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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 2020 年浙江金华武义县事业单位考试模拟卷

《综合能力测试》（一）参考答案及解析

第一部分 客观题

1.【答案】D。解析：自然界存在和发展的方向不以人的需要和意志为转移，任何人都会受到自然

界的制约，必须依赖自然界才能生存和发展，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以承认规律的客观性为前提，必

须尊重客观规律，①③正确，②④错误。故本题选 D。

2.【答案】B。解析：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体现了矛盾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特殊性,要求

我们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故本题选 B。

3.【答案】C。解析：实现政府职能转变的根本途径是政企分开，其主要内容包括政府与企业的社

会职责的分开、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开、政府国有资产所有者职能与行政职能的分开。故本题选 C。

4.【答案】C。解析：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出发点是确认和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故本题选 C。

5.【答案】D。解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者相辅相成，都是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段话告诉我们应当坚定文化自信，做中国先进文

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故本题选 D。

6.【答案】C。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是我国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深深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丰富了

民主形式，拓展了民主渠道，深化了民主内涵，在我们国家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故本题选 C。

7.【答案】A。解析：社会保障制度是以国家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对

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予物质帮助，保障居民的最基

本生活需要。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要。故本题选 A。

8.【答案】C。解析：在“颜值经济”的驱动下，新锐美妆品牌在短时间内一再刷新销售记录，说

明一个新的消费热点的出现，往往能带动一个产业的出现和成长。消费的这一作用表明消费是生产的动

力。故本题选 C。

9.【答案】D。解析：“无酒不成席”，但是在饭店也不会单单只喝酒，必然要有饭菜，饭菜价格

下降，需求量增加，同时，导致其互补商品酒水的需求量增加。这体现了酒水与饭菜之间互为互补商品

的经济学原理。故本题选 D。

10.【答案】B。解析：A 项错误，“利用时间差”不是提高个别劳动生产率，缩短个别劳动时间。B

项正确，价格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供不应求时，出现“物以稀为贵”的现象；供过于求时，出现“货多

不值钱”的现象。因此“利用时间差”就是根据价值规律，充分利用供求关系的变化，创造大量“物以

稀为贵”的市场机会。C 项错误，“利用时间差”不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且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一定会生

产出更优质的产品。D项错误，“利用时间差”不一定能够节约劳动时间。故本题选 B。

11.【答案】A。解析：A 项正确，“央行数字货币”也称法定数字货币，是指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

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是法定货币的数字化形式，本质上与现金相同，属于央行负债，具有国家信用，与

法定货币等值（或固定的比值）。B 项错误，货币的本质是一般等价物，并不会因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出

现而改变。C 项错误，法定数字货币也具有贮藏手段的职能。D 项错误，法定数字货币并未拓展货币的

五大职能。故本题选 A。

12.【答案】D。解析：“公推直选”中的“直选”即直接选举。A 项错误，间接选举在选民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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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较广的情况下适用。B 项错误，等额选举可以充分考虑当选者结构的合理性。C 项错误，差额选举

为选民行使选举权提供了选择的余地，在候选人之间形成了竞争。D 项正确，“公推直选”这种选举方

式让每个选民都有直接表达意愿的机会。故本题选 D。

13.【答案】B。解析：A 项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 8条规定，同一行政

复议案件申请人超过 5 人的，推选 1 至 5名代表参加行政复议。B 项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

法实施条例》第 9 条第三款规定，第三人不参加行政复议，不影响行政复议案件的审理。C、D 项正确，

《行政复议法》第 21 条规定，行政复议期间具体行政行为不停止执行；但是，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

以停止执行：（一）被申请人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需要停止执行的；（三）

申请人申请停止执行，行政复议机关认为其要求合理，决定停止执行的；（四）法律规定停止执行的。

故本题选 B。

14.【答案】C。解析：根据《刑法》第 271 条的规定，职务侵占罪是指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

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将本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的行为。根据该法第 385 条的规定，受贿罪指国

