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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2017 年山西省行政机关报考职位分析

2016 年山西省直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直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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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太原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太原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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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大同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大同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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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晋城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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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晋城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晋中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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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晋中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临汾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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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临汾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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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吕梁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吕梁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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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朔州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朔州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11

2016 年山西省忻州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忻州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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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运城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运城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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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长治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6 年山西省长治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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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阳泉市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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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山西省阳泉市党群机关笔试十大最高/低成绩

2015 年山西省直行政机关笔试十大最高成绩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总成绩

山西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参照管理) 经济发展 142

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文秘职位 3 141.8

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西班牙语翻译 141.65

山西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行业管理 140.2

山西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公室 西班牙语翻译 138.7

山西省财政厅国库支付中心(参照管理) 财政管理 138.4

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办公文秘 138.1

山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参照管理) 调解仲裁 137.8

山西省粮食局 市场与治理管理 136

山西省财政厅驻省直行政财政监察处 财政监督检查 1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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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山西省直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最低成绩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总成绩

山西省统计局 会计审计 96.6

山西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参照管理) 经济发展研究职位 97.9

山西省财政厅驻阳泉市财政监察处 财政监督检查 98.1

山西省教育厅 管理职位 99.1

山西省教育厅 管理职位 99.4

山西省财政厅驻阳泉市财政监察处 财政监督检查 99.4

山西省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参照管理) 财务管理 99.9

山西省交通运输厅 综合管理 100.7

山西省文化厅 应急职位 101.6

山西省煤炭地质局(参照管理) 工程预算 102.6

2015 年大同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行测成绩

大同市矿区政府办公室 科员 143.3

大同市南郊区政府办公室 科员 136.4

大同市环境保护局南郊分局环境监察大队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_

科员 1 134.6

大同市环境保护局城区分局 科员 132.6

大同市法律援助中心(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科员 132.6

左云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131.7

大同市农业委员会 科员 3 131.1

大同市司法局 科员 2 130.1

大同市南郊区政府办公室 科员 129.7

大同市环境保护局南郊分局环境监察大队

(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科员 1 129.6

2015 年大同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笔试成绩最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行测成绩

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 科员 1 75

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 科员 1 79.1

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 科员 79.8

大同市浑源县水务局 科员 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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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市浑源县水务局 科员 84

大同市阳高县畜牧兽医服务中

心(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科员 1 85.6

大同市天镇县政府办公室 科员 87.8

大同市浑源县公安局 科员 3 88.7

大同市阳高县体育运动管理中

心(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科员 89.9

大同市阳高县政府办公室 科员 1 92.1

2015 年晋城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行测成绩

晋城市环境保护局 科员 138.6

晋城市民政局 科员 3 135.5

晋城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参照管理) 科员 1 135.4

晋城市民政局 科员 2 134.6

晋城市泽州县科技局 科员 134.4

晋城市司法局 科员 133.4

晋城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科员 133

晋城市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科员 132.5

晋城市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参照管理) 科员 132.3

晋城市城区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参照管理) 科员 132.1

2015 年晋城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笔试成绩最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行测成绩

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科员 6 95.4

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科员 6 94.9

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科员 1 94.3

晋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科员 9 93.1

晋城市阳城县公安局 科员 1 92.9

晋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科员 9 92.4

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科员 2 91.9

晋城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科员 1 88.6

晋城市城区司法局 科员 88.1

晋城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科员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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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晋中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介休市司法局 科员 1 134.5

晋中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综合管理科员 134.4

晋中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参照管理)

综合管理科员 134.2

昔阳县经济和商务粮食局 综合管理科员 2 134.2

晋中市供销合作社(参照管理) 科员 133.1

晋中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综合管理科员 132.2

晋中市地震局(参照管理) 科员 132

晋中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综合管理科员 131.9

介休市政府办公室 科员 2 131.9

晋中市中小企业局(参照管理) 科员 131.2

2015 年晋中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笔试成绩最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榆社县公安局 76.8

