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年 5 月 30 日上午福建省公务员面试真题解析解析 

1.城市搞绿化，把农村的树挖走，移植到城市中来，有人认

为这样做可以绿化城市环境，而村民强烈反对，认为破坏了

农村的环境，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城市搞绿化，把农村的树挖走，移植到城市中来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城市搞绿化的社会背景，并表明自己的态度，

然后分析该举措的正负影响，并提出改变城市环境的同时还

要维护农村的环境不受到影响的相关对策，最后展望未来发

展向。 

【参考解析】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快速发展，绿色植物越来越少，城市

污染严重，现在人们正视到要改善城市环境，需要大量的树

木。目前城市绿化中采用了大树移植法，有的人支持，有的

人反对，我觉得不能一味的去肯定或者否定这两个观点，而

是要全面看待这个问题。 

一方面，把农村的树挖走，移植到城市中来，可以在较

短时间内快速改善城市的绿化景观,提高城市绿化的生态效



 

 

应,对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此外，大树

移植可以使农村村民增加一些收入，并且移植过程中需要进

行修路保障运输等等，这也给农民带来方便和经济收入。 

另一方面，农村的树木移植到城市中，由于生长环境发

生了变化，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对树木造成损伤，这样移

植后树木的成活率无法得到保障；而一味的从农村挖走大树，

可能会对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样村民会产生了政府

厚此薄彼的看法；加之，一些商家看到这个契机，可能对树

木进行违规的买卖，导致滥砍乱伐。长此以往，大树被挖的

地方容易出现水土流失，植被破坏。 

改变城市环境的同时还要维护农村的环境不受到影响。 

首先，这就需要在城市的建设中，对树木有选择性，要

充分调研好树木经过运输、环境的改变后能否存活，避免造

成树木死亡的移植； 

其次，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落实，制止滥砍乱伐，并且

要加强对这种绿化用大树的交易过程的监管，一旦发现违法

行为要进行查处和打击； 

再次，城市的绿化建设、环境保护不能只依靠从其他地

区移植树木，而是城市本身也需要努力改善，栽种树木，呼

吁市民们共同加入到改善城市环境的队伍中来，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的安全改善，最终使城市和农村的环境

和谐发展。 



 

 

我相信，通过以上几个方面，城市绿化和农村环境二者

之间一定能取得很好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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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的树木移植到城市中，由于生长环境发生了变化，

有可能在运输的过程中对树木造成损伤，这样移植后树木的

成活率无法得到保障；而一味的从农村挖走大树，可能会对

农村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这样村民会产生了政府厚此薄彼

的看法；加之，一些商家看到这个契机，可能对树木进行违

规的买卖，导致滥砍乱伐。长此以往，大树被挖的地方容易

出现水土流失，植被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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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里与养老院打算共同举办一次尊老爱老的活动，请你制

定一个主题，并具体进行筹划，请问你会怎么做？你会如何

保证活动的效果？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尊老爱老的活动，制定一个主题，具体进行筹划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准备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根据要实现的工作目标，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计划，需要

能够合理配置资源，明确分工，做好应急预案，在宏观上把

控全局；能够根据目标及实施对象，选择合适的实施方式，

严格执行和落实计划。 

【参考解析】 

尊老、爱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继承和发扬

尊老爱老的优秀传统，开展走进敬老院尊老、爱老活动，把

孝心、爱心献给老人，同时把敬老爱老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创造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慰问养老院的老人，给他们

送去一份关爱和温暖。希望通过此次活动，能够带动社会上

更多的热心人关注老人，尊老、敬老、爱老、让他们时刻感

受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我会制定这次活动的主题为“最美夕阳红——敬老，全

社会行动起来”。 

第一，提前走访这次活动的敬老院，对老年人的生活习

惯有一定的了解，向老年人咨询对什么形式的活动有兴趣； 

第二，回到单位进行活动策划书的撰写，为了能让计划

有可行性，可以寻找一些以往的经验做参考； 

第三，进行义工的招募，注意招募有经验的义工，对本



 

 

