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6月 18日上午福建省面试真题解析 

1.现在很多政府将“幸福”列入市政指标，100多个城市公布了幸福指数，指数很高，但是

民众表示不满意，说说你的看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100多个城市公布的幸福指数很高、民众表示不满意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指出幸福指数出炉的背景，然后分析将幸福指数纳入市政指标的利弊，并针对此提

出具体的解决对策，最后引用习总书记的话来进行升华。 

【参考解析】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美好生活的标准不仅仅停留在物质生活上，

人们也愈发注重精神领域的享受。幸福指数的出炉正是这一现象的典型表现，但是政府数据

和民间数据的矛盾也反应出一些问题。 

一方面将幸福指数纳入市政指标表明了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执政的合理化和人性

化。考虑到我国现实的国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也将注意力转移到人民的精神领域，

更加注重群众的对执政的满意度，对生活的满意度。政府关注群众的幸福度其本身的出发点

是好的，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某些干部本身政绩观的缺失，监督制约机制的漏洞，

导致相关的调查信息真实度大打折扣，并不能反映出人民的真实心声，反而有“作秀”的嫌

疑。因此，我们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制定相应的信息收集和发布机制。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政府信息的采集和发

布进行系统规范，保证信息的收集的公平性和客观性，信息发布的及时性和有效性。以真实

的信息反馈民意，以真实的信息取信民心。 

第二，建立健全相关的信息制约监督体系。不仅仅是对前期信息的真实性进行调查监督，

当信息发布之后，面对民意如此之大的反差，相关的监督机构也应当进行调查，进行澄清。

同时监督还应当包括单位内部和外部两方面，辅以群众和媒体的舆论监督，多管齐下才能真

正保证信息的有质又有量。 

第三，从根本上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群众的幸福满意度。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体制，

免除人民的生活之忧；加强医疗改革，解决看病难问题；促进教育体制的完善，根治上学难

矛盾，只有解决了这些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民生问题，才真正让人民群众笑的起来，幸

福的起来。 

习总书记说道：“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真正将这句

话落实到我们心里，落实到行动上，我们才能真正反映和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思维盲点/误区】 

本题核心关键词是“幸福指标”，要注意审清题目。 



 

 

【金句提炼】 

习总书记说道：“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只有真正将这句

话落实到我们心里，落实到行动上，我们才能真正反映和提高人民的满意度。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扣题之后分析的时候不仅分析影响，还要分析原因。 

个性化答题：在分析完影响之后直接提对策。 

2.作为攀登者失去过往的足迹不可怕，可怕的是迷失未来的道路。请结合实际说说你的看

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提出问题远比解决问题难 

【思维引导】 

三步走：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 

首先论述点破这句话强调的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在意过去的得失，应当树立目标和自

信，面向未来。然后从沉溺过去无法迎接新生活和应当带着自信树立远大生活目标两个方面

去进行论证，最后进行呼吁。 

【参考解析】 

这句话告诉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不要在意过去的得失，应当树立目标和自信，面向未

来。 

沉溺在过去的人是无法迎接新生活，也是无法被新生活所接纳的。在我们过往的经历中，

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是擦干眼泪迎难而上，还是沉溺于过去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直

接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我国的残疾游泳运动员刘伟，命运一次又一次的作弄他，当他

踌躇满志的想成为足球运动员时，一场电击之下他失去了双臂，痛苦之后他没有向命运低头，

在他成为一名成功的残疾人游泳运动员之后，过度疲劳逼的他再次放弃，但是他再次挣开了

命运的枷锁，用自己的双脚奏出了自己人生中最美的乐章，至今他那句：“要么去死，要么

精彩的活着”感动了一代的年轻人。他在自己的新生活中找到了自己生活，找到了自己的价

值。 

面对未来我们应当带着自信，树立远大的生活目标。一方面我们要带着对生活的自信去

应对未来的种种挑战，在前进的道路上难免荆棘和磨难，即使别人对我们产生动摇和怀疑，

但是我们自己要坚定的站在自己身边，相信自己，同时带着这份自信去改变自己的生活；另

一方面也要树立属于自己的生活目标。除了自信之外，懂得自己生活的方向，明确自己奋斗

目标也是未来成功的关键。没有明确的目标，就无法产生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无法激

