要政策安排。

然而，记者调查发现，尽管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覆盖面越来越广，但在实际工作中，家庭医生“签而

难约”“一人签约近千名社区住户，签完之后再无联系”的情况依然存在，一些城乡居民对家庭医生政

策知晓度低，一些已经签约的城乡居民不知道该怎么用好家庭医生。

记者走访基层发现，一定数量的居民与社区服务站或村卫生室签订过家庭医生协议，但仅仅只是签

约，难以实际享受服务。群众反映：“有的时候找不到签约家庭医生，咨询求助得不到回复。”

较高的签约率是怎么来的？记者了解到，基层医疗机构全科医生一般都会在患者前来看病时，引导

患者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协议，而很多患者对签约内容和服务条款并不熟悉。

“为了完成考核任务，我们得挨家挨户与全村的居民签订协议。”昆明市五华区一位全科医生告诉

记者，自己承担着全村 1000 多名村民的基本公共卫生任务，要与每一个家庭签订协议，任务非常重。

“平时主要是坐诊，没有精力入户调查、服务，除非是‘空巢老人’或行动不便并有需求的老年人，

我们会定期随访。”这名医生说，签约村民都有健康档案，但也有不少“僵尸档案”，有的档案基本信息

不全，甚至只有一个名字。

资料 4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落地难反映了基层医疗服务能力薄弱的现状，政策设计不完善，全科医生不足，

优质医疗资源短缺等诸多短板亟待补齐。”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朱恒鹏说，目前我国

社区、乡村医生的配比是不够的，基层医生整体服务能力不强，部分地区医疗卫生设施落后。

问题：

1.家庭医生为何“签而有约”落地难？（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不超过 250 字。

2.如何促进家庭医生“签而有约”落地？（10 分）

要求：针对性强、具有可行性，不超过 4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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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阅改错题：下列材料在行文逻辑、文字运用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或者不当之处，如语句

顺序不当、语法错误、用词不当、错别字等，请指出 8 处并予以改正。（24 分）

要求：指出及改正时，请使用句子序号，不用抄写全句。

①睡眠是良好的生活状态的基础：睡眠能恢复体力，让皮肤焕发新生，还能减肥和削除黑眼圈。②

但是在奔波劳累了一天后，都没有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如果身体不能得到充分休息，就会对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③法国知名时尚杂志“ELLE”采访了有关专家，分析了常见的睡眠误区，给出了改善睡眠的

建议。

④报道称，最显著的睡眠误区就是很多人只重视睡眠质量。⑤睡眠医学专家瑞秋·萨拉斯表示，为

了获得良好的睡眠质量，最重要的是确定规律的作息时间。⑥但是每天的睡眠时长有所保障（理想情况

下 7 到 8 个小时），如果入睡和起床的时间不固定，也会给身体带来风险，并体会到与失眠症患者相同

的疲劳感。

⑦此外，克莱顿睡眠研究所的医疗主任约瑟夫·奥吉尔认为，遵循人体昼夜节律让人更容易从睡梦

中清醒。⑧对此，他强调不要担心这会影响睡眠时长而纠结，结果只会给自己徒增压力，而且早睡总比

晚起好。⑨除了让人神清气爽，午睡还能增强大脑认知和提升外形，让你拥有一头秀发，眼神迷人、容

光焕发。⑩如果无法遵循昼夜节律或睡眠时长不足，专家建议午后 1点到 5 点小睡片刻，30 分钟即可，

最多不超过 1 小时。

三、论证评价题：请认真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4 处论证错误，并分别说明理由，每条不

超过 100 字。（16 分）

第一段：美国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曝光的企业丑闻数量却比发展中国家多得多，这充分说

明经济的发展不一定带来道德的进步。企业作为社会财富最重要的创造者之一，也应该为整个社会道德

水准的提升做出积极的贡献。如果因为丑闻迭出而导致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怀疑

企业这种组织的存在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

第二段：当公司的高管们坐着商务飞机在全球遨游时，股东们根本无从知晓管理层是否在滥用自己

的权力。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企业丑闻也让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是否该给大公司高管们支付那么高的报

