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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9B_BD_E5_AE_c26_489014.htm 一、简析2008年2月20

日----2008年2月23日国家公务员面试真题 （一）2008年2月20

日国家统计局调查大队 1.今年公务员有的职位报考比例

达1000：1，你对此有什么看法？（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

法型） 2.今年春运不涨价，你有什么看法？（综合分析类--

就现象谈看法型）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类--

就现象谈看法 2、 题型比例：综合分析类：100% 3、 题目数

量：2 4、 题目难度：略难 （二）2008年2月20日北京国税面

试题 1、 临时组成一个调查小组，大家彼此都不熟悉，你作

为一个资格最浅的人，如何让大家熟悉你？（人际交往类）

2、哈佛捐给哈佛图书馆250本书，非常珍贵，图书馆规定只

能在阅读，不能借出。一场大火，把图书馆烧了，只有一本

书留了下来，原来有一名同学偷偷把这本书拿了出来，现在

还给了学校。学校先表扬了这个同学，但最后还是把这个同

学给开除了，问你怎么看？（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法型

） 3、小张到了新科室，工作紧，任务新，压力大。科长业

务水平高，但单位老同志较多，如果你是小张，怎么做？（

人际交往、应对压力类）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

析类、人际交往类、应对压力类 2、 题型比例：综合分析类

：35% 人际交往类：50% 应对压力类：15% 3、 题目数量：3 4

、 题目难度：适中 （三）2008年2月20日国家公务员福建国

税面试真题 1、德不孤,必有邻,你对这句话的看法? （综合分

析类名言警句型） 2、对职业排队人的看法? （综合分析类--



就现象谈看法型） 3、有人说管理是一种引导,有人说管理是

一种服务,你的看法? （综合分析类思辨型）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类 2、 题型比例：综合分析类：100% 3

、 题目数量：3 4、 题目难度：较难 （四）2008年2月20日深

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面试真题 1. 目前提出的塑料袋白色污染

，社会上很多反应，你怎么看？（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

法型） 2. 你单位同事，小李，经常在工作中要你帮忙，领导

批评你，你怎么处理？（人际交往类） 3. 你新进一个单位，

单位里有人很忙，有人很闲，你怎么处理？（综合分析类思

辨型） 4. 单位的新员工培训，包括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工

作流程.你怎么组织？（组织协调类） 5. 你单位派你到基层调

研，某媒体将你的个人意见发放出去，你怎么处理？（应对

压力类）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类、人际交往

类、组织协调类、应对压力类 2、 题型比例：综合分析类

：40% 人际交往类：20% 应对压力类：20% 组织协调类：20%

3、 题目数量：5 4、 题目难度：适中 （五）2008年2月21日南

昌海关、沈阳海关 、杭州海关面试考题 1 自我介绍 . （背景

意愿类） 2 十七大的生态文明,有人说生态文明建设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物质文明建设,你怎么看? （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