发为未来奋斗的激情。今天在电子商务领域无人不识马云，小时候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从小到大，马云不仅没有上过一流的大学，高考数学第一次考了 1分。高考失败，弱小的马

云做起踩三轮车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在金华火车站捡到—本书，路遥的《人生》，这本书改

变了这个傻孩子：“我要上大学。”正是在这样一个目标的支撑下他上了大学，创办了自己的

英语辅导社，最后成为了电子商务领域的龙头老大。 

生活总不能一帆风顺，但是未来却只能属于那些不知疲倦，不怕困难，自信，目标明确



 

 

的强者。 

【思维盲点/误区】 

这道题的难点对这句话核心要点的提炼，很容易对“失去过往的足迹不可怕，可怕的是

迷失未来的道路”的理解出现偏差。 

【金句提炼】 

在我们过往的经历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是擦干眼泪迎难而上，还是沉溺于

过去的痛苦之中无法自拔直接决定了一个人未来的发展。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只注意到过去和将来，但没有抓住“迷失”这个关键词。 

个性化答题：全面抓住关键信息，并对目标进行重点论述，使题目回答更有高度。 

3.为加强城市文化建设，实现“村村有书屋”，你作为一名文化部门工作人员，领导将这项

工作交给你，你怎么组织？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实现“村村有书屋、文化部门工作人员 

【思维引导】 

四步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表明村村有书屋活动的好处，然后从了解情况、前期准备、过程中协调控制和最后

最饥饿提升确保活动效果来进行组织。 

【参考解析】 

村村有书屋的活动不仅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更能体现政府对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任务。 

第一，我会先向领导请示，领会本次活动的内容和精神。向有经验的老同志请教，集思

广益。 

第二，本次活动的方式包括前期的调查活动和后期的实地建设乡村书屋两项。前期我们

应当采用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座谈会形式了解各个村镇内书籍需求的数量，种类等，后期

根据前期的调查在各个村镇内实地分发和建设相应的书屋。在这个过程中要和各地的乡镇负

责人取得联系，取得他们的配合，请求他们提供相应的场地。乡村书屋内书籍以农业科普知

识类为主，辅助一些其他类书籍。书籍的来源以本单位财政拨款购买为主，同时发动单位内

容捐赠和一些爱心企业的捐赠为辅。计划制定好之后我会和相应经费预算一起报领导审批。 

第三，我会做好相应的组织，协调，准备工作，确保各个小组各司其职，责任落实。分

别做好书本的分发和落实工作、全程配合新闻媒体做好报道、与乡镇负责人之间的沟通协调

以及义务捐书活动的开展。 

在阅览室组建完成之后，我会实地走访每个阅览点，了解前来看书的农民朋友们的需求，

及时补充书籍，完善阅览室的借阅制定等。同时给每个阅览点配备相应的管理员。最后将这

次组织活动的经验不足进行总结，向领导汇报，为下次活动的开展打好基础。。 

【思维盲点/误区】 

忽视题干所给的身份定位——文化局工作人员。 



 

 

【金句提炼】 

村村有书屋的活动不仅有利于文化知识的传播，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更能体现政府对

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关心，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圆满完成任务。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直接按照人地时物财来进行组织，对活动要素不加区分。 

个性化答题：针对活动要素中的重点，侧重了解需求及书籍选择和经费筹集等几方面展

开。 

4.你下乡去发放慰问金，记者全场跟踪。但是村民表示慰问金发放有猫腻，你怎么办？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记者全场跟踪、村民表示慰问金发放有猫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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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该情况会影响活动预期效果及政府形象，然后确定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有这