左权县公安局 特警 79.1

左权县公安局 特警 79.6

左权县公安局 特警 82.2

左权县公安局 特警 84.4

左权县公安局 特警 91.5

晋中市公安局 科员 92.1

介休市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

中心(参照管理)

科员 92.4

左权县机关事务管理局(参照管

理)

科员 93.7

左权县公安局 特警 93.8

2015 年临汾市行政机关笔试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曲沃县经济和信息化局 信息管理科员 134.1

洪洞县科学技术局 业务管理科员 131.1

浮山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视频安全监督管理科员 130.4

霍州市发展和改革局 国民经济综合科员 129.7

永和县司法局 办公室科员 129.2

永和县发展和改革局 办公室科员 128.4

临汾市住房保障和城乡建设管

理局

市容园林管理科员 1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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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马市财政局 财政管理科员 2 127.9

乡宁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1 127.8

洪洞县人口和计划生育局 统计管理科员 127.8

2015 年临汾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笔试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临汾市公安局机关 计算机科员 1 78.3

大宁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监管科员 80

永和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药品综合监管科员 81.9

隰县公安局 治安科员 83.3

临汾市公安局机关 计算机科员职位 3 83.9

吉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2 84.4

临汾市公安局机关 计算机科员 1 88.7

大宁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食品监管科员 89.7

临汾市公安局机关 看守科员 2 91.8

临汾市公安局机关 看守科员 2 92.1

2015 年吕梁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吕梁市林业局 科员 1 137.7

交城县经济研究中心(参公单位) 科员 137.5

交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科员 133.9

吕梁市司法局 科员 133.6

吕梁市农机服务中心(参公单位) 科员 3 132.9

吕梁市林业局 科员 2 132.9

吕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1 132.9

吕梁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2 132.6

吕梁市公安局 科员 7 132.5

吕梁市商务局 科员 132.5

2015 年吕梁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笔试成绩最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岚县公安局 科员 1 77

岚县公安局 科员 4 87.1

文水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91.7

岚县预算外收费管理中心(参公单位) 科员 2 94.2

文水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95.1

文水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95.7

文水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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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96.6

吕梁市公安局 科员 1 96.8

吕梁市公安局 科员 1 97.1

2015 年朔州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朔州市朔城区财政局 科员 2 133.1

朔州市朔城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科员 2 129.9

朔州市朔城区审计局 科员 1 127.7

朔州市朔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科员 2 127.6

朔州市朔城区审计局 科员 1 126

朔州市朔城区财政局 科员 2 125.3

朔州市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参公单位) 科员 1 125.1

朔州市朔城区审计局 科员 1 124.9

朔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科员 1 124.8

朔州市朔城区财政局 科员 2 124.5

朔州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参公单位) 科员 2 124.3

2015 年朔州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笔试成绩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5 80.2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6 86.3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7 87.9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6 90.8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2 93.9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5 93.9

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 科员 1 97.4

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 科员 3 98.3

朔州市公安局平鲁分局 科员 1 99.3

右玉县公安局 科员 1 99.7

2015 年阳泉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阳泉市城区教育局 科员 2 133.9

阳泉市郊区成本调查队 科员 133.2



21

平定司法局 司法助理员 2 132.8

阳泉市政府采购中心(参照单位) 科员 132.7

阳泉市财政局 科员 1 132.6

阳泉市工商局城区分局 基层工商所科员 2 132.4

阳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131.7

阳泉市城区教育局 科员 1 131.6

阳泉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131.1

阳泉市郊区李家庄乡政府 科员 130

2015 年阳泉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阳泉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警员职位 93.8

阳泉市公安局西城分局 警员职位 93.3

阳泉市公安局 经济侦查警员 91.9

平定县公安局 刑事侦查警员 91.8

阳泉市公安局矿区分局 警员职位 91.5

阳泉市公安局矿区分局 警员职位 89.3

阳泉市强制隔离戒毒所 医生职位 86.3

阳泉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 警员职位 85.7

阳泉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警员职位 79.8

阳泉市公安局 食药侦查警员 78.2

2015 年运城市行政机关笔试成绩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平陆县中小企业局(参照管理) 科员 133