次活动中工作的具体安排，请他们妥善安排好自己的时间积

极参与这次助老活动； 

为了保证活动的效果，让老人体会到这次活动带来的温

暖。在活动实施阶段：将义工分组，一组负责帮助敬老院老

人洗衣服、收拾房间卫生；一组给老人清理个人卫生,（剪

指甲、洗头）和清理敬老院环境卫生；还有一组负责文艺演

出。还要请摄影师对本次活动进行全程记录。在实施过程中

要注意义工和老年人之间的沟通，尤其是敬老院内有比较特

殊的老人，要特别注意老人们的人身安全，请各位义工严格

服从敬老院管理人员的安排，避免与老人产生摩擦。如果参

加活动的义工在实施期间有意见或者建议，请私下联系相关

负责人，保证活动正常进行为目的。 

最后，为了让这次敬老活动达到最大的效果，请媒体对

此次事件进行跟踪报道，请更多人加入到爱老、敬老的行动

中来，打开心胸去接纳敬老院里的慈祥的老人。给他们送去

快乐，给他们带去祝福，给他们美好的回忆。 

【思维盲点/误区】 

提问里单独问了怎么保证效果，因此这一部分在组织的

过程中要谈的详细一点。 

【金句提炼】 

尊老、爱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继承和发扬

尊老爱老的优秀传统，开展走进敬老院尊老、爱老活动，把



 

 

孝心、爱心献给老人，同时把敬老爱老的优秀传统发扬光大，

创造出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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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阐述活动策划的撰写，义工的招募等。 

3.学生膳食计划已经实施一段时间了，单位派你负责调查农

村学生膳食计划的实施情况，你打算怎么调查？你如何确保

数据的真实性和科学性？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农村学生膳食计划的实施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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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膳食计划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牵涉到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惠民政策。为了解农村学生膳食计划的

实施情况，发现学生膳食计划的实施过程中还存在哪些问题，

从而有针对性的对计划进行相应的改善，我会认真、全面地



 

 

收集其第一手信息，确保调研结果真实可靠，带给学生们更

好的福利。 

第一，我会和领导了解调研意图，明确本次调研以农村

学生的日常饮食、营养摄入状况等为只要调查内容。成立调

研小组，选择走访和问卷两种调研方式，准备调查问卷。调

研地点选择在有实施膳食计划的学校。调研的时间我会选择

在学生们的用餐时间。但是前提是确保不影响学生们的正常

进餐。 

第二，为了确保数据的真实性，调研小组进行一次突击

检查。观看学校的学生膳食计划建设，观察学生就餐情况，

在不影响学生就餐的情况下，随机性的询问就餐学生一些问

题，例如膳食是否营养均衡，就餐环境是否有改善等等。走

访学校后勤和食堂的工作人员，询问膳食计划的工程实施情

况、管理是否规范和监管力度等问题； 

第三，为了保证调研的科学性，除进行走访外还要在学

校组织一次研讨会，请学校同学和老师参加，发放调查问卷，

请各位师生如实填写，如果有相关的意见和问题，进行记录

和解答，注意问卷的回收。 

将此次的调研结果进行统计和整理，请专家对此次调研

得到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分析，形成调查报告，最终结果向领

导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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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膳食计划关系到学生的健康成长，牵涉到千家万户

的切身利益，是一项惠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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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侧重调查内容、调查对象和调查方式。 

4.市里要举办老年人电脑培训班，有一位培训老师因病未去

上课，且事先未请假，引起老人不满，要求退学费，你作为

负责人该怎么处理？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年人电脑培训班，老师因病未去上课且未请假，老人不

满要求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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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通过道歉、

解释、安排复习、组织其他活动等方式来进行解决，最后进

行总结提升。 

【参考解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脚步，现如今电脑已经不仅是



 

 

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也要上网聊天、看新闻、看电影，为

了满足广大老年人学习电脑的迫切愿望，市里举办培训班，

这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体现对老年人的重视。出现题目

中的情况，如果解决不好这样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老年人的

学习情绪，对今后的培训工作也会造成影响。 

第一，作为负责人要对培训班的老年人进行真诚的道歉，

和他们说明老师没有来上课是因为老师生病了，请大家谅解，

并且放心，我一定处理好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 

第二，我会安排老年人们先对前一天课程的进行复习，

然后立即联系这位老师。看看他的病情是否有好转，能否来

上课，如果不能来上课那么我会问他能不能联系另外的老师

过来替他上课，如果能过来另外一个老师，我会向老师确定

讲课进度，准备好相关课堂材料，以便这位代课的老师能够

按照老年人们的特点来教学； 

第三，如果没有请来其他的老师上课，那么我会组织一

些活动，避免老年人浪费这次课程。我会将老年人分组，进

行电脑操作的一系列游戏和比赛，让他们充分利用这些天学

习到的电脑使用方法来操作，并且在他们比赛期间，找我的

同事去买一些小礼物当做奖品发放给胜出的老年人。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要时刻注意老师和老年人的身体情