一问题，继而提出具体的解决对策，最后最本次事件进行总结和反思。 

【参考解析】 

发放慰问金体现了政府的关怀，但是出现了群众的质疑，如果不及时化解矛盾，不仅达

不到活动的预期效果，而且会对政府的形象产生严重影响，面对这个问题我会从以下几个方

面着手解决： 

第一，我自身要保持沉着冷静，及时的与村民进行沟通，安抚他们急躁的情绪，请他们

不要着急，然后听取他们产生怀疑的原因。同时及时和记者朋友们进行沟通，请他们不要匆

忙报道，我们会秉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及时调查清楚相应的情况，及时向他们通报，请他们放

心。 

第二，根据他们所反映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我会及时耐心的将慰问金发放的相关标准

详细的重新解释，并诚恳的向群众道歉，说明是我们前期准备不周，请求他们的谅解，并且

保证下次不会再出现类似的问题，请大家放心，我也会及时向记者朋友表示歉意，讲清楚相

关情况，取得他们的谅解。 

第三，如果是真的出现了相关的问题，我会耐心的倾听群众的意见，将大家反馈的意见

记录下来，并承诺及时汇报领导开展相关的调查，如果真的有不公正等问题一定及时解决，

保证这次慰问金真正的发放到位。对于记者朋友们我们也会承诺及时将调查情况通知他们，

并且希望他们能以客观公正的立场报道事件，认真还原事件经过，并再次表达我们的歉意。

相信通过相关沟通后，记者朋友们也一定会公正报道。 

李克强总理说过：公正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

公正的守护者。在对群众工作中一定要做到客观公正，才能保证我们的各项工作顺利的开展，

群信于民。 

【思维盲点/误区】 

不仅要注意居民的反映，还要注意媒体关系的处理。 

【金句提炼】 



 

 

李克强总理说过：公正是社会创造力的源泉，是提高人民满意度的一杆秤，政府理应是

公正的守护者。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只解决居民认为慰问金发放有猫腻的问题。 

个性化思路：不仅解决居民的问题，还要注意媒体的处理。 

 

 

2013 年 6月 18日下午   福建省公务员面试真题解析 

1.对高校 689 名大学生调查，66%的受访大学生表示愿意自主创业，可是只有 9%的大学生付

诸实践，针对这一现象你怎么看？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现象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自主创业，只有 9%的大学生付诸实践 

【思维引导】 

四步走：扣题-分析-对策-升华 

首先表明大学生创业的相关背景，然后表明题目中所说的现象的好处和不足，进而分析

造成大学生创业少的原因，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后结合习总书记的话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2013 年被喻为最难就业年，大中专院校的毕业生人数达到了 699 万人，面对如此之大

的就业压力，许多大学生选择自己创业，但真正创业的人却微乎其微，这个现象是耐人寻味

的。 

一方面，66%的大学生都曾考虑过自己创业，这表明了毕业生择业观念的多元化，显示

出我国市场经济的高度发达，人们早已跳出了计划经济的束缚，企业的地位大幅度上升。在

活跃自由的经济环境下，年轻人有条件可以自己创业，特别是公司法将创办公司的门槛降低

后，一人公司成为了可能，更加激发了年轻人的创业激情。但是最后真正创业成功的却少之

极少，其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从学生自身角度来说，硬件条件的不够是促使最后走上创业道路学生少的根本原

因。自己创业需要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精明的商业头脑和风向承受能力了，而这一切正是刚从

校园毕业的学生缺乏的，在理性衡量了自身条件之后促使许多学生最后放弃了创业。 

第二，从社会角度来说，经商创业本身就需要过高的资本，这种要求初出茅庐的学生根

本无法达到；并且国家和学校在指导毕业生就业时，没有给予毕业生经商的过多引导，国家

对于毕业生的创业的优惠政策也相对较少。 

面对就业生剧增的局面，引导毕业生自己创业也是解决就业难问题的一个有力方法： 

第一，毕业生自身如果有创业意向，在校期间就应当做好相应的准备，在自身能力和技

能上就应当有意识的培养，同时还可以利用暑假时间和业余时间到相关的企业实习，增强自

己的经验。 



 

 