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根据

该法第 382 条的规定，贪污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

非法占有公共财物的行为。根据该法第 264 条的规定，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本题中，甲利用自己职务上的

便利，将一部分礼品据为己有，构成贪污罪。故本题选 C。

15.【答案】B。解析：《著作权法》第 18 条规定，美术等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不视为作品著

作权的转移，但美术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件所有人享有。A 项错误、B 项正确，王敏华为《满园春色

图》的作者，对该画享有著作权，但是展览权由李某享有，李某可以展览此画并收取一定报酬。C 项错

误，李某虽然对该画享有所有权，但是著作权仍归王敏华享有，因此，李某不能将该画作为杂志封面使

用。D项错误，李某对该画享有所有权，具有处置此画的权利，要烧掉画作不需要经过王敏华的同意。

故本题选 B。

16.【答案】A。解析：蝴蝶效应说的是一只南美洲亚马孙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

翅膀，可以在两周以后引起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指在一个动力系统中，初始条件下微小的变

化能带动整个系统的长期的巨大的连锁反应。故本题选 A。

17.【答案】A。解析：“互联网+政务服务”是一份文件，规定了一次能解决就不跑两次，体现出

政府依法行政，勇于担当，②正确；“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表明政府要尽力优化服务流程，提

高现场办理的效率，③正确。故本题选 A。

18.【答案】B。解析：A项正确，张居正改革（又称万历中兴）是指明朝万历年间（1573 年～1620

年）内阁首辅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缓和社会矛盾，在政治、经济、国防等各方面进行的改革。B 项错

误，1903 年 12 月 17 日，莱特兄弟首次试飞了世界上第一架飞机“飞行者一号”。C 项正确，波兰天文

学家哥白尼在 1543 年发表的《天体运行论》上提出了日心说宇宙模型。D 项正确，1519 年 9 月～1522

年 9 月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故本题选 B。

19.【答案】C。解析：1949 年 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

其在当时还不具备召开普选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肩负起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的重任，

完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揭开了新中国历史的第一页。故本题选 C。

20.【答案】C。解析：A 项不可能发生，辛亥革命爆发于 1911 年 10 月 10 日，第一届世界杯是 1930

年乌拉圭世界杯。B 项不可能发生，五四运动发生在 1919 年 5 月 4 日，半导体收音机最早出现在 1946

年。C 项可能发生，冷战发生在 1947 年至 1991 年，该期间苏联有彩色电影放映。D 项不可能发生，越

战发生在 1955 年至 1975 年，第一台计算机出现在 1946 年，互联网的真正发展开始于 1985 年。故本题

选 C。

21.【答案】A。解析：A 项错误，燕子以小昆虫为食，下雨前，气压低，空气湿度大，昆虫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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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沾有水汽变得沉重而无法高飞。燕子为捕食它们，也要低飞。因此，民间有“燕子低飞要落雨”的说

法。B、C、D三项均正确。故本题选 A。

22.【答案】D。解析：A 项正确，雨水节气标示着降雨开始，雨量渐增；谷雨时降水明显增加，雨

水促使谷类作物生长发育，二者反映的是降水现象。B 项正确，小满指北方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