况、培训情况。并且平时做好应急预案，以备遇到突发状况

时能够顺利的解决。 



 

 

【思维盲点/误区】 

老人有情绪，要先解决情绪再解决问题。 

【金句提炼】 

为了满足广大老年人学习电脑的迫切愿望，市里举办培

训班，这可以丰富老年人的生活，体现对老年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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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日下午福建省公务员面试真题解析解析 

1.很多运动员在国际大赛或重要的比赛取得优异的成绩，回

来后当地政府现对他们予以行政职位的奖励，请你谈谈对这

个现象的看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运动员取得优异的成绩，政府现对他们予以行政职位的

奖励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阐述运动员在国际大袋中获奖的背景，然后分

析运动员回来后当地政府给与行政职位的利弊，进而提出要



 

 

鼓励运动员为国争光、促进体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对策，最后

展望未来发展向。 

【参考解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的在国际

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其中我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的获奖

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鼓励运动员为国争光，促进

地方体育事业的发展，现在有个别地方对在国际大赛中获奖

的运动员以行政职位的奖励。 

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为地方政

府的体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

有一技之长的人招录到政府部门，来增加政府的人才贮备；

但另一方面，这种将行政职位作为奖励的做法，并不一定符

合这些运动员的切身需求，从而真正从源头上激发运动员的

训练热情，不能从根本上促进本地体育事业的发展，加之并

不是所有的在国际赛事上获奖的运动员都具备相应的政府

内工作的能力，给他们行政职位有可能使得群众对政府的工

作能力产生质疑，进而影响政府公信力。因此，地方政府的

这一做法，并不能真正起到鼓励运动员，推动地方体育事业

事业发展的作用，想要真正做到这一点，还需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 

第一，地方政府应做好本地体育事业发展的长期规划，

并且加大对于体育事业的财政资金投入，为本地体育事业的



 

 

发展奠定良好的物质和制度保障。 

第二，在全社会树立良好的运动意识，鼓励大家能够踊

跃参与到各项体育活动中来。可以通过定期举办本地的大型

运动赛事，既可以在本地营造良好的运动氛围，同时也可以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大家意识到体育的趣味性。 

第三，重视体育教育，将体育教育与正规教育相结合，

通过将有体育天府的学生进行特招等方式，来将真正有运动

精神并且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生进行重点培养，为本地的体

育事业发展培养专业化人才。 

我相信，通过以上这些措施，我国的运动员一定能够更

多的在国际赛事上拿下奖杯，为国争光，我国的体育事业一

定能够更上一层楼，取得长远的发展。 

【思维盲点/误区】 

找不准这么做的根本目的是什么，难以把握要解决的根

本问题。 

【金句提炼】 

这种做法，一方面可以调动运动员的积极性，为地方政

府的体育事业发展添砖加瓦，而且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将这些

有一技之长的人招录到政府部门，来增加政府的人才贮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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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运输部门原本为某小区开了几路的公交路线，后来发

现这几条路线没有多少人，便取消了这些路线。小区居民有

意见，领导派你去调查此事，你要如何做？保证调查的真实

性。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公交路线没有多少人，取消了，居民有意见，派你去调

查此事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准备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指出进行这次调查的重要性，然后从调查内容、调

查对象、调查方式等方面来展开调查，最后进行数据的会综

合整理。 

【参考解析】 

取消没有多少人的几条公交路线，其出发点是为了节约

公共资源。但现居民有意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一举

措影响了部分居民的出行，给他们的出行造成了一定不便。

现在，了解这一情况，有助于我们对他们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进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后期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因此，领导派我去调查



 

 

这个事，我会从以下几方面进行调查： 

第一，在调查之前先向居委会和小区居民进行摸底，了

解大家的主要意见和有意见的主要居民，掌握调查的方向和

对象。 

第二，本次主要调查居民的日常出行情况、他们经常乘

的公交路线、对于之前几条线路的乘车情况以及对于这些线

路取消的具体看法等方面，针对本小区居民，以家庭为单位

展开调查。 

第三，为了保证调查的效果，我会在每天下班之后居民

休息之前深入居民家中，采用访谈的方式对住户的意见和建

议进行深入的了解并做好记录。为了增强群众的配合程度，

可以在调查之前将此次调查进行宣传，在调查的过程中可以

赠送公交车代金券等。 

最后，我会对调查的数据进行汇总和整理，行程调查报

告，并整理出居民的具体意见和建议，上报领导。 

【思维盲点/误区】 

提问里单独问了怎么保证调查的真实性，因此这一部分

在组织的过程中要谈的详细一点。 

【金句提炼】 

了解这一情况，有助于我们对他们的具体意见和建议进

行更加深入的了解，有助于我们后期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

使我们的工作更加符合居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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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阐述调查的内容、对象、方式和调查