运城市环境监察支队(参照管理) 科员 2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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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绛县公安局 科员 131.1

永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2 130.2

永济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科员 1 129.7

运城市教育局 科员 2 129.3

运城市人民政府研究室(参照管理) 科员 1 128.6

运城市环境监察支队(参照管理) 科员 2 128.4

运城市环境监察支队(参照管理) 科员 1 128.3

运城市环境监察支队(参照管理) 科员 127.9

2015 年运城市行政机关进入资格复审最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运城市城乡低保管理中心(参照管理) 科员 92.7

新绛县公安局 科员 1 89.6

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分局 科员 1 88.7

临猗县公安局 科员 87.4

新绛县公安局 科员 1 87.1

临猗县公安局 科员 85.1

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分局 科员 4 84.7

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分局 科员 4 84.5

新绛县公安局 科员 3 81.6

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分局 科员 4 80.6

临猗县公安局 科员 2 77.5

运城市盐湖区公安分局 科员 4 76.6

2015 年长治市行政机关笔试前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长治市统计局 科员 141.4

长治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科员 1 140.6

长治市城区旅游信息服务中心(参照管理) 科员 134.4

长治市国土资源局城区分局 科员 132.8

长治市环境监察支队(参照管理) 科员 132.5

长治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科员 3 131.7

长治市审计局 131.5

长治市水利局 科员 131.1

长治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 科员 130.3

长治市地震局(参照管理) 科员 1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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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长治市行政机关资格复审最后十名

部门名称 职位名称 笔试成绩

长治市公安局 科员 6 78.6

长治市公安局看守所 科员 5 84.3

长治市公安局城区分局 科员 1 84.5

长治市公安局 科员 6 87.7

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 科员 1 90

长治市公安局 科员 6 91

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 科员 1 91.6

长治市公安局郊区分局 科员 1 92.8

长治市公安局看守所 科员 1 93

沁源县公安局 科员 1 93.3

第二部分 报考指南

一、关于报考条件

1、哪些人员可以报考公务员？

凡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十一条规定、《山西

省 2017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告》（以下简称《招考公告》）中所

规定的报考条件以及招考职位表中规定的职位资格条件者，均可报

考公务员。

2、哪些人员不能报考？

此次招考公务员，下列人员不能报考：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在各级公务员招考中被认定有舞弊等严重违反录用纪律行

为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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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被辞退

未满五年的；

（4）现役军人；

（5）试用期内的公务员（参照管理单位工作人员）和聘用到事

业单位工作不满 1 年的人员；

（6）在读的非应届毕业生（其中，非 2017 年应届毕业的全日

制专升本人员、研究生不得以原取得的学历、学位证书报考）；

（7）具有法律规定不得录用为公务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此外，报考人员不得报考与招录机关公务员有《公务员法》第

六十八条所列情形的职位。

《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规定：“公务员之间有夫妻关系、直

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以及近姻亲关系的，不得在同

一机关担任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职务或者有直接上下级

领导关系的职务，也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职务的机关从事组织、

人事、纪检、监察、审计和财务工作。” 公务员录用考试是职位竞

争考试，报考人员通过笔试、面试、体检、考察等环节的选拔，最

终将被录用到所报考的职位上任职。如果报考人员与招录机关公务

员有公务员法第六十八条所列情形，一旦报考该职位且被录用，则

立即形成回避关系。

8、按照有关规定，2014 年以后被录用为乡镇机关公务员或聘用

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服务未满 5 年（含试用期）的、通过政法干警

考录到岗工作后不满规定服务年限的，以往报考时职位有要求未满

服务年限的，不得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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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留学回国人员报考需要提供哪些材料？