满，但还未成熟，只是小满时；芒种前后是一段农事活动非常忙碌的时间，既涉及收获，也涉及播种；

二者均与农作物成熟相关。C 项正确，惊蛰就是春天的第一声惊雷，所谓“春雷惊百虫”，惊蛰时节，

春雷始响，蛰伏于地下冬眠的蛰虫被雷惊醒，纷纷破土而出；清明时节，生气旺盛、阴气衰退，万物“吐

故纳新”，大地呈现春和景明之象，正是郊外踏青春游与行清墓祭的好时节；二者反映的是自然物候现

象。D项错误，立春、春分都在春季，不能反映季节变化。故本题选 D。

23.【答案】A。解析：A 项说法错误，草木灰不能与有机农家肥（人粪尿、厩肥、堆沤肥等）、铵

态氮肥混合施用，以免造成氮素挥发损失；也不能与磷肥混合施用，以免造成磷素固定，降低磷肥的肥

效。B、D项说法正确，草木灰除含钾、钙等大量营养元素外，还含有铁、镁等多种微量元素，且具有速

效性，是一种优质叶面肥。不仅能供给花卉钾素等营养元素，而且对防治病虫害有较好的作用。C 项说

法正确，草木灰呈碱性，可调节鱼塘酸碱度；还具有杀菌作用，能有效灭杀鱼体上的各种病原体，常施

草木灰既可消毒鱼塘水体，又能净化水质。故本题选 A。

24.【答案】B。解析：日出和日落后，天边经常会出现的五彩缤纷的彩霞，是由于空气中的水汽对

光线的散射作用。故本题选 B。

25.【答案】D。解析：我国陆地面积约 960 万平方公里，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三位，

A项说法正确。我国陆地水资源的总的分布趋势是东南多，西北少，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地区分布

不均，C 项说法正确。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是：（1）我国土地资源丰富，类型多样；（2）山地多，平

地少，耕地比重少，后备土地资源不足；（3）农业用地绝对数量多，人均占有量少；（4）各地区土地

质量不同，开发难度大，土地生产力地区差异显著，B项说法正确、D 项说法错误。故本题选 D。

26.【答案】D。解析：先看第一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与“性格”没有必然联

系，排除 A 项。再看第二空，“如雷贯耳”形容人的名声很大，无法修饰“功勋”，排除 B 项。“擢发

难数”指罪恶多得难以数清，属于贬义词，不符合语意，排除 C 项。故本题选 D。

27.【答案】B。解析：先看第二空，“视若无睹”指虽然看见了，却像没有看见一样，指对眼前事

物漠不关心，“置若罔闻”指放在一边不管，好像没听见一样，形容不重视、不关心，二者的主语通常

为人，均无法与“艺术的生命力”搭配，且无法与“被”连用，排除 C、D 项。再看第一空，“参观”

指实地观察，“研习”指研究学习，文段中要求与“艺术的生命力”搭配，“研习”明显更符合语意，

排除 A 项。验证第二空，“束之高阁”指扔在一边，不去用它或管它，用在此处指“旷世艺术品”被放

在博物馆中，无人理睬，符合语意。故本题选 B。

28.【答案】A。解析：从第二空入手，先排除 B 项，“烟消云散”无法形容“乡情故事”；再比较

其他三项，A 项“渐行渐远”意思是逐渐远去，C 项“尘封已久”形容很久没有出现的过去的事物或者

事情，D 项“相去甚远”指互相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和距离。结合语意可知，“乡情故事”会随着时间的

推移而逐渐远去，从文段两个“越来越”也可知强调的是过程，因此“渐行渐远”最贴切，锁定 A项。

验证一空，“琳琅满目”形容美好的事物很多，符合语意。故本题选 A。

29.【答案】C。解析：直接看第二空，“削足适履”形容改变自身条件去迎合外界环境；“因小失

大”指为了小的利益，造成大的损失；“因噎废食”比喻要做的事情由于出了点小毛病或怕出问题就索

性不去干；“剖腹藏珠”比喻为物伤身，惜物伤生，轻重颠倒。由各个成语的词义可知“因噎废食”最

符合原文“因为担心疫苗的安全性而拒绝接种”的意思，锁定 C 项。验证第一空，“不可或缺”符合语

意。故本题选 C。

30.【答案】B。解析：文段先描述了职业教育被普通教育所裹挟的社会现象，继而提出为推动职业

教育转变，应建立新的评价方式，摆脱普通教育的束缚。可见文段意在强调职业教育要建立具有类型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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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的评价方式，B项正确。A 项仅为文段所描述的现象，C项未涉及文段的论述主体“职业教育”，D 项

