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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目一：根据材料1，请概括出“三个巧变、三个巧借、六大模式”的具体内容。（20

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一、试题分析

作答任务：本题的作答范围在“给定资料 1”。答题任务是概括出“三个巧变、三个巧

借、六大模式”的具体内容。结合本题来看，即回答“三个巧变、三个巧借、六大模式”具

体内容表现为什么。在作答过程住注意先从材料中“概括”，提炼要点，精炼语言。

作答要求：“全面”即答案应涵盖题目所要求的内容要点，语言表述应全面。“准确”

即紧扣题目内容，精准反映材料内容，语言表述规范准确。“简明”即在准确表达题目所涵

盖的要点的基础上，用语尽可能简练。“有条理”即分条作答。字数方面注意不超过 200

字。

二、材料分析

材料 1：三个巧变、三个巧借、六大模式

近年来 A 基于三变三借，创新了六大产业发展新模式，畅通了资金、资源、资本内循

环，增强了地方产业造血、产业活血能力，县域内实现了“乡乡都有产业，村村都有合作社，

户户都有致富路”。

①三个巧变把准方向，A 县坚决杜绝简单发钱发物，严格将县内紧缺的产业扶贫资金按

照股权量化方式，作为村集体、贫困户参与产业的项目资本，变“死钱”为“活钱”，提高

贫困对象稳定脱贫能力。【批注 1】转变资金发放方式，进行股权量化，提供资金保障，提

高贫困对象稳定脱贫能力。

在积极引导农户将土地、住房等资源集中流转或租于企业的同时，引导企业将现有现成

的种养殖项目资源作为资产进行量化，通过合作联办的形式，实现双方资源变成发展资产。

【批注 2】开展合作联办的方式，引导企业对资源进行资产量化，将其变成发展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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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农村单打独斗的产销方式，引导农户入股产业扶贫项目，依托企业的科学管理，先

进技术，既规避了传统农业技术缺乏，销路狭窄等系列问题，又能通过股权量化，保底分红，

实现农户持续增收。【批注 3】创新农村产销方式，引导农民入股产业扶贫项目，依托科学

管理与技术，实现农户持续增收。

②三个巧借选好项目，A 县整合集体经济发展资金，农户产业发展资金，勤劳致富周转

金等各类资金，集中力量推进产业扶贫。2016 年，共计整合产业扶贫资金 4000 余万元，

年内又整合产业扶贫资金 7500 万元，现已全部投入产业项目。【批注 4】整合资金，集中

力量推进产业扶贫，扩大发展产业项目。

依托地方茶叶、竹竿、青梅、猕猴桃、奶牛、山羊、优质生猪、鲍山鸡等优势资源，大

力发展生态农业，变资源产业优势、脱贫优势、发展优势，结合“一村一品”、“一村一特

色”要求，对 2017 年拟退的 35 个贫困村分村制定完成产业发展项目实施方案 50 余个，

经县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审核后启动实施。【批注 5】依托资源，转变生态农业为发展优势，

启动实施贫困村发展项目。

引导返乡创业致富能人和有实力、前景好、信誉高的本地企业和合作社积极参与产业扶

贫项目，在地方政府给予资金项目扶持的同时，要求其捆绑带动贫困群众增收致富，全县现

已成功引导 89 家企业和合作社参与地方产业扶贫，实施产业项目 102 个，带动贫困群众 1

万余人。【批注 6】引导个人、企业和合作社参与产业扶贫项目，政府给予资金扶持，带动

其积极性，使其增收致富。

③六大模式承接项目

A 县整合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等，参股已建成项目的经营环节，基

于参股资金保底分红，企业将每年经营收入纯利润作为股权量化，给村集体和贫困户。【批

注 7】整合集体经济资金和贫困户发展资金，参股项目经营并进行保底分红，利用进行股权

量化依据。此模式已在白香村开展试点，投入村级集体经济资金和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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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通过南峰休闲山庄进行参股经营，在参股资金 5%保底分红的前提下，占股 16%进行

分红。2016 年，村集体经济获得分红 4.5 万元，户均增收 800 元左右，带动脱贫 134 户，

预计 2017 年可实现分红 10 万元以上。

整合贫困村集体经济和贫困产业发展资金成立集体公司，并与有力的企业合资，建立产

业扶贫公司，以此发展壮大产业扶贫项目。【批注 8】整合集体经济资金和贫困户发展资金，

成立集体公司，并与企业合资，建立扶贫公司，发展扶贫项目。此模式已在上溪镇 6 个村

开展试点，创新成立上溪镇金共农业开发公司，并与山莲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筹集资