过程中的协调控制等。 

3.单位计划购置一套监控系统，领导把这事交代给你做，而

你在这方面几乎没有任何经验，这时你要怎么办？ 

【题型判定】 

解决问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购置一套监控系统，你没有任何经验 

【思维引导】 

三步走：分析情况—解决问题—总结提升 

首先说明购置监控系统的重要性，然后指出具体的解决

方案，最后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给单位购置监控系统，能够对单位的重要区域进行监控，

保障单位的安全，并对必要的工作区域进行监督，有利于单

位整体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的提高。特别是对于没有经验

的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地学习机会。因此，领导把这件

事交给我，我还是会服从领导的安排，并且积极高效的完成。 

第一，向领导请示该监控设备安装的主要区域、安装目

的及是否有特殊要求等，明确本次监控设备安装的具体要求。 



 

 

第二，我会向有经验的老员工或者之前接触过此类事情

的同事，朋友请教，学习经验，取长补短。并且通过上网、

实体店等方式，来了解市面上各种型号的监控设备的各项参

数，并咨询个监控设备厂家我单位适合的具体型号、价格、

使用年限以及售后服务等情况。 

第三，就此次监控设备的采购事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

通过各厂家竞标的方式，从中选择最优质价廉的设备，在竞

标的过程中可以请领导、有经验的老同事等一起来参与，从

而确保采购的质量。同时保证竞标的公开公正，避免不正当

竞争行为的出现。 

第四，按照竞标的最终结果，签订采购协议，实施安装，

做好测试。 

最后我要及时整理整个事件的过程，总结经验，发现自

己的不足，并写成书面报告，汇报领导，并把相关材料整理

备档。 

【思维盲点/误区】 

就事论事，不了解大型设备的采购流程。 

【金句提炼】 

给单位购置监控系统，能够对单位的重要区域进行监控，

保障单位的安全，并对必要的工作区域进行监督，有利于单

位整体工作效率和服务质量的的提高。 

【传统思路 VS 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比价格，比参数，自己选择最质优价廉的。 

个性化答题：通过竞标的方式来进行采购。 

4.群众因为拆迁问题到你单位寻求解决，情绪激动，单位领

导同事都不在，就你一个人值班，你怎么处理？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群众拆迁问题，情绪激动，就你一个人值班 

【思维引导】 

四步走：分析情况—确定任务—解决问题—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群众拆迁问题的重要性及，然后按照安抚情绪、

了解情况、分情况解决的流程来进行解决，最后进行总结提

升。 

【参考解析】 

搬迁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和根本保障，一旦无法保障，

会对群众的生活产生直接的影响。遇到相关的种种问题群众

产生情绪波动，这是可以理解的。作为一名政府的工作人员，

我要时刻站在群众的角度，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

因此，对于题目中所说的情况，我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解决： 

第一，热情接待，请他先将情绪稳定下来，有什么事情

可以告诉我，我们会马上解决，请他放心，并先让他填好上

访人员登记表。 



 

 

第二，了解群众的诉求，耐心倾听群众的心声，看他们

有哪方面的问题需要去解决，仔细分析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

并做好记录。 

第三，如果群众所反映的问题在我的工作职责范围内，

那么我会及时地帮助他们解决相应的问题，对于确实已经按

照规章制度办理的，耐心向他们解释，做好他们的情绪疏导

工作。 

第四，如果群众所反映的问题不在我的工作职责内，那

么我会告诉群众，领导今天不在，他们的意见我会收集起来

代为转达，并留下联系方式，方便领导回来联系见面。待领

导回来后，向领导反映问题看可否解决。并及时地向群众进

行反馈。 

最后我会总结此次事件经验，努力避免今后此类问题发

生，如果还有类似问题的出现，那么在下一次发生此类问题

之时也能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思维盲点/误区】 

不能分情况解决且对群众上访流程不熟悉。 

【金句提炼】 

作为一名政府的工作人员，我要时刻站在群众的角度，

急群众之所急，办群众之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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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