表述不如 B 项具体。故本题选 B。

31.【答案】C。解析：文段讲大数据使得传统智库中难以触及、难以研究的问题变得可以研究，即

大数据的发展有利于增加分析的样本量，扩展变量的选择面。换言之，大数据的运用可拓宽智库研究的

视野和思路，C 项正确。A 项“奠定数据资源基础”文段无从体现；B 项与文意不符；D 项“时效性和科

学性”不是文段论述的重点。故本题选 C。

32.【答案】D。解析：文段介绍艺术与故事之间的关系，指出艺术在故事当中释放生命情感，人类

也需要在故事中放飞心情、安顿思绪，没有好故事的强行写作会令人生厌。由此可见，好故事对于艺术

创造有着重要作用，D 项正确。A 项与文段说法不符，艺术创造者缺少的是好故事而不仅仅是故事；B

项为文段部分内容，用于论证好故事的重要性；C项未提及文段重点论述的好故事与文学艺术之间的关

系。故本题选 D。

33.【答案】D。解析：将原数列各项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分开考虑，整数部分：1、2、3、6、12、

24，是一个全项和数列，即每一项都为前面所有项之和，3=1+2，6=1+2+3，12=1+2+3+6，24=1+2+3+6+12，

则原数列未知项的整数部分为 1+2+3+6+12+24=48；小数部分：14、7、18、21、25、39，满足如下规律：

an+3=an+an+1（n∈N+），即 21=14+7，25=7+18，39=18+21，则原数列未知项小数部分为 21+25=46。因此原

数列未知项为 48.46。故本题选 D。

34.【答案】D。解析：原数列满足如下规律：an+2=2×（an+an+1）+1（n∈N+），即 47=2×（6+17）+1，

129=2×（17+47）+1，353=2×（47+129）+1。因此原数列未知项为 2×（129+353）+1=965。故本题选 D。

35.【答案】C。解析：设 3 种签字笔用量变化量均为 a，上季度红笔、黑笔、蓝笔用量分别为 x、y、

z，根据题意有
x
a
=
9
1
，

y
a
=
6
1
，

zyx
a


=
18
1
，解得

z
a
=
3
1
，即蓝笔用量增加了

3
1
。故本题选 C。

36.【答案】A。解析：根据题意可知，未打折的衣服现总价为
85.0
25.480

=565 元，因此商家将衣服原

单价提高了（565-520）÷3=15 元。故本题选 A。

37.【答案】C。解析：底面是面积为 12 平方厘米的正方形，即底面边长为 32 厘米，根据题意可

画如下简图：

则第一次倾斜 30°倒出的溶液占溶液总体积的
6
1
，则加满纯水后溶液浓度变为原来的

6
5
，即 50%；

第二次倾斜 60°倒出的溶液占溶液总体积的
2
1
，则加满清水后溶液浓度变为原来的

2
1
，即 25%。故本题

选 C。

38.【答案】B。解析：要使所得数最小，则应尽可能让最大的数去乘最小的数，11 两边应该为 6

和 7，6的另一边为 10，7的另一边则为 9，最后一位为 8，则所得数的和为 11×6+11×7+6×10+7×9+10

×8+8×9=418。故本题选 B。

39.【答案】C。解析：设大儿子年龄为x岁，则母亲的年龄为（x+26）岁。由题意可得，2×（x+4）=x+26+4，

解得x=22。此时，母亲的年龄为22+26=48岁，则二儿子的年龄为48÷4=12岁。因此，4年后二儿子12+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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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故本题选 C。

