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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上午，成都下起了小
雨，天气更显寒冷。与此同时，
2020年度“国考”（四川考区）

“行测”考试拉开了大幕。
据悉，中央机关及其直属

机构2020年度考试录用公务
员笔试于2019年11月23日至
24日举行。此次考试在四川省
成都市共设置考点18个。

记者从四川省人事考试
中心获悉，24日上午的“行测”
应考35646人，实考28218人，
参考率79.2%；24日下午的《申
论》应考35646人，实考27993
人，参考率78.5%。

同时今年《申论》的压轴
题 令 不 少 考 生 有 些 意 外 ，

“感觉和之前的大作文很不
一样”。

“和以前的作文不一样”

130道题的“行测”今年难
度如何？昨日上午考试结束，
记者在四川军转大厦考点采
访了8位考生。其中，时间来不
及、靠猜的题目数最少的为8
道，而多的在30道左右。而他
们选择放弃的题目都包含数
量关系的相关题目。

而谈到有哪些跟当下生
活热点密切相关的题目时，受
访考生提到了“5G”，“常识题
里有考”“大概有两道左右”

“好像问的是5G关键技术以
及产生”……

从采访的几位考生来看，
上午“行测”数量关系依旧是
大家选择放弃最多的题型，而
这样的情况，似乎已是常规操
作。而下午的《申论》压轴题并
非是一篇大作文，与往年不
同，不少走出考场的考生表
示，有些出乎意料。

“和乡村治理有关的考了
两道题。”一位考生回忆说，最
后一道题，讲的是一个叫“莱
康村”的村庄，从一个“问题
村 ”到 一 个 治 理 先 进 的 村
庄，将要参加类似优秀村庄
的竞选活动。让考生写一篇
类 似 竞 选 稿 之 类 的 文 章 。

“有点意外，感觉和以前的
大作文不一样”。

同时也有考生对“申论”
题目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要
么是看材料找问题，出对策；
要么是看材料，总结其是如何
找问题，想出了哪些好对策。
除了直接讲农村治理的，也有
像“三个农贸市场出现不同问
题如何解决”的考题。“前四道
题基本都练过，最后一道题之
前没有遇到过”。

另外本次国考在细节方
面有所优化。“之前需要考生
把题本的条形码撕下来贴到
机读卡上，有的考生可能会
忘。”四川省人事考试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这次的机读
卡直接印在了题本的最后一
页上，考生答题时将机读卡

撕下即可。

“岗位干什么，命题考什么”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的国
考最引人注目的是《申论》取
消大作文，更变为对考生进行
应用文体的考查。

华图教育公务员培训专
家李曼卿分析表示，地市级
考试命题聚焦于基层工作，
省部级考试命题更侧重领导
机关的宏观决策。“简单地说
就是岗位职责干什么，命题
就考什么。大部分的命题点
都来源于我们的国家大事、
发展战略、高精尖科技成果、
百姓生活等方面，需要考生
对政府工作事务有更细致的
了解”。

从今年的题目来看，党的
十九大提出的发展战略、国家
脱贫攻坚工程的进展、时代
楷模的精神、党内监督的推
进……这些都成为了命题
点，充分体现了国家公务员
对于社会发展理念的认知与
认同，对于当前一个时期的
问题要关注，取得的成绩要
坚持，要用一个积极的、发展
的思想来看待新时代中国。

“今年的命题更加合理了
一些，突出体现在《申论》考试
题目类型的变化。”李曼卿表
示，文章写作不再考查，而是
置换到具体的工作场景中来
考查写作能力，实现了写作专
业能力和实务工作能力的融
合，更加符合用人要求。“所
以，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公
务员的工作更加贴近于做具
体的实际工作，文字工作不是
其主要能力项，做文字工作为
主业的相关岗位通过公文写
作加试来评定其专业合格程
度，对公共科目的设置更符合
大众岗位要求，这就符合做什
么考什么基本原则，命题愈加
科学合理”。

同时今年的题目给人另
一大感觉就是包罗万象，但是
在包罗万象的表面下又有着
其自己的规律。“我们能够发
现关注的话题都是一些新成
就、新技术、新理念、新思想，
总而言之就是各个方面的