留学回国人员报考的，除需提供《招考公告》中规定的材料外，

还要出具教育部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学历认证材料等，应在资格复审时与其他材料一并交审查机关

审核。

4、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的毕业生是否可以

报考？

非普通高等学历教育的其他国民教育形式（自学考试、成人教

育、网络教育、夜大、电大等）毕业生取得毕业证后，符合职位要

求的资格条件的，可以报考。

5、2015 年、2016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可否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

报考？

2015 年、2016 年国家统一招生的普通高校毕业生未落实工作单

位，其户口、档案、组织关系保留在原毕业学校，或保留在各级毕

业生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

务机构和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生，可按应届高校毕业生对

待。

6、什么是“基层工作经历”？

招考职位要求有基层工作经历的，是指具有在县级及以下党政

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村（社区）组织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组

织等工作的经历。在军队团和相当于团以下单位工作过以及自谋职

业、个体经营经历的，可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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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有关规定，在设区的市属机关和参照管理单位工作经历，

以及应届毕业生在校期间的社会实践经历，不能视为基层工作经历。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到高校毕业生实习见习基地（该基地为基层

单位）参加见习或者到企事业单位参与项目研究的经历，可视为基

层工作经历。

7、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以何种身份报考？

具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应届毕业生，可按应届毕业生身份报考。

如果符合职位规定的基层工作年限，也可以报考要求具有基层工作

经历的职位。

8、基层工作经历截止时间如何界定？

除有专门规定外，基层工作经历截止时间为 2017 年 3 月。

9、报考年龄是如何规定的？

年龄在 18 周岁以上、35 周岁以下（1981 年 3 月 18 日至 1999

年 3 月 18 日期间出生）的人员，均符合报考年龄规定。2017 年应届

毕业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非在职）招考年龄可放宽到 40 周岁

以下（即 1976 年 3 月 18 日以后出生）。按照公务员招录有关政策

规定对年龄条件有特殊要求的，以招考职位表中要求的年龄为准（其

中 30 周岁以下为 1986 年 3 月 18 日以后出生，28 周岁以下为 1988

年 3 月 18 日以后出生，25 周岁以下为 1991 年 3 月 18 日以后出生）。

招考职位有户籍要求的，是指考生报名时常住户口所在地或生

源地。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服务所在地，可视为户籍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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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参加“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等项目的人员如何认定？

参加上述四个项目的人员报考，应在原报名网上下载打印《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审核表》，经相关部门审核盖章。其中参加“选聘

大学生村官工作”项目的，由市、县两级组织部门审核盖章；参加

“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项目的，由省教育厅

审核盖章；参加“三支一扶”计划项目 2010 年及其以后未取得服务

证书的，由省人社厅审核盖章；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和 2010 年以前参加“三支一扶”项目的，由团省委审核盖章。

以上材料在资格复审时与其他材料一并由审查机关审核。

11、参加“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

教师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

计划”等项目的人员可否以应届毕业生的身份报考？

参加“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

特设岗位计划”、“三支一扶”计划、“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等项目的人员，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并经有关部门审核盖章后，

可以按应届高校毕业生的身份报考。

12、退役的全日制大学生士兵指哪些人员？

退役的全日制大学生士兵是指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在大学学

习期间应征入伍的退役士兵或参加全国统一招生考试大学毕业后应

征入伍的退役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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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退役的全日制大学生士兵在报考公务员时可享受哪些优惠