40.【答案】B。解析：题干各图形框内交点数依次为 0、1、2、3、4，则问号处图形框内交点数应

为 5。观察选项，只有 B项符合。故本题选 B。

41.【答案】C。解析：题干第一组图形中，第一个图形逆时针旋转 90°，与第二个图形叠加得到第

三个图形。第二组图形遵循此规律，则问号处图形应由第一个图形逆时针旋转 90°，与第一个图形叠加

得到，为 C 项图形。D项圆的左边没有与外框相接，故本题选 D。

42.【答案】D。解析：教官的职责是教导学员，教官和学员都是人；D 项警察的职责是抓捕罪犯，

警察和罪犯都是人。A 项医生的职责是治疗病人，排除。B项花园不是人，排除。C项排长属于军人，排

除。故本题选 D。

43.【答案】A。解析：零属于偶数，奇数与偶数为矛盾关系；A 项大闸蟹属于无脊椎动物，脊椎动

物与无脊椎动物为矛盾关系。B 项熊市与牛市都是股市的一种，排除。C 项干部、群众、党员三者为交

叉关系，排除。D项零既不属于正数也不属于负数，排除。故本题选 A。

44.【答案】C。解析：翻译题干信息：①较好的市场占有率→保证服务质量；②¬保证服务质量→

失败。A 项可以推出，肯定②的前件可以推出肯定后件。B 项可以推出，由①可知，保证服务质量是获

得较好的市场占有率的必要条件。C 项不能推出，肯定①的前件，可以推出肯定后件“保证服务质量”，

即否定②的前件，无法推出否定后件。D 项可以推出，否定②的后件可以推出否定前件，即保证了服务

质量。故本题选 C。

45.【答案】C。解析：题干论点：螃蟹可能比我们认为的要聪明。论据：有一种螃蟹能学会在迷宫

中找到正确的行进方向，而且直到两周后还能记得住。A项说明甲壳类动物大脑的大小约是蜜蜂的十分之

一，与题干论点无关，排除。B项说明螃蟹能学会走迷宫，重复论据，不能支持题干论点，排除。C项此

前人们认为螃蟹并不能掌握空间学习，而论据证明螃蟹可以，说明我们低估了螃蟹的学习能力，最能支

持题干论点。D项说明海洋的酸化和升温会影响到螃蟹的学习能力，属于无关项，排除。故本题选 C。

46.【答案】D。解析：根据材料第一、二段可知，2018 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

动的法人单位 2178.9 万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100.7%；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从业人员

38323.6 万人，比 2013 年末增长 7.6%。由公式平均数的增长量=
M
N

×
%n1
%m%n




可知，2018 年末，平均

每家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的从业人员比 2013 年末增加了
9.2178
6.38323
×

%6.71
%7.100%6.7




≈

-
22
383

×
%107
%93

≈-17.4×0.87≈-15 人，即 2018 年较 2013 年减少了 15 人。故本题选 D。

47.【答案】A。解析：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2018 年末，全国共有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

人单位 33573 个，比 2013 年末增长 24.8%。因此 2018 年末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相

比 2013 年增加了
%8.241

33573


×24.8%≈

4
11

33573


×

4
1
=

5
33573

≈6715 个，且略小于 6715，只有 A 项符合。

故本题选 A。

48.【答案】C。解析：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2018 年末，全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法人单位资产

914.2 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占 19.0%；负债 624.0 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占 16.1%；营业收入 294.6

万亿元，其中第二产业占48.8%。则2018年末全国第二产业法人单位各指标分别为：资产额914.2×19.0%

≈900×20%=180 万亿元，负债额 624×16.1%≈600×
6
1
=100 万亿元，营业收入 294.6×48.8%≈300×

50%=150 万亿元。因此正确排序为资产额＞营业收入＞负债额。故本题选 C。

49.【答案】B。解析：根据材料第一段可知，2018 年末，全国共有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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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单位 2178.9 万个，比 2013 年末增加 1093.2 万个；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活动单位 2455.0 万

个，增加 1151.5 万个。因此 2013 年末，全国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活动单位比法人单位多

（2455-1151.5）-（2178.9-1093.2）=1303.5-1085.7=217.8 万个。故本题选 B。

50.【答案】C。解析：A 项错误，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和第 2 小题可知，2013 年末，全国规模以上高

新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有 33573-6672=26901 个＞2.5 万个。B 项错误，材料仅给出 2018 年女性从

业人员及占比，未给出 2013 年相关数据，无法推出 2013 年男女从业人员倍数关系。C 项正确，根据材

料最后一段可知，2018 年末，全国从事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 66214 个，占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 17.7%，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 33573 个，则 2018 年，全国

