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5 月 29 日上午福建省公务员面试真题解析解析 

1.有些人认为“学雷锋”就要搞一些大型的活动，有些人则认为助人

为乐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请问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学雷锋”，要搞一些大型的活动，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学雷锋的本质，并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从正反两方面

来分析通过搞大型活动来向全社会倡导学习雷锋精神的好处及可能

存在的问题，之后提出相应的优化对策。 

【参考解析】 

每年我国都会开展学雷锋做好事活动，以此来鼓励大家互帮互助，

共建和谐社会。在学雷锋的形式上，有人认为应该搞大型的活动，有

些人则倾向于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我认为只要能够起到向社会公众

宣传学习雷锋精神的目的，这两种方式我们都可以采用。但是，如果

不是抱着宣传雷锋精神的目的，而是搞一些形式主义，那么这两种形

式都难以起到真正的作用。 

一方面，通过搞大型活动来向全社会倡导学习雷锋精神，可以起

到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传效果的作用。从而使得更多的人了解到雷

锋同志的先进事迹，学习到雷锋精神的精髓，以利于他们更好的向雷



 

 

锋同志学习。等，都是从宣传雷锋精神的目的出发开展一些大型活动，

来倡导社会公众向雷锋同志学习。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认为雷锋同

志的精髓就是“螺丝钉精神”。能够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做好事。因

此，他们认为通过搞大型活动来宣传雷锋精神，只是刻意的去搞宣传

的形式，公众并没有真正的理解雷锋精神。这样一来，等到活动结束，

可能一切又都会照旧。这种注重形式的大型宣传，是一种变相的“形

象工程”。 

我认为，要想把雷锋精神发扬光大，凝聚社会公众的力量，使雷

锋精神转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强大精神动力。那么就需要发

挥着两种形式的综合优势。具体可采取以下几点措施。 

第一，政府应作为学习“雷锋精神”的主要倡导者。政府宣传部

门既要广泛开展学习雷锋活动，也应当成为学习雷锋精神的最坚定和

最重要的饯行者。切实的提高政府的服务意识，增强政府的服务能力，

成为社会公众学习的楷模。政府机关也可以定期举行一些学习雷锋精

神的活动，号召公众参与进来。此外，政府还可以通过建立雷锋事迹

博物馆等机构，免费向市民开放，为公众学习雷锋事迹提供场所。 

第二，教育主管部门、各学校也需要切实行动起来，教育和引导

学生注重学习雷锋精神的实质，倡导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培养同学情

谊。并养成“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习惯。同时，学

校还可以举行一些活动，让学生以及学生的家长共同参与进来，营造

学习雷锋精神的良好氛围。 

第三，新闻舆论部门也要以电视、网络、报纸等为阵地，广泛的



 

 

宣传雷锋精神，多挖掘一些向郭明义这样的学习雷锋的先进典范，向

全社会广泛宣传学习雷锋精神，共建和谐社会的理念。 

总之，雷锋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伟大精神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何运用好雷锋精神，使其最大限度的发挥作用，是我们每一个社会

成员所应当为之努力的一个目标。 

【思维盲点/误区】 

要注意看的是使用大型活动学雷锋，而不是学雷锋本身。 

【金句提炼】 

信这样一来，等到活动结束，可能一切又都会照旧。这种注重形

式的大型宣传，是一种变相的“形象工程”。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泛泛而谈力学雷锋活动。 

个性化答题：针对题干正的信息进行切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对策。 

2.面对现在一些企业违法排污的现象，作为一名市政府工作人员，领

导让你写一个关于整治工作的策划，你认为重点在哪些方面，请详细

说说。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企业违法排污的现象，写一个关于整治工作的策划，重点在哪些

方面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准备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对地下水道工程进行公开招标的好处，然后从了解情况、

征集意见、拟定计划书、招标过程控制等方面进行组织，最后进行总

结。 

【参考解析】 

对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制定一个整治方案，有利于为营造一个绿色

健康的生存环境，也可以真正实现五位一体。现在领导让我写一个关

于整治工作的策划，我认为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为了保证这次政治工作计划科学合理，我首先需要对企业