金 1000 余万元，成立山莲山羊养殖产业扶贫有限公司，在保底分红 11 万元，农户户均增

收 550 元，带动脱贫 477 户。预计两年后，村集体和贫困户收益可达 50 余万元。

整合市对口帮扶资金，扶贫小额信贷等各类产业扶贫资金 200 余万元，采取“村支部+

合作社+基地+贫困户”模式，建设标准化产业基地。为村集体、贫困户、合作社免费提供

技术、物资，并按市场回收全部鲜果，产量直接同分成挂钩，产量越高农户分成越多。【批

注 9】整合帮扶资金，创新发展模式，采用“村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建设

标准化产业基地，提供技术、物资，并参与分成。目前，已在石头村珍珠桥村等开展试点，

建成猕猴桃基地 750 余亩。

民主乡整合丰产村、大田村、龙秧坪村 4 个村集体经济和贫困户产业发展资金 300 万

元，注资参股到健康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连片发展白竹项目，在白竹采摘环节利益部分股份

的 20%，在保底 5%的基础上长期占股分红。【批注 10】整合资金，参股公司，发展项目，

分环节进行分红，实现分亩合作。2016 年村集体经济共获利分红 5 万元，农户户均增收 750

元，带动脱贫 312 户。现已在民主乡建成了分亩合作基地，并逐步扩展到周边乡镇，年内，

合作基地力争扩展到 2 万亩。

设立 1900 万元勤劳致富周转金，按每村 20 万元下达全县 95 个贫困村，由各村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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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产业扶持基金管理办法严格使用和管理，用于解决贫困户产业发展短期项目缺资金问题。

有发展项目和意愿的贫困户，可通过申请、审核、公示等程序借资发展自身短平快的产业项

目，产生效益后归还本金，做到有借有还，循环利用。目前已在全县推广，申请借养还养模

式的农户已达上千户。【批注 11】设立周转金，为产业发展项目提供资金保障。实行借养

还养模式，实现资金循环利用。

依托巨星集团有限公司优质生猪产业扶贫项目，采取“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商品猪

寄养精准脱贫模式。在贫困户提供标准圈舍、生产工具和劳动力基础上，公司免费为贫困户

提供猪苗、饲料、兽药、技术服务、养殖管理、物流运输和商品猪回收服务。贫困户按标准

化规程进行养殖，凭生产成绩获得劳动报酬。【批注 12】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商

品猪寄养精准脱贫模式，公司提供免费服务，贫困户靠成绩获得劳动报酬。该项目正在加速

推进，计划年内建成 10-15 个标准示范生态养殖寄养场，5 年内以村集体和贫困户打捆联

建形式，建成年出栏 1000 头的商品猪寄养场 300 个，实现年出栏优质生猪 30 万头，养殖

将直接带动每个寄养场年收入 15-20 万元。

三、要点整合

要点梳理 整合说明

【批注 1】转变资金发放方式，进行股权量化，

提供资金保障，提高贫困对象稳定脱贫能力。

【批注 2】开展合作联办的方式，引导企业对资

源进行资产量化，将其变成发展资产。

【批注 3】创新农村产销方式，引导农民入股产

业扶贫项目，依托科学管理与技术，实现农户持

续增收。

【批注 4】整合资金，集中力量推进产业扶贫，

三个巧变的主要内容：

【批注 1】转变资金发放方式，进行股

权量化。

【批注 2】开展合作联办的方式。

【批注 3】创新农村产销方式，依托科

学管理与技术，实现农户持续增收。

三个巧借的主要内容：

【批注 4】整合资金，集中力量推进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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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发展产业项目。