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企业法人单位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比重为 33573÷
%7.17

66214
≈

2
1 ×

17.7%≈9%。D 项错误，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2018 年末，全国有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 2055.8 万

人，比 2013 年末增长 16.8%，则 2013 年末～2018 年末，全国文化及相关产业从业人员平均每年增加

%8.161
8.2055


×16.8%÷5≈

6
11

2055


×

6
1
÷5≈294÷5=58.8 万人。故本题选 C。

第二部分 主观题

一、案例分析题

51.【参考答案】

我认为剔除伪创新，从源头上提高专利含金量，将创新的数量优势转化成质量优势，应做到：

一、企业：1.树立创新转化意识。创新要符合企业发展需要，明确创新的目的，能够将创新成果转

化成实际，帮助企业实现产业化生产。2.培育创新研发人员。企业要明确以创新为导向的发展目标，扩

充研发专职人员的数量，进行专业培训，创造与产品发展相适应的专利作品。

二、管理部门：1.严厉打击专利违规造假行为。对违规的专利代理机构进行排查，对专利不符合规

定却通过违规操作进行伪创新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必要时予以罚款，进行取缔，加大惩处力度，提高违

法成本。2.完善专利审核机制。应丰富专利审核的考查方式，通过实地实物调查等多方校检方式，提高

专利的申请门槛，从源头上杜绝审核漏洞，不给居心叵测的企业或中介有空子可钻。

二、材料写作题

52.【参考范文】

扎根基层 服务基层

孟子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古之贤德君主莫不以百姓为中

心，以天下为己任。古有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范仲淹开官仓赈济灾民；今有焦裕禄奉献兰考，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当代公职人员要更加心系百姓，以百姓的疾苦为疾苦，以百姓的幸福为幸福，

以真作为为民服务，为百姓过上温暖幸福的生活而努力奋斗。

真作为是放低姿态，涵养为民情怀。俗话说：“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得“民心”，执政者就要

以实际行动将心比心，拉近与百姓的距离。古往今来，但凡盛世，皆以民为贵。文景之治“轻徭薄赋，

轻刑慎罚”；贞观之治“安人宁国，删削繁苛”；康乾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等等。这些惠民政

策消除沉疴痼疾，使国家出现“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

至腐败不可食”的繁荣景象。这些都体现了执政者放低姿态，崇尚“民本”思想，消除官与民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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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群众不分彼此，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幸福的为民情怀。

真作为是躬身实践，与群众同甘共苦。习近平总书记曾说：“领导干部要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

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这就是要求党员干

部要剔除“官本位”思想，放下架子、伏下身子、卷起裤腿与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要像范仲淹一

样亲尝“乌味草”，体味百姓疾苦；像白居易一样兴修塘坝、疏浚六井，修筑白公堤，为百姓解决因水

问题，蓄水灌溉万亩良田。他们在在任期间为人民做了大量的好事、善事，广施仁政以济民之饱暖、饥

寒。躬身实践，与群众同甘共苦，会使群众安居乐业，使社会一片祥和。

真作为是率先垂范，争做为人民服务的带头人。民之所需，行之所至。作为党员干部就应该忧民之

所忧，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解民之所难。如此才能以“党心”换民心，做好人民群众的“店小二”。

崔法官为了赡养老人案件夜不能寐，亲自去劝说杨老伯的子女，为杨老伯解决养老难题。吕书记心系群

众，走访贫困户，亲自为贫困户购置脱贫设备。他们无私的奉献不仅温暖了当事人，更加温暖了我们每

个人的心。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争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带头人。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党员干部只有将人民群众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将为民公心、善心和诚心传

导到群众内心深处，为解决群众困难而奔走忙碌，扎根基层、服务基层，以实干与真作为，为群众过上

幸福的小康生活而努力，百姓才能喜乐安康，国家才能昌盛富强！（1000 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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