排污情况有个大体的把握，因此，有必要先对企业排污情况做一个科

学全面的调查。调查对象包括企业以及附近的群众。对群众可以采用

走访和问卷相结合的形式，向他们了解：他们周围是否存在企业违法

排污？企业违法排污行为对他们的影响程度？他们对于这样的现象

有怎样的建议？对于企业我可以采用暗访的形式，实地去考察相关企

业排污的位置，排污过程中是否采取合理措施；排污量是否超标等。

以便接下来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整治。 

第二，联合卫生部门、环保部门、公安部门，共同协商，制定整

治计划。因本次整治难度较高，所以可以用较长的时间，采取抓重点

树典型的方式对这些企业进行整治。 

第三，在政治的过程中，做好协调和控制，保证整治活动的进行。

特别是在整治活动中企业不配合的情况，需要做好沟通，必要时采取

强制措施。 



 

 

最后，我会对本次活动进行总结，总结经验、反思教训，从而位

以后打下良好的基础。 

【思维盲点/误区】 

一看题干就觉得我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但是在一项专项整治中并

不可能是完全由一个单位，因此这一方面在方案中要有所体现。 

【金句提炼】 

企业违法排污现象制定一个整治方案，有利于为营造一个绿色健

康的生存环境，也可以真正实现五位一体。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人时地财物面面俱到。 

个性化答题：侧重于对整治本身的组织，更有针对性。 

3.你领导和单位里一个资历比较老的同事对你起草的一份文件意见

不同，为此争吵了起来，你怎么办？ 

【题型判定】 

人际沟通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资历比较老的同事对你起草的一份文件意见不同，，争吵了起来 

【思维引导】 

四步走：态度—原因—化解—避免 

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对这次比赛的重视，然后表明虽

然比赛在即，大家也要注意作息规律，并且指明这么做会影响其他人

休息，最后进行呼吁。 



 

 

【参考解析】 

在工作中，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本着以工作为重的原则去处理和看

待问题。现在出现领导和单位里一个资历比较老的同事对你起草的一

份文件意见不同，为此争吵了起来，我相信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将

我们的工作做好。 

第一，如果是因为我的方案本身存在问题，那么我会我会重新审

视自己起草的意见，看下是否有存在明显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存在，

主动找到领导和同事，为他们制造的争执表示道歉，并马上对起草的

文件进行修改； 

第二，如果是因为我在沟通的过程中，方式方法不对，那么我会

向这位老同事道歉，并且平心静气地就方案进行重新讨论。 

第三，如果是我们双方所占角度不同，那么我会换位思考考，站

在老同事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把我的思路与老同事进行讲解，并了

解老同事对我起草文件的建议和意见，对老同事合理的意见建议进行

采纳，并根据意见对起草的文件进行修改； 

第四，我会将重新起草的文件提交领导过目，并主动向领导承认

自己的不足，同时告知领导老同事在我起草文件过程中给我的帮助，

希望可以消除领导对老同事的看法。 

总之，在以后的工作过程中，一方面我会不断提高自己的业务能

力，另一方面，做事前我会多听取领导同事的意见建议，让自己的工

作做得更好，不给他人带去不必要的麻烦。 

【思维盲点/误区】 



 

 

对文件的意见不满意可能有多种原因，要全面分析。 

【金句提炼】 

这如果是我们双方所占角度不同，那么我会换位思考考，站在老

同事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把我的思路与老同事进行讲解，并了解老

同事对我起草文件的建议和意见，对老同事合理的意见建议进行采纳，

并根据意见对起草的文件进行修改。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将对文件意见不一致当成云因而不再去分析。 

个性化答题：本题强调的是意见不一致，可通过分析深层次的原

因，逐个解决。。 

4.面对现在一些无证幼儿园，教育局大力取缔，但一些情绪激动的家

长聚在教育局门口，要求给个说法，作为一个教育局的工作人员，你

怎么处理这一情况？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取缔无证幼儿园，是否进行投资的方法，家长聚在教育局门口，