【批注 5】依托资源，转变生态农业为发展优势，

启动实施贫困村发展项目。

【批注 6】引导个人、企业和合作社参与产业扶

贫项目，政府给予资金扶持，带动其积极性，使

其增收致富。

【批注 7】整合集体经济资金和贫困户发展资

金，参股项目经营并进行保底分红，利用进行股

权量化依据。

【批注 8】整合集体经济资金和贫困户发展资

金，成立集体公司，并与企业合资，建立扶贫公

司，发展扶贫项目。

【批注 9】整合帮扶资金，创新发展模式，采用

“村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建

设标准化产业基地，提供技术、物资，并参与分

成。

【批注 10】整合资金，参股公司，发展项目，

分环节进行分红，实现分亩合作。

【批注 11】设立周转金，为产业发展项目提供

资金保障。实行借养还养模式，实现资金循环利

用。

【批注 12】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商品

猪寄养精准脱贫模式，公司提供免费服务，贫困

户靠成绩获得劳动报酬。

业扶贫，扩大发展产业项目。

【批注 5】依托资源，转变生态农业为

发展优势，启动实施贫困村发展项目。

【批注 6】资金扶持，带动引导各级参

与产业扶贫项目积极性，使其增收致

富。

六大模式的主要内容：

【批注 7】整合资金，参股项目经营并

进行保底分红，利用进行股权量化依

据。

【批注 8】整合资金，成立集体公司，

并与企业合资，建立扶贫公司，发展扶

贫项目。

【批注 9】采用“村支部+合作社+基地

+贫困户”的模式，参与分成。

【批注 10】发展项目，分环节进行分

红，实现分亩合作。

【批注 11】设立周转金，实行借养还

养模式，实现资金循环利用。

【批注 12】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商品猪寄养精准脱贫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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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答案分析

【参考答案】

三个巧变的主要内容：

1.转变资金发放方式，进行股权量化。2.开展合作联办的方式。 3.创新农村产销方式。

三个巧借的主要内容：

1.推进产业扶贫，发展产业项目。2.依托资源，转变生态农业为发展优势 3.资金扶持，

鼓励产业扶贫项目，使其增收致富。

六大模式的主要内容：

1.参股经营并进行保底分红。2.成立集体公司，并与企业合资，发展扶贫项目。3.采用

“村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4.分环节进行分红，实现分亩合作。5.设立周转

金，实行借养还养模式。6.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商品猪寄养精准脱贫模式。

【评分参考】

本题共 20 分，其中内容 12 分，形式 8 分。

（一）形式总体赋分：

具体细则：

1.本题要求概括，若不概括，扣 5 分，整体得分不超过 15 分；有概括但概括不够准确，

扣 3～5 分；有概括且总结准确不扣分。

2.本题是就三个巧变、三个巧借、六大模式”分别作答的，没有进行分开作答的扣 3 分。

（二）内容总体赋分：全面、准确、有条理。

具体细则：

本题共 12 个内容要点，每点 1 分，言之成理或意思相近即给分。

三个巧变的主要内容：

1.转变资金发放方式，进行股权量化。2.开展合作联办的方式。 3.创新农村产销方式。

对于“三个巧变”概括总结到位，必须体现出“股权量化”和“合作联办”和“农村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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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方式”的意思相关内容各 1 分，否则不得分。没有进行概括总结的，扣 1 分。

三个巧借的主要内容：

1.推进产业扶贫，发展产业项目。2.依托资源，转变生态农业为发展优势 3.资金扶持，

鼓励产业扶贫项目，使其增收致富。

对于“三个巧借”概括总结到位，必须体现出“产业扶贫”和“农业生态”和“资金扶

持”的意思相关内容各 1 分，否则不得分。没有进行概括总结的，扣 1 分。

六大模式的主要内容：

1.参股经营并进行保底分红。2.成立集体公司，并与企业合资，发展扶贫项目。3.采用

“村支部+合作社+基地+贫困户”的模式 4.分环节进行分红，实现分亩合作。5.设立周转

金，实行借养还养模式。6.采用“公司+合作社+贫困户”商品猪寄养精准脱贫模式。

对于“六大模式”概括总结到位，必须体现出“参股经营”、“成立公司”、“村支部+合

作社+基地+贫困户”、 “分环节进行分红”、“借养还养模式”、“公司+合作社+贫困

户”的各 1 分，否则不得分。没有进行概括总结的，扣 2 分。

题目二：阅读给定资料1、2，概括现代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并作简要阐释。要求：全面、

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15分）

一、试题分析

作答任务：本题的作答范围在“给定资料 1”和“给定资料 2”。答题任务是概括现代

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并作简要解释。即是概述现代博物馆的主要功能。就是指对其功能进行