政策？

退役的全日制大学生士兵在报考公务员时，可享受服务基层项

目人员的政策优惠，报考服务基层项目人员专门职位或应届毕业生

职位。

二、关于报考职位

1、报考人员可以报考几个职位？

报考人员只能报考一个职位。

2、报名期间可否查询各职位的报名情况？

考虑到网络安全和资格审查的要求，报名期间不提供各职位的报名情况。

但为了引导考生正确选择报名职位，将在 3月 22 日对报考人数不足 1:5 的职

位面向社会公布一次，以供考生参考。望广大考生按《公告》要求，把握好时

机，及时报名与缴费。

三、关于面试

1、如何确定参加面试人选？

省委组织部、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公务员局从达到最低合格分

数线考生中依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计划录用人数 3 倍的比例确

定参加面试资格复审的人选；若最低合格分数线内人数未达 3:1 的，按实有人

数确定。检察官助理职位按 2：1的比例确定参加面试资格复审人选，若最低

合格分数线内人数未达 2：1 的，按实有人数确定。

报考法检系统、公安机关（不含公安机关法医职位）、省监狱管理局系统

和戒毒管理局系统等人民警察（司法警察）职位的，按规定需进行体能测评。

体能测评安排在面试前组织进行，不合格的不能参加面试。参加体能测评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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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在笔试成绩达到合格线的考生中，根据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序，按计

划录用人数的 5倍确定（笔试合格人数不足的按实有达线人数确定）。招录机

关从体能测评合格人选中按照计划录用人数的 3 倍，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确定面

试资格复审人选。如体能测评合格人数与计划录用人数达不到 3:1 的，按实有

人数确定。

2、如何查询是否进入面试？

各职位参加面试的人员名单将在面试前统一在山西人事考试网上公布。

报考人员可登录山西人事考试网查询。

四、关于体检和考察

1、如何确定体检和考察的人选？

招录机关按照考试综合成绩（包括笔试和面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的顺

序等额确定参加体检和考察的人选。

2、体检和考察由谁负责？

报考省直机关和地税系统职位的，体检和考察工作由省直招录机关负责；

报考市级及其以下机关的，由市委组织部或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

3、体检依据什么标准进行？

体检执行人社部、卫生计生委、国家公务员局《关于修订<公务员录用体

检通用标准（试行）>及<公务员录用体检操作手册（试行）>有关内容的通知》

(人社部发[2016]140 号)；报考法检系统、公安机关（含公安机关法医职位）、

省监狱管理局系统和戒毒管理局系统等人民警察（司法警察）以及有特殊要求

职位的，还应执行《公务员录用体检特殊标准（试行）》。体检应在指定的医

疗机构进行。

4、在什么机构进行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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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检应在指定的医疗机构进行。报考省直机关和地税系统职位的，将在

省会太原进行；报考市级及其以下机关职位的，由所报考市委组织部或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按规定组织进行。

五、关于报考人员违纪违规处理

报考人员应当遵守招考的有关要求，服从公务员主管部门、公务员考试

机构和招录机关的安排。对违反规定的，按照《公务员录用考试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办法（试行）》分别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取消（不予）录用、五年内不得

报考公务员、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等相应处理。违纪情节严重的，由公务员主

管部门或公务员考试机构向报考人员所在单位（学校）通报，追究其相应责任。

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三部分 考试形式分析和职位填报指导

一、形势分析

相信许多考生在看完 2016、2015 年山西省各类职位的最高分和最低分的

统计后，都会在自己的心理估算自己的分数，以及思考自己可能报考的职位等

问题。下面，我们就给各位考生简单梳理一下分数方面的整体情况。

其实，从 2016 年整体的考试形式来看，与往年所呈现的规律相比差别并

不明显。基本是报考省级单位的分数要高于一般地市的分数；市里的职位分数

要高于县里的职位分数。

具体说来，各地岗位最高的录取分数线，大概都在 120 分—130 分之间。

从城市本身的角度而言，朔州市的整体录取分数低于其他地市；从区域分数而

言，戒毒所以及大同市相关职位的最高录取分数，比朔州市略高，但比其他地

市略低；从岗位本身而言，县公安局的录取分数要明显低于其他岗位，分数方

面的压力似乎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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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需要各位考生注意的是，这些分数线，仅供大家参考。一来这些分数