要求给个说法。 

【思维引导】 

四步走：分析情况—确定任务—解决问题—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及原则，然后了解情况并根据不

同情况分别处理，最后进行总结提升。 



 

 

【参考解析】 

情绪激动的家长，聚在教育局门口，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的控

制及解决，会造成事态进一步的扩大，同时影响教育局在群众当中的

公信力，也影响教育局的正常办公，我们应该以最快的速度、最优的

方法将这个问题予以解决。 

第一，我们应该请聚集在教育局门口的家长到办公室来进行沟通，

如果家长人数太多，可以请家长派代表，来进行沟通交流，当将家长

请到教育局办公室后，我们将提供茶水饮料，让他们可以休息，解决

身体上的疲劳后能够平心静气的交流。 

第二，我们向家长们询问他们有什么问题以及原因，如果是因为

教育局取缔了这些无证幼儿园，导致他们的小孩没有幼儿园可上，那

么我们会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取缔这些无证幼儿园。同时对于他们的小

孩没有幼儿园可向这样一个问题，教育局会就近安排公立幼儿园供他

们上学，同时安排幼儿就近入园的同时新建一些幼儿园，确保幼儿的

上学不存在问题。 

第三，我们会将这些信息燃爆领导并帮助库领导安排就近入园以

及设立新建一些幼儿园这样一个措施，在取缔的无证幼儿园附近进行

宣传，确保民众知悉。 

教育是立国之本，强教育才能强中华，作为教育局的工作人员，

我们要做好教育工作，在进行相关教育工作的过程当中，要提前想到

教育工作可能会造成的影响，并提出相关的解决措施，并且要将解决

措施告知民众，避免民众的恐慌情绪，在以后的过程当中，我会不断



 

 

的学习以及修正，将工作越做越趋完美。 

【思维盲点/误区】 

注意处理对象的诉求在什么地方，并结合实际情况金进行阐述。 

【金句提炼】 

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及时的控制及解决，会造成事态进一步的扩大，

同时影响教育局在群众当中的公信力，也影响教育局的正常办公。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不安抚情绪等，直接解决问题。 

个性化答题：针对问题，有针对性解决。 

2012 年 5 月 29 日下午福建省公务员面试真题解析解析 

1.有中学为防止学生早恋，规定男女学生日常交往时距离不得少于半

米，不得有肢体接触，男女学生不得单独在同一房间共处，否则就以

违反校规论处，有网友称“苛政猛于虎”，请问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防止学生早恋，规定男女学生日常交往时距离不得少于半米等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该现象发生的背景，并表明自己的态度，然后分析该校

规的正负影响，并提出解决从根本上解决孩子早恋问题的对策，最后

展望未来发展向。 



 

 

【参考解析】 

随着各种网络、媒体等信息的发达与畅通，很多青少年学生也深

受影响，并且在青少年青春期期间，难免出现各种早恋现象，因此，

杭州该中学出台此校规，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对于此校规，我

个人认为应该辩证看待。 

一方面，出台此校规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中学生出现早恋现象，让

学生能够在学习期间安心学习，并且会减少很多的不良社会问题。另

一方面，不得男女同学单独成对出现，这也会阻碍同学间的正常交往，

这与过去的男子学校与女子学校无异。而作为一个社会人，我们不仅

要学会与同性交往，更要学会与异性交往，而此规定却限定了我们的

交往人群，难免会不利于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而作为处在青春期的

孩子来讲，这一校规可能会适得其反，让学生产生逆反心理，本无交

往之意，但却偏你规定而行之，甚至产生好奇心，反而会出现很多不

利影响。 

因此，我认为仅从出台一项校规还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孩子早恋的

问题，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作为家长来讲，要循循善诱给予子女合理引导，让其树立