第二，学校和政府应当给予毕业相相关创业的就业指导和政策优惠。各个高校应当做好

前期的就业指导，同时也可以请一些成功企业家进校园做讲座，给学生提供帮助。政府也可

以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对大学生创业开辟绿色通道，比如税收减免等。 

习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毕业生，要想在社会立足更多的还是在校期间不

断的磨砺自己，掌握过硬的本领，那么将来走入社会就能游刃有余的应对各种挑战，真正实

现自我价值。 

【思维盲点/误区】 

本题答题的重点在表示愿意创业的人多而真正付诸实践的人少。 

【金句提炼】 

习总书记说过：打铁还需自身硬。作为毕业生，要想在社会立足更多的还是在校期间不

断的磨砺自己，掌握过硬的本领，那么将来走入社会就能游刃有余的应对各种挑战，真正实

现自我价值。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就一般意义上的大学生创业泛泛而谈。 

个性化答题：针对题干信息，重点分析大学生愿意创业的人多而真正创业的人少的原因

以及解决的对策。 

2.保罗·萨谬尔森说，新的事物不会自己出现，需要有心人在旧事物中发现。结合实际，

谈谈你的看法。 

【题型判定】 

综合分析观点类 

【破题之道：关键词】 

需要有心人发现 

【思维引导】 

三步走：就话论话-就话论理-就话论人 

首先先表明保罗·萨谬尔森这句话旨在强调旧事物的重要性，并联系到实际，告诉我们

要尊重经验、尊重传统。然后论述尊重经验和传统的重要性，再结合个人和企业谈怎么样尊

重经验和传统，最后用牛顿的名言来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这句话说的是旧事物是产生新事物的基础，强调旧事物的重要性。联系到我们生活的实

际其实也是告诉我们要尊重经验，尊重传统。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不朽动力，但是创新的前提是在前人的智慧之上有所突破。当我

们做一件是事情要取得突破的时候，那么也是表明我们在这个领域已经掌握了足够的知识和

技能，而这一切的来源正是前人的经验，前人的传统，这些都充分点名经验和传统的重要性，

德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整个社会都满目疮痍，但是这古老的日耳曼并没有气馁，他们用辛勤

的劳动和充满激情的创新，让这个国家在战后很快焕发出了比战争前更加璀璨的光芒。这正

是这个民族创新的力量。因此我们要尊重经验，尊重传统。 

作为个人，我们平时在工作中学习中要多多向领导求教，向老同志求帮助，时刻保持一

种谦逊的态度进行学习。牛顿说过：“我之所以会成功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因此

我们要在吸取前人各种经验的基础上弥补自己的不足，充实自己的能力。承前启后，继续发



 

 

扬老一辈的好传统，我们民族的好传统。 

而作为企业要想求真创新，应当多想国外优秀同行学习请教，多派出人员到国外进修，

学习外国的先进经验；同时向国内企业多多学习，多多开发一些我们的传统项目，让老传统

焕发出新时代的光彩。 

牛顿那句名言还时刻在我们的耳边响起：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

了巨人的肩上。只有做到这种谦虚的态度，尊重经验，尊重传统才能将新事物做的更好，让

我们自身走的更远。 

【思维盲点/误区】 

这道题容易就保罗·萨谬尔森的那句抓直接展开论证，而没有注意到最后要求结合实际。 

【金句提炼】 

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上。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当成一般的观点题，泛泛而谈，不联系实际。 

个性化答题：联系实际，将保罗·萨谬尔森的这句话引申为尊重经验、尊重传统，然后

去展开论述。 

3.小学生使用 qq和微博，你是班主任，组织一次活动，要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和学习的

关系，你要怎么组织？ 

【题型判定】 

组织管理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组织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和学习的关系 

【思维引导】 

三部走：目的意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总结提升 

首先。 

【参考解析】 

信息时代，网络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当今许多小学生也开始适用 QQ

微博网网络信息工具。合理的引导小学生适用这些软件，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生的业务生活，

还可以加强师生感情的交流，我会通过一些类活动，灵活的引导学生合理使用这些软件: 