都已经是“过去式”，2017 年的具体分数只有考试结束后才能统计出来；二

来每一年报考各地市、各岗位的考生无论从人数还是基础水平来看，都是不确

定的因素，因此分数方面仍然存在很大的变数；三来就各个岗位而言，其实还

要受报考专业的限制，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某个职位分数看上去很低，每个

考生就都能报考；最后，具体到每个职位的竞争压力，也并非是分数越低，竞

争压力越小，这还需要看具体的报考人数——比如县级公安岗位分数虽然很

低，但报考的人数并不少，对于能够报考的考生来说，大家的基础都在同一个

水平线上，因此本职位的竞争仍然十分激烈。

二、报考指导

公务员考试不同于其他类考试，因为这种考试本身有“名额”的限制；每

位考生只能报考一个岗位；而各方考生在选择职位报考后，其实本岗位的各方

考生的水平也是每年都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公考录取方面的许多不确定因

素。那么，考生应该如何选择职位呢？

从考生的角度而言，各种考虑的情况都有：有的考生觉得自己非某个城市

不去；有的考生是非某个系统的工作不去；也有的考生无论是哪里的职位，能

考上都行，都去。大家当然要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或自己最

心仪的岗位。

前面已经分析过各地市及一些特点鲜明的岗位的分数情况。具体到各位考

生而言，选择一个正确的岗位，无疑会大大提升自己的录取概率。一般情况下，

考生在面对招考职位信息表的时候，首先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筛选，比如看

中工作地点、工作城市的，要在城市里面进行筛选；看中岗位本身的，要首先

筛选工作部门；这两种情况筛选过后，便需要进一步考虑专业及招录人数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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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了。至于觉得只要考上，哪里都行的考生，选择自然会多一些，且可以直接

进入筛选专业及招录人数的部分。

对于专业方面的筛选，一般对专业限制的越严格的岗位，竞争压力相对会

较小——道理很简单，如果某个岗位专业要求较宽，甚至是不限专业的岗位，

可选择的本岗位的考生，或本身是冷门专业、无其他合适岗位的考生，便都会

选择此类职位。随着本岗位报考人数的增多，竞争压力、最终的分数，自然就

会“水涨船高”。而此前历年考试中不限专业的岗位的录取分数，也证明了这

一点。所以，考生应该将更多的目光，集中在专业限制严格的岗位上。

对于人数方面的筛选，我们希望考生不要陷入一种误区：要的人少，比如

只要 1 个人，就越难考。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录取最终的分数，要收到报考人

数、考生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的限制，因此，并不意味着要的人少，分数就一定

高。之前我们也见过许多考生，没有所谓的“关系”，只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进入了只招 1 人的岗位的面试——其实，他们的分数未必很高——或许，大家

都担心“只要 1个人的岗位”不好考，就都不太敢报了呢！所以，考生还是需

要综合各方面的因素考量，全面考虑地点、岗位等因素，灵活选择。

当然，如果山西省考仍然延续此前“报考岗位人数不公布”的特殊“惯例”，

那么报考人数带来的压力问题，就完全不需要考生考虑了——而如果一旦今年

能够查到本职位的报考人数，当然是平均竞争压力越小，录取的成功率越高。

你们懂的。

不过，我们更希望考生明白一个道理，无论大家报考的是什么岗位，最终

的结果都如前文所说，充满了“不确定性”。许多考生甚至在报考结束后，每

天担心各种奇葩问题，比如同一岗位的考生水平太高怎么办，题太难怎么办等

等。我们要知道，对这些问题有所顾虑，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不可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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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担心。况且，这些因素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左右的。客观现实不会因为我们

的担心而有任何改变。我们唯一能左右的，就是自己的学习和考试的水平。毕

竟，无论你选择哪个职位，都只有“高分”才能带给你“成功”，你才不用“看

别人的脸色”。你考了高分，你才能“硬气”；你考了高分，你才能做到无论

报的那个职位，都能录取。

我们需要这样的“霸气”，我们需要这样的“信心”，我们需要这样的“目

标”，我们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努力”。不要忘了，公考笔试之后，还有面

试。笔试成绩高，才能让你的面试更加稳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