正确的价值观，并且一定要掌握正确的教育方式，来引导青春期的孩

子正确对待男女关系。 

第二，作为学校来讲，老师应该给予学生足够的关注，发现问题

及时解决。并且引导中学生正确认识男女同学间的关系，说明早恋厉

害，鼓励学生以学习为重，避免出现不良行为。 



 

 

第三，作为社会来讲，一定要对各种不良信息进行有效管理，当

前由于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的畅通，很多不良信息借助这一平台进

行传播，对于还没有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学生来讲会起到非常不利的影

响，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督和监管，避免不良信息的传播。 

最后，我相信我们通过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一定会有效解决中

学生早恋问题，同时我也坚信，只要校规得力，那么一定会取得事半

功倍的效果。 

【思维盲点/误区】 

纠结于原因的分析，认为要提对策之前必须分析原因。 

【金句提炼】 

当前由于网络、媒体等信息平台的畅通，很多不良信息借助这一

平台进行传播，对于还没有形成正确价值观的学生来讲会起到非常不

利的影响，因此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督和监管，避免不良信息的传播。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分析原因提对策。 

个性化答题：在分析完影响之后直接提出解决问题的根本措施。 

2.你是大学生村官，你所在的村子因大型工程要集体搬迁，你如何做

好对本村村民家庭情况及财产情况的信息收集？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村子因大型工程要集体搬迁，对村民家庭情况及财产情况的信息



 

 

收集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准备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根据此项活动的目的和意义，提出合理化的信息收集方案，对活

动的进程进行计划、组织和协调。 

【参考解析】 

在集体搬迁之前，充分了解村民家庭和财产的情况，有利于村委

会进行合理的搬迁安排，对此次信息的收集，我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

使得这次搬迁公平、公正，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此次调研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是重点，所以我会采取走访和问卷两种信息收集方式。 

第一，在村委会的资料库里查找村里村民家庭和资产的相关记载

资料，将资料进行整理，给这次调研做一个参考，确定本次调查的内

容主要为村民的家庭成员古城、收入和支出情况、现有资产及对拆迁

的一些具体要求等； 

第二，将村里的家庭随机分组，制定好相应份数的调查问卷，在

村民忙完一天的活之后每组之内都互相填写对方的大致情况； 

第三，在信息收集之前，组织一次搬迁信息收集会议，和村民们

解释这次的调研内容和目的，请他们全力的配合村里的工作，使得达

到最好的收集结果。 

第四，在信息收集之前，对村里的村民进行一次走访，并且和之

前查找的资料相结合，得出初步的数据。在问卷收集信息的过程中，

我会和一起工作的同事注意与村民的沟通方式，耐心细致的解决村民



 

 

的问题，为了使信息真实可靠，随机分组的信息要避免在问卷之前泄

露。 

信息收集结束后，我会将三份材料进行总结，进行数据的分析和

调查报告的撰写，然后上报领导。 

【思维盲点/误区】 

觉得题里的调查内容说了是“村民家庭情况及财产情况”，但要

做调查的话还要进一步进行细化。 

【金句提炼】 

充分了解村民家庭和财产的情况，有利于村委会进行合理的搬迁

安排，对此次信息的收集，我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使得这次搬迁公

平、公正，维护村民的切身利益。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人时地财物面面俱到。 

个性化答题：主要阐述调研的内容、对象和方式，并突出对于调

查效果的保证。 

3.小区的健身器材经常被破坏，现在请你写一幅呼吁保护健身器材的

标语，你会怎么写？并谈谈为什么你认为你的标语能防止别人破坏健

身器材？ 

【题型判定】 

解决问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小区的健身器材被破坏，写一幅呼吁保护健身器材的标语 



 

 

【思维引导】 

三步走：分析情况—解决问题—总结提升 

首先说明小区健身器材的重要性，并给出写的标语——爱家人，

护器材，别让健康停止。然后分析这个标语能防止别人破坏健身器材

的原因，最后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小区健身器材是我国民生建设的一个特色，它的初衷是为老百姓