‘新’东西，像3D打印心脏、
改善群众生存环境、外交新
理念、5G通信技术、文学创作
新问题等等，都引起了命题人
的关注。”

这些题目纵向上要求考
生能够了解现在和长远的发
展，横向上要求考生能够了解
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符合公
务员需要多和广的知识面，但
是并不一定要成为某个领域
的技术专家，更加符合工作属
性要求，有利于可以快速适应
公务员工作的人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叶燕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居与业

“蓉漂”刘尧最近学会了骑自行车。
她说，这件事比学会开车更急迫一些，因
为过不了多久，自行车会成为她生活与
工作中最常使用到的必备工具。

老家在资阳的刘尧，现在是高新西
区一家科技创新企业的员工。她就职的
企业名叫成都恩驰微博科技有限公司，
位于高新西区的清水河片区。但那里如
今有个新名字，叫做高新西区清水河创
智产业社区。也可以说，她正是清水河创
智产业社区的一员。

产业社区，说新也不新，因为围绕产业的
人一直都在；说不新也新，毕竟，成都是把产业
社区纳入社区发展考虑的，为数不多的城市。

过去有关社区的划分，其实大多都是以
城、乡两级为主。日前，成都在《成都市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总体规划（2018-2035年）》中，
新增了产业社区，并把合理数量区间划定为
250至350个。

产业社区与城市总规里优化城市空间、
重塑经济地理的城市发展战略有关。成都明
确要通过产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推动经
济发展，而规划的产业社区，则主要集中在
66个产业功能区里面，其治理模式和发展要
求发展内容和普通社区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清水河创智产业社区，就是结合
周边毗邻的电子科大、无线众创空间和华为
成研所，以无线通信产业为主题的社区。

但产业社区的治理，也依然遵从了“以
人为本”的逻辑。

比如，规划围绕就业人群在住房问题上
的痛点，产业社区就以“职住平衡”为目标推
动配置适宜比例的住宅、人才公寓、宿舍、公
租房等居住空间，在员工较为集中居住的区
域设立共享会客厅、共享娱乐空间、共享洗
衣房、共享厨房等。

而针对就业人群子女上学难的问题，规
划提出社区应为企业员工子女提供就近入
学条件，合理配置中小学、幼儿园，引导社区
内教育资源接入名校名师远程辅导平台。

根据规划，未来成都还将针对产业社
区，从功能配套、组织构建、服务模式上研究
新政策、出台新措施，破解产城分离、服务供
给不足的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邹悦 摄影记者 吕国应

其实未来也没有那么远。
比如清水河创智产业社区中的
清水河湿地公园，就已完成了
大半施工。那里如今已是绿意
盎然，步道、座椅、树木绿草，加
上湍急的清水河，俨然是繁忙
之中一处休憩赏水的好去处。

刘尧学会了骑自行车后，
经常跟同事骑行到那里去走一
走步道，看一看树与水。传统的
居住社区大体都会有个公园，
她想，那么自己所在的这个产
业社区有个这么大的湿地公
园，“自己真是赚到了”。

记者从高新区电子信息
产业局了解到，清水河湿地公
园是高新区打造的电子信息
产业功能区“一河一带”绿道
体系，也是以公园城市理念为
清水河创智产业社区构建的
城市生活模型。那里将构建起
生态景观体系、绿道体系、公
园游憩体系，将为周边工作及
生活的居民提供良好的滨水
游憩空间。而生态、宜居，加上
产业发展与人才机遇，这正是
产业社区要实现的愿景。

事实上，当前，成都高新

区根据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
能区现有产业，特别是龙头企
业分布情况，统筹规划了产业
细分、功能匹配、空间聚集的
六大产业社区。推动区域转型
升级，加快从传统工业园区向
产城一体生活社区转型。位于
清水河两侧和西源大道与绕
城高速交叉口周边片区的清
水河创智产业社区，正是其中
一个。这一社区规划面积约为
4平方公里，规划围绕“电子科
大（科技创新）-无线众创空
间（创新孵化服务）-华为成
研所（产业研发聚集）”轴线构
建全生命周期的创新链，实现
创新驱动转型。