酬。企业高管拿高薪是因为他们的决策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当公司业绩下滑甚至亏损

时，他们却不必支付罚金。正是这种无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公司高管们朝着错误的方向越滑越远。

第三段：因此，只有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杜绝企业丑闻的发生。

四、写作题：仔细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作答。（40 分）

最近，杭州新房市场出现“号子费”“茶水费”等炒卖房号、捆绑销售的怪相。近日，刚到杭州工

作不久的周小姐，想全款买一套 89 方的房子自住却被告知“无房”，但有人告诉她只要付出数十万元“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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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费”，就能保证周小姐买到心仪的房子。作为一名“刚需”，周小姐很受伤。在一张网上流传的杭城几

大热门楼盘“号子费”价目里，一套新房需要一次性加价 20 万至 80 万元才能买到。炒房卖号、捆绑搭

售等违规行为，扰乱了正常的房地产市场，必须遏制。

2018 年 3 月 28 日晚，针对近期商品住房市场出现的炒卖房号、捆绑搭售等违规行为，杭州出台楼

市新政，在商品住房销售上采取公开摇号全程公证的方式，以切实规范市场销售行为，维护市场秩序。

结合上述材料，联系实际，围绕“商品住房公开摇号全程公证”的政策，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

一篇议论文。

要求：1.观点明确、议论充分、条理清晰、语言流畅；2.总字数 800～1000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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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考试模拟卷（一）

《综合应用能力》参考答案

一、案例分析题（根据所给案例，回答后面的问题。20 分）

1.家庭医生为何“签而有约”落地难？（10 分）

要求：准确、全面、简洁，不超过 250 字。

【参考答案】

1.居民：对家庭医生政策知晓度低，签约后不知道该怎么用好家庭医生；有时联系不到医生，难以

实际享受到服务。

2.医生：全科医生不足，社区、乡村医生的配比低；基层医生整体服务能力不强；“签而难约”，

对居民咨询求助回复少甚至不回复，“签完之后再无联系”；形式主义，为完成考核任务，家庭医生签

约率虚高；任务重，精力不足，“一人签约近千名社区住户”。

3.政府：政策设计不完善，优质医疗资源短缺，部分地区医疗卫生设施落后，存在“僵尸档案”，

档案信息不全。（217 字）

2.如何促进家庭医生“签而有约”落地？（10 分）

要求：针对性强、具有可行性，不超过 400 字。

【参考答案】

政策：①加大全科医学生培养力度。给家庭医生就业一定政策优惠，鼓励全科医学生、公立医院专

科医师等更多医务工作者加入签约行列；②重点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工作机制和考核激励机制，实施

绩效工资、职称晋升改革，提高医生签约服务积极性；③赋予家庭医生与工作内容、要求、目标相匹配

的治疗权、费用控制权等，明确家庭医生在医疗体系中的作用和地位，激励家庭医生充分发挥自我价值。

技术：①开发统一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搭建医生和签约

居民之间的互信关系，双方可以通过平台方便快捷地查询、评价、沟通，解决“签而不约”“僵尸档案”

问题；②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加强信息体系建设，实现医疗数据资源共享与远程医疗服务；③建立电

子健康档案，挨家挨户推广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高家庭医生签约率。

其他：①借鉴国外经验，逐步放开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市场；②充分利用社会力量，鼓励企业参与基

层医疗事业。（393 字）

二、校阅改错题：下列材料在行文逻辑、文字运用等方面存在一些错误之处或者不当之处，如语句

顺序不当、语法错误、用词不当、错别字等，请指出 8 处并予以改正。（24 分）

要求：指出及改正时，请使用句子序号，不用抄写全句。

【参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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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错别字，“削除”改为“消除”。