法型） 3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 人的生命价值不是看时间而是看

深度,对你有什么启示? （综合分析类名言警句型） 4 在火灾

时,有一种蚂蚁会滚成一团,逃出危险,对你有什么帮助? （综合

分析类寓言型） 5 有人说要做正确的事,有人说要正确的做事,

你怎么看? （综合分析类思辨型） 6 有人认为社会公众需要什

么,政府就要无条件的提供,你怎么看? （综合分析类--就现象

谈看法型）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类、背景意



愿类 2、 题型比例：综合分析类：85% 背景意愿类：15% 3、 

题目数量：6 4、 题目难度：较难 （六）2008年2月21日民航 

、宁波检验检疫局、中纪委面试真题 1.现在很多学生在学校

忙着考英语计算机等技能证书，反而把专业知识的学习放在

后面，你怎么看这种现象？（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法型

） 2、处长出国，交由你主持工作，可是处里的老同志不配

合你，出现迟到等事件，影响了工作进度，你怎么办？（人

际交往类） 3、领导交给你和另外一个同志一起负责一个工

作，你发现有种更好的办法来处理这件事，但是相对而言你

工作的量就更大了些，你怎么做？（人际交往类、应对压力

类） 4、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中国学汉语，你是教育局

的工作人员，领导让你组织一次外国人汉语风采的活动，你

怎么安排？（组织协调类） 5、单位表彰先进个人，具体由

你负责先进材料的审核，结果有人反映某个受表彰的人材料

有问题，你怎么做？（应对压力类）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

型：综合分析类、人际交往类、组织协调类、应对压力类 2

、题型比例： 综合分析类：20% 人际交往类：30% 应对压力

类：30% 组织协调类：20% 3、 题目数量：5 4、 题目难度：

适中 （七）2008年2月21日北京国税面试真题 1、领导要你和

小李接洽工作，但是你和他有矛盾，他在工作上不配合你，

你怎样做？（人际交往类） 2、有人说现在年轻人很有能力

，但是太过于自以为是，有人说，我有能力，我就是自以为

是，怎么样？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综合分析类思辨型）

3、问题比较长，是六件事情，包括工作，会议，朋友来看望

你等等，你怎样处理好。（应对压力类） 4、自我介绍。（

背景意愿类）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类、人际



交往类、背景意愿类、应对压力类 2、 题型比例：综合分析

类：25% 人际交往类：25% 应对压力类：25% 组织协调类

：25% 3、 题目数量：4 4、 题目难度：适中 （八）2008年2

月22日珠海边检面试真题 1、现在许多政府官员在互联网上开

博客，写一些关于政府工作方面的事情，你怎么看这个现象

。（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法型） 2、领导安排你和部门一

个老同志一起完成某项工作，老同志不和你沟通工作情况，

导致你的工作没有完成好，受到领导批评，你怎么办？（人

际交往类） 3、你单位属于窗口单位，平时会接到很多群众

来电，但也有不少来电是和本部门工作无关的事情，严重影

响了本部门工作，你怎么处理。（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

法型） 4、新劳动合同法刚刚颁布，学生会要组织一个针对

毕业生的宣传活动，由你来负责，你怎么组织这次活动。（

组织协调类） 5、开会时由你对小组讨论进行总结，突然有

一个小组成员站起来指出你的总结和小组讨论的结果不一致

，你怎么办。（应对压力类）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

合分析类、人际交往类、组织协调类、应对压力类 2、 题型

比例：综合分析类：40% 人际交往类：20% 应对压力类：20%

组织协调类：20% 3、 题目数量：5 4、 题目难度：偏难 （九

）2008年2月22日宁波海关面试真题 1、现在很多大学为了学

生工作将4年课程改为3年或者3年半，剩下时间让学生找工作

，你怎么看（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法型） 2、有的人说做

事要三思重要，有的人说三思而后行比较重要，你怎么看（

综合分析类思辨型） 3、红杉树很高，但根在地下很浅，相

互盘错，连飓风都吹不倒你怎么看（综合分析类寓言型） 4

、一句古文“傲不可长,欲不可纵,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意



思是说胜利不能骄傲，成功不能自满等这方面的，请分析（

综合分析类名言警句型） 5、建设责任型政府，工作多了，

服务人民是多了，责任就大了，有的公务员为了减小责任与

压力，尽量少做事情，你怎么看（综合分析类--就现象谈看

法型） 简要分析： 1、 题目类型：综合分析类 2、 题型比例

：综合分析类：100% 3、 题目数量：5 4、 题目难度：较难 （

十）2008年2月22日邮政系统面试真题 1、介绍一下你的背景

，谈谈为什么报考公务员（背景意愿类） 2、如何推广一个

政策法规（组织协调类） 3、工作环境和团队不如你想象的

那样，怎么处理（应对压力类） 4、有领导来检查你分管的

工作，怎么处理（应对压力类） 5、你提出一个想法，同事

认为是针对他，如何处理（人际交往类） 简要分析： 1、 题

目类型：人际交往类、组织协调类、背景意愿类、应对压力

类 2、 题型比例：背景意愿类：20% 人际交往类：20% 应对

压力类：40% 组织协调类：20% 3、题目数量：5 4、题目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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