简要的分析说明，即概述现代博物馆的主要功能，结合本题来看，就是对现代博物馆的功能

进行概括，然后在对其功能进行分析解释。在作答过程中，注意先从材料中“概括”再将要

点“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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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要求：“全面”即答案应涵盖题目所要求的内容要点，语言表述应全面。“准确”

即紧扣题目内容，精准反映材料内容，语言表述规范准确。“简明”即在准确表达题目所涵

盖的要点的基础上，用语尽可能简练。“字数方面注意不超过 150 字。

二、材料分析

1.在现代汉语中，“博物馆”一词译自英文的“Museum”，意为“缪斯的遗产”。

2007 年 8 月 24 日，奥地利维也纳第 21 次国际博协代表大会修改通过了国际博协章程，其

第三条规定，“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非盈利的永久性机构，并向大众开放。

【批注 1】服务、非盈利、向大众开放。它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研究、

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证。【批注 2】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集、保护、

研究、传播人类及人类环境。”美国博物馆协会将博物馆定义为：“博物馆是非营利的常设

性机构，其存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组织临时展览，该机构应享有免交联邦和州所得税的待

遇，向社会开放，由代表社会利益的机构进行管理，【批注 3】非盈利，向社会开放。为社

会利益而保存、保护、研究、阐释、收集、陈列具有教育和欣赏作用的物品及具有教育和文

化价值的标本，【批注 4】保护、保存、研究、阐释、收集、陈列教育文化标本。包括艺术

品、科学标本、历史遗物和工业技术制成品，符合前述定义的还包括具备上述特点的植物园、

动物园、水族馆、天象厅、历史文化学会、历史建筑遗址等。”

2015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第 659 号国务院令，公布《博物馆条例》，自

2015 年 3 月 20 日起施行。这是我国博物馆行业第一个全国性法规文件，对我国博物馆事

业发展纳入法治轨道具有重要意义。条例中所称博物馆，是指以教育、研究和欣赏为目的，

收藏、保护并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的见证物，经登记管理机关依法登记的非盈利

组织。【批注 5】为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收藏、保护，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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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非盈利。

2.翻开博物馆的历史会发现，博物馆在其演进过程中一直扮演着时代记录者的角色，并

通过这种方式去履行自身的时代责任。【批注 6】扮演时代记录角色，履行时代责任。文艺

复兴时代的珍奇室记录和展现了探险和大发现时代社会的变迁。启蒙时代的卢浮宫博物馆为

世界收藏、记录和展现了欧洲殖民势力的对外扩张，成为殖民时代国家关系的缩影。诞生于

19 世纪的南肯星顿博物馆，则记录了工业革命时代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些博物馆为后来

者描述和再现了各自时代社会变化的景象。可以说，博物馆是在记录时代变化中发展前行的。

圣彼得堡市被称为俄罗斯的文化首都，这一地位的确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该市拥有众

多举世闻名的博物馆。圣彼得堡拥有 250 座博物馆，在市内 36 个历史文化保护区内的 4000

多处历史建筑和文化遗址中，分布着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俄罗斯博物馆等享誉世界的著名博

物馆群。博物馆形成了圣彼得堡社会特殊的心理状态，实现民众对文化财富的永久继承，成

为城市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批注 7】形成社会心理状态，继承文化财富，稳定城市发展。

同时，丰富的博物馆资源也支撑着圣彼得堡的经济复兴，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其具有特殊的投

资魅力，为市民带来现实的社会福利。【批注 8】支撑经济复兴，给市民带来福利。圣彼得

堡利用得天独厚的文化财富培育着现代社会的合格公民。【批注 9】培育合格公民。圣彼得

堡民众认为，博物馆文化滋养着现代科学、教育和文化，是民族自尊和获得国际尊严的力量

源泉。【批注 10】滋养现代科学、教育、文化，增加民族和国际尊严。

位于英国中部的铁桥峡谷是英国最有名的工业遗产博物馆，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祥

地，其支柱产业是煤炭工业，其兴衰历时 3 个世纪（从 16 世纪末开始，到 19 世纪下半叶

逐渐衰落）。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英国政府就开始着手修复当地遭破坏的生态环境，并对