②语法错误，缺少主语，在“都没有”前面加上“很多人”。

③标点使用错误，“ELLE”改为《ELLE》，且主语偷换概念，应该修改为：“法国知名时尚杂志《ELLE》

的专栏记者”。

④逻辑错误，“质量”改为“时长”。

⑥关联词搭配不当，“但是”改为“即使”“即便”等。

⑧语法错误，句式杂糅，删去“而纠结”。

⑨语法错误，缺少宾语，在“增强大脑认知”后面加上“能力”。

⑨⑩句语序不当，调换位置。

三、论证评价题：请认真阅读给定材料，指出其中存在的 4 处论证错误，并分别陈述理由，每条不

超过 100 字，常见论证错误主要包括论证中的概念不明确，判断不准确，推理不严密等。（16 分）

【参考答案】

1.第一段第一句归纳不当。美国比发展中国家曝光的企业丑闻更多，并不意味着实际企业丑闻的数

量比发展中国家更多，可能是由于不同的媒体曝光度或自由度造成的。（74 字）

2.第一段第三句滑坡谬误。媒体上丑闻迭出，并不必然导致社会道德风气败坏。即使导致了，也不

能完全否定企业组织存在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任何组织的存在对于社会的意义都是多元化的。（85 字）

3.第二段第二句缩小概念。媒体上频频出现的企业丑闻并不一定是大公司的丑闻，即使是大公司，

也可能只占大公司总体很小的一部分。（60 字）

4.第二段第三句归纳不当。企业业绩下滑甚至亏损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市场竞争的

加剧、消费习惯的转变、公司治理结构的缺失等，公司高管错误决策只是其中一个可能的原因。（85 字）

5.第三段极端化。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只能减少企业丑闻的发生，并不能完全杜绝，“杜绝”一词

过于绝对。（48 字）

四、写作题：仔细阅读下列材料，按要求作答。（40 分）

【参考范文】

公开摇号稳民心

近 10 多年来，住房始终是群众最为关注的民生话题之一。日前浙江省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发文表示

将对新房销售采取公开摇号、全程公证的方式。这一消息瞬间席卷在杭人民的朋友圈，全城顿时被点燃，

霎时议论纷纷。住有所居，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基本组成部分。而公开摇号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

住有所居，稳定广大群众的民心。

公开摇号能将楼市怪象一网打尽。当今社会，买房要拼资金拼全款，捆绑搭售，还要关拉关系“找

门路”，近期更是出现炒卖房号的“号子费”“茶水费”，甚至出现各楼盘的“号子费”明码标价、中介

搭线公开出售等违规行为。房地产商捂盘惜售，炒卖房号，操纵市场价格，使得房价一涨再涨，“温州

炒房团”等早已耳熟能详，广大群众有苦说不出，大半辈子都在还房贷。而如今住保房管局发文将实行

公开摇号买房，改成公证机构代为组织摇号，无疑给了那些炒房团一记重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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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摇号能让民众有房可住。公开摇号早有先例，四川成都就是先行者，他们采取公开摇号并进行

新房限价，新房比同地段二手房至少便宜 5000 元一平，让更多刚需者买得起房。公证摇号买房维护了

群众消费者的权益，人民群众不用再被开发商牵着鼻子走，可以按揭买房，也可以用公积金贷款。如果

让首套房刚需置业者优先选房，那么刚需者买到房的几率就会大增，就能让更多需要住房的人买到房子，

买得起房子。这项政策切实维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权利，让买房公平了许多。

公开摇号能吸引更多的外来人才，率先实行也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很多大学刚毕业的年轻人，

因为畏惧城区的房租、房价而不敢待在大城市发展，选择回家却前途迷蒙。他们本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

献，却因房价退却，一生默默无闻。而如今实行公开摇号，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来人才租房、买房定

居的顾虑，他们更愿意待在大城市发展，以此来更好地实现自身的价值。同时公开摇号也带动了其他省

市，争相抢夺人才、调控房价，人才的自由选择空间也会更广阔。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这一强有力

的话语，不仅一拳拳打在那些“炒房团”的身上，更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一颗定心丸。现在杭州市住保房

管局积极响应了党的十九大报告，实行公开摇号，由此可见，房子的“灵魂”已经在逐渐回归本质了。

（91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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