第一，我会向领导请示，明确本次活动的目的和精神。同时向老同志请教，集思广益。 

第二，本次活动的方式采用微博知识讲座形式，同时穿插有奖问答环节。讲座的内容包

括：微博的使用方式，微博的作用，使用微博的注意事项等。我还会邀请本校的电脑老师和

本地的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共同完成讲座。时间就定在本周五下午，学校大礼堂内，我会将

相关的预算方案汇报给领导审批。 

第三，我会做好沟通协调组织工作。安排专人负责做好活动当天的拍照录影工作；维护

好礼堂内的秩序；安排好投影仪，并且购买相应的小礼物并负责分发。并且考虑到是对小学

生讲座，一定要保证讲座气氛不会过于枯燥。 

第四，讲座中可以辅以投影，影视资料，让听众直接上台参与的多种形式。二；讲座中

穿插小组讨论，知识问答环节，让小听众们自己参与到活动中，更加直接的了解微博的内容。 

我会让学生们写下相应的心得体会，同时对这次活动进行总结，上交给领导，便于下次



 

 

活动的顺利开展。 

【思维盲点/误区】 

这里是组织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和学习的关系，而不是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这两

者之间稍微有些区别，要注意区分。 

【金句提炼】 

合理的引导小学生适用这些软件，不仅有利于丰富学生的业务生活，还可以加强师生感

情的交流。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按照一般的答题思路去进行，没有抓住题干中的引导学生正确使用网络和学

习的关系。 

个性化答题：能够注意到题干调查信息的特殊性，配以引导和区分。 

4.领导给你和办公室的小王布置任务，任务重时间紧，有一天，你和小王在发牢骚，抱怨

领导没有统筹全局，安排了这么多的任务，刚好领导经过听到你说的话，此时你要怎么办？ 

【题型判定】 

应急应变类题 

【破题之道：关键词】 

抱怨领导没有统筹全局、刚好领导经过听到你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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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这件事情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并且会影响同事关系，然后从客观、我和小

王处理方式的反思、日常正视自己不足及适当减压等方面来提出解决方法，最后进行总结。 

【参考解析】 

日常工作上难免会有一些矛盾，如果不及时解决的话不仅不利于工作的正常开展，而且

还会影响同事关系，发生了这种情况，我会保持冷静，及时化解误会。 

第一，客观上工作任务繁重，时间紧迫，我和小王会有一些压力，所以小王和我有些疲

惫，通过抱怨这种形式来发泄自己的压力，但是我们在议论的内容仅仅是针对工作紧迫，是

工作任务本身，对事不对人，并不是对领导的为人产生了不满，压力之下人们确实会用言语

来适当发泄，这也是人之常情，领导过来听到了，他也一定会理解我们的。 

第二，我和小王的这种减压方式也有所不妥。面对压力，仅仅靠言语的不满来环节压力

并不是最佳的减压方式，反而会造成和同事甚至领导关系的误会和紧张。 

第三，在日常生活中我和小王应当正视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加强自身素质和自身能力，

我们只有自身具备过硬的本领，当高强度的工作来临之际，我们才能游刃有余的完成好各项

工作。 

第四，面对压力我们也要寻找适当的减压方式，多和领导和同事朋友沟通，采取在工作

外采用爬山，喝茶，健身等方式舒缓工作压力，保持一颗健康的心。 

压力与动力,其实是一对孪生的兄弟,相辅相成,互为作用。面对工作中的压力我们要学

会正确看待，正确对待，化压力为动力，更好的完成各项工作。 

【思维盲点/误区】 



 

 

容易忽略题干中所给出的客观因素，并且在答题的过程中也不会借鉴。 

【金句提炼】 

在日常生活中我和小王应当正视自己的不足，不断的加强自身素质和自身能力，我们只

有自身具备过硬的本领，当高强度的工作来临之际，我们才能游刃有余的完成好各项工作。 

【传统思路 VS个性化答题】 

传统思路：抓不住重点，泛泛而谈。 

个性化思路：主要矛盾是因为它和小王发牢骚，那我作为一名公职人员，一定要起到表

率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