此外，社区还将围绕清水
河轴线完善商业、居住、休闲
等全方位商服配套，实现产城
融合提质，打造“研发+教育+
智造+生态+生活”的复合型
廊道。目前，位于该产业社区
的西区人才公寓项目正在如
火如荼地建设，建成后将满足
约1万人的居住需求。社区内
配套幼儿园、配套小学等也正
在加紧建设中。

刘尧大学毕业两年，如今在公司负责材
料性能、参数的测试工作。她很喜欢这份工
作，平日里要进行武器装备、航空航天、石油
化工等等领域的新材料的测量测试，科技含
量很高，“觉得很能体现自我价值”。

她所在的企业，就位于清水河创智产业
社区的“高新-成电合创空间”。这里是科技
部正式批复的“无线通信国家专业化众创
空间”，也是西南地区唯一入选的国家级众
创空间，现在有68家入驻在孵企业。而“高
新-成电合创空间”的隔壁，则是大名鼎鼎
的华为未来技术创新中心，聚集了大批的
5G研发人员。

这么多的产业聚集于此，让大量人才
也因此而汇聚。作为“蓉漂”，刘尧觉得这里
为自己、为人才们提供了很好的工作机遇、
发展机遇。但更让她惊喜的是，她看到了周
围的空地开始如火如荼地拔起座座高楼，
而施工项目的名字赫然写着：“高新西区人
才公寓”。

“后来我才知道，这一片在打造的是
产业社区，现在正兴建的这些项目，有人
才公寓、有医院学校、有湿地公园，还有生
活娱乐等等的设施配套”，她和同事们如
今都很期待，因为不仅有产业，清水河创
智产业社区，将成为工作居住一体化的新
型社区。而她与同事们，很快就能骑着自
行车实现上班、回家、休闲娱乐便利至极
的美好生活了。

刘尧如今租住在距离公司三公里左右
的小区，其实那已经是比较近的小区了。但
公司周围的配套一旦建好，“这里就会成为
我们理想中的社区的样子，骑个自行车，15
分钟，什么需求都满足了”。

幸福成都幸福成都幸福成都幸福成都美好社区美好社区美好社区美好社区

产业社区不同于传统的居住社区，那本
是产业聚集的产业园区，但现如今，产业园区
正在朝产城一体的生活社区转型。刘尧所在
的清水河创智产业社区，正是在以“15分钟生
活圈+15分钟工作圈”为原则，要打造成为既
有产业，又有完善生活配套的新型社区。

如今，清水河创智产业社区的产业已
经聚集，人才公寓、医院、学校、生活休闲
区等等一系列配套正在加紧打造。对刘尧
来说，未来的一切生活与工作所需，都将
在15分钟的路程内抵达。

“蓉漂”说
有湿地公园
更有工作机遇

成都说
要为企业员工子女
提供就近入学条件

高新区说
围绕清水河

打造复合型廊道

2020年度国考：

《申论》
取消大作文

4.6万人次参与
300多位科幻作家集结

第五届中国（成都）
国际科幻大会圆满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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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4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的意见》，明确要不断改革完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综合运用法
律、行政、经济、技术、社会治理手

段强化保护，促进保护能力和水
平整体提升。

意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侵
权易发多发现象得到有效遏制，
权利人维权“举证难、周期长、成
本高、赔偿低”的局面明显改观；

意见要求，加大侵权假冒行为惩
戒力度、严格规范证据标准、强化
案件执行措施、完善新业态新领
域保护制度；意见明确，全面加强
党对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领导。

相关报道见09版

不断改革完善保护体系 我国将全面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蓉漂”
刘尧的主
要通行工
具是共享
单车

“这里会成为我们
理想中社区的样子”

一辆共享单车
串起成都新型社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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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成电合创空
间”现在有68家企
业入驻。隔壁是华为
未来技术创新中心

人才公寓、医院、学
校、生活休闲区等等
一系列配套正在加
紧打造

▲正在修建
的人才公寓

◀清水河
公园

▶工作中
的刘尧

▲工作地点

11月24日，考生走出考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