提供一个方便的锻炼的身体环境，但是现在却出现了很多破坏健身器

材的现象，为了防止别人破坏健身器材，挂横幅进行宣传是非常必要

的，我会这样的一幅标语“爱家人，护器材，别让健康停止”。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

在人民的物质生活提升的同事，很多人的健康亮起了红灯，越来越多

的人开始重视锻炼身体。在这个时候，健身器材的出现，给小区的居

民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在家门口就可以锻炼。器材经过使用，一定会

有某种程度上的磨损，但是人为损坏的现象也是时常发生。我写的这

个标语，重点是在如果破坏了器材，就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健康。我

认为可以对大众起到警醒的作用。 

第一，现在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每个家庭都有老年人，而

健身器材的使用者也是老年人居多，标语上的“爱家人，护器材”能

让群众了解保护健身器材，营造一个良好的健身环境就是在保护家人

的身体健康； 

第二，大家看到这个条幅，通过“健康停止”这一具有警示性的



 

 

标语，居民会重新审视健身器材的重要性，如果这些器材出现损坏很

可能远离健康，甚至是破坏健康。 

这个标语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健身器材和家人健康一样，需要

大家一起来爱护，我相信这个横幅能够起到良好的宣传效果，让爱护

成为一种习惯。 

【思维盲点/误区】 

有两个提问，要逐个作答，并在答题的过程中体现出来。 

【金句提炼】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但是在人

民的物质生活提升的同事，很多人的健康亮起了红灯，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重视锻炼身体。在这个时候，健身器材的出现，给小区的居民带

来了很大的方便，在家门口就可以锻炼。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完全按照组织管理答题。 

个性化答题：本题是在解决一个切实的问题，而且有两问，意义

作答即可。 

4.你在单位值班，突然接到了一个群众反映问题的电话，但他反映的

问题不在你部门工作职责范围内，你向他说明，并请他打相关部门电

话，他说这些部门电话都打过了，可问题没人处理，现在打这个电话

如果还是不处理的话，他就上网发帖说政府不作为，你该怎么办？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群众反映问题的电话，不在你部门工作职责范围内，不处理的话

就上网发帖说政府不作为 

【思维引导】 

四步走：分析情况—确定任务—解决问题—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及原则，然后了解情况并根据不

同情况分别处理，最后进行总结提升。 

【参考解析】 

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能促进政府的建设。可是遇到题目中这样的

情况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仅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有可能对政府的公

信力造成影响，我会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尊重群众的问题，同时维

护单位的形象，认真负责的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我会安抚这位群众，向他表示歉意，跟他说这其中可能是

有误会，等他情绪稍稳定，我会问他这次反应的问题内容并且进行记

录。然后请他先挂断电话耐心等待，向他保证我一定会为他联系到反

应问题的相关部门，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二，我会亲自带着群众的问题去相关部门咨询不处理的原因，

如果是因为双方的电话联系，部门工作人员没有听清楚群众反映的问

题或者是所听到的内容和实际问题有出入，那么我会将群众反映的情

况和问题内容完整的和相关部门复述一次，请他们仔细核实问题的内

容，及时为群众解决问题； 

第三，如果是群众咨询的时间正巧是相关部门开会或其他事宜，



 

 

没有及时解决群众的问题。那么我就在相关部门的同事开会过后，将

问题转交，并且询问是否需要配合，我会在不耽误我工作的基础上，

积极配合先关部门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 

最后，将该群众的问题解决后，我会亲自向群众致电，告诉他这

个问题的处理办法和相关事宜，并且请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我一起再

次向群众致歉，请群众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 

【思维盲点/误区】 

虽然不是自己本部门的工作职责，但也要注意解决。 

【金句提炼】 

遇到题目中这样的情况如果不及时解决不仅不能替群众解决问

题还有可能对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影响，我会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尊

重群众的问题，同时维护单位的形象，认真负责的解决这个问题。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不安抚情绪等，直接解决问题。 

个性化答题：针对问题，有针对性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