当地的工业遗迹进行保护，建立了一系列的工业遗产主题博物馆，其中包括铁器博物馆、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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砖博物馆及瓷器博物馆等。这些博物馆与铁桥峡谷中的采矿区、铸造厂、仓库和铁路等工业

遗存和建筑相结合，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工业遗产旅游地，每年吸引众多游人来此观光游览，

促进了当地博物馆文化产业的发展。【批注 11】促进旅游业、文化产业发展。国家文物局

局长刘玉珠在 2016 年 5 月 18 日第 40 个国际博物馆日上说：在当今时代，博物馆肩负的

责任更加重大，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博物馆应成为文化发展的有力推手、国民教育的

第二课堂、改善民生的重要阵地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批注 12】推动文化、

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刘玉珠表示，博物馆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在国家

重大纪念日，如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期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

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等，成为开展国家公祭和相关活动的重要场所；【批注 13】开展国家公

祭和相关活动场所。石渠宝笈、海昏侯等展览观众如潮，甚至有外地乃至外国观众专门乘飞

机前往参观展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事件。”

三、要点整合

要点梳理 整合说明

【批注 1】服务、非盈利、向大众开放。

【批注 2】为研究、教育、欣赏之目的，征

集、保护、研究、传播人类及人类环境。

【批注 3】非盈利，向社会开放。

【批注 4】保护、保存、研究、阐释、收集、

陈列教育文化标本。

【批注 5】为教育、研究、欣赏为目的，收

藏、保护，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

【批注 1】【批注 3】【批注 5】【批注 7】

【8】【批注 9】【批注 12】【批注 13】整

合：服务、非盈利、向社会开放，向公众展

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培育合格公民，给

市民带来福利，形成社会心理状态，开展国

家公祭和活动场所，改善民生。概括为：社

会功能。

【批注 2】【批注 6】整合：传播人类及人

类环境，扮演时代记录角色，履行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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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盈利。

【批注 6】扮演时代记录角色，履行时代责

任。

【批注 7】形成社会心理状态，继承文化财

富，稳定城市发展。

【批注 8】支撑经济复兴，给市民带来福利。

【批注 9】培育合格公民。

【批注 10】滋养现代科学、教育、文化，

增加民族和国际尊严。

【批注 11】促进旅游业、文化产业发展。

【批注 12】推动文化、经济、社会发展，

改善民生。

【批注 13】开展国家公祭和活动场所。

概括为：传播功能。

【批注 4】【批注 10】【批注 12】整合：

保护、保存、研究、阐释、收集、陈列教育

文化标本，滋养教育。概括为：教育功能。

【批注 7】【批注 8】【批注 11】【批注

12】整合为：继承文化财富，稳定城市发展，

支撑经济复兴，促进旅游业发展。概括为：

经济功能

【批注 11】【批注 12】整合：促进文化产

业发展。概括为：文化功能

四、答案分析

【参考答案】

1.社会功能：服务、非盈利、向社会开放，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培育合格

公民，给市民带来福利，形成社会心理状态，开展国家公祭和活动场所，改善民生。

2.教育功能：保护、保存、研究、阐释、收集、陈列教育文化标本，滋养教育

3.文化功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

4.经济功能：继承文化财富，稳定城市发展，支撑经济复兴，促进旅游业发展

5.传播功能：传播人类及人类环境，扮演时代记录角色，履行时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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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参考】

本题共 15 分，其中内容 12 分，形式 3 分。

（一）形式总体赋分：归纳、有条理。

具体细则：

1.本题要求概括并解释，若不概括，扣 3 分，整体得分不超过 12 分；有分类但分类不

够准确，扣 1 分；有分类且分类准确不扣分。

（二）内容总体赋分：全面、准确。

具体细则：

本题共五个内容要点，第一点 4 分，其余四点每点 2 分，言之成理或意思相近即给分。

1.社会功能：服务、非盈利、向社会开放，向公众展示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培育合格

公民，给市民带来福利，形成社会心理状态，开展国家公祭和活动场所，改善民生。（4 分）

2.教育功能：保护、保存、研究、阐释、收集、陈列教育文化标本，滋养教育（2 分）

3.文化功能：促进文化产业发展（2 分）

4.经济功能：继承文化财富，稳定城市发展，支撑经济复兴，促进旅游业发展（2 分）

5.传播功能：传播人类及人类环境，扮演时代记录角色，履行时代责任。（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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