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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6_8C_87_E5_c26_573453.htm 1、问：公务员考试面

试有哪些特点？与企业面试有哪些不同？ 来源:百考试题网答

：公务员考试面试是一种通过精心设计，以交流和观察为主

要手段，来了解考生的综合素质及相关信息为目的的测试方

式。在面试过程中，考官可以根据考生当场对所提问题的回

答，考察他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求职动机、人际交往能力

、应变能力、自我情绪控制能力、计划组织协调能力、语言

表达能力以及举止仪表和气质修养。 公务员面试测评与笔试

考试共同构成科学、实用的国家公务员录用人才测评体系。 

与企业招聘面试相比，公务员面试以其独特的职业背景和能

力要求。其独特性集中体现于以下几点： （一）弱专业性 （

二）强综合性 （三）含主观性 （四）重规范性 （五）有重复

性 （六）有限互动性 （七）具科学性 2、问：面试要走哪些

程序？事先了解下，心里好有个底。 答：面试的具体流程基

本分为以下9个步骤： 一、确定为面试对象 公务员面试是在

笔试之后进行，笔试合格者才能进入面试。笔试结束后，由

人事考试机构统一划定笔试专业科目合格分数线和公共科目

最低录用控制分数线，各级组织、人事部门在上线人员中根

据各招考职位报考者的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考职位

考录计划的面试比例确定面试对象。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

合格分为60分。面试资格确定方法为： （一） 确定笔试分数

线 来源：考试大由人事考试机构按照面试比例，参照调剂因

素、资格复核淘汰因素、体检、政审淘汰因素等，确定一个



基本的分数线。 （二）成绩排名 上线考生的笔试成绩按照各

个职位从高到低的原则排名，总分并列的，比较《行测》和

《申论》合计分数，分数高者优先。名次并列情况重复计算

。 （三） 名单公示 按照规定，进入面试的考生名单和成绩排

名情况应在网站上予以公布，接受考生和社会各界的监督，

公示时间一般为5天，公示未结束不得举行面试考试，在公示

期间如有考生被检举违纪，经查实后该考生将被取消面试资

格，由后续考生顺序替补。 二、资格复审 面试前，对进入面

试的报考人员须进行资格复核。考生一般会接到电话通知，

复核地点在当地公布的指定地点。资格复核需要带齐下列手

续： （一）20××年全日制普通高校应届毕业生应提供学校

核发的就业推荐表、教育部学生司制发的《全国普通高校毕

业生就业协议书》、身份证、原户籍等相关证件（证明）原

件及复印件。 （二）社会其他人员应提供本人身份证、户口

簿、学历、学位证书、单位同意报考证明等相关证件（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按各级组织人事部门规定的时间、地点接

受资格审核。 报考者不参加资格审核或提供的证件不全及所

提供的证件（证明）与个人网上填报内容不相符者，不得参

加面试，因此出现的空缺，在报考该职位的人员中从高分到

低分依次替补。面试前3天，取得面试资格的人员如果放弃参

加面试，并向报考机关同级组织、人事部门书面确定的，将

在报考该职位未进入面试的人员中从高分到低分依次替补。

报考公安警察、森林警察的，在资格复审时，同时进行体能

测评。 （三）发放通知 经过以上几个环节后，人事考试机构

将确定最终正式进入面试的考生名单，考生将得到正式的面

试通知书或考试证件，并得到面试的地点、时间和注意事项



的通知。 三、面试报到抽签 一般需要提前1030分钟到达指定

地点报到，考试工作人员核对考生身份证件和面试通知书等

相关证件。之后，考生抽签确定分组和进场顺序，有的地区

是先抽分组签，再抽顺序签，有的地区是一次抽取确定分组

和顺序，如：三（1），表示第三组第1个进场。个别地区采

取事先将考生分组和安排好顺序和考场号，这种做法目前多

数地区不再采用，因为无法保证公平，容易产生考官和考生

事先串通的情况。但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部分部委目前

依然采取这种形式进行面试。 四、候考 考生抽签完毕后进入

候考区等待考试，考试未结束不许随便离开，有考场工作人

员监督，上卫生间需要工作人员陪同。如排在下午考试，午

饭也由工作人员送到候考室。以防止已经考试完毕的考生将

情况透露给未考试的考生。 五、进入考场 按照顺序，轮到某

考生入场时，引导员将到候考室宣布：“请×××号考生入

场”。考生随同引导员到达考场门口，一般考场门是敞开的

，考生可以直接进入，不必敲门，如门是关着的，考生需要

敲门并获得考场内考官允许后方可以进入。引导员不许直接

叫考生名字，否则算严重违反考试纪律，一般引导员也只知

道考生顺序编号。关于如何入场的细节，将在后面章节详细

深入论述。 六、答题 考生进入后，直接走到考生席，站定后

向各位考官问好，得到“请坐”的指令后，考生可以落座。

关于如何走到考生席，如何问好，如何稳定情绪，如何落座

，手往哪里放，坐下后做什么、怎么做等，将在后面章节详

细论述。考生落座后，考生一般需要报自己的考试顺序号，

等考官宣布导语后，考试开始。 特别注意的是，考生不能自

报姓名，有些面试书上所介绍的考生自我介绍是与当前考试



严重不符的，如在考场内自报姓名，考生会被当场取消面试

资格。 题目一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题本形式，一种是读题

。考试时间一般是15分钟，题目一般为45道。 七、退场 考生

回答完所有题目后，主考官一般要问考生是否还有其它补充

，多数时间已到，考生此时一般回答无补充。主考官宣布请

考生退场，到候分室等候分数。记分员核算分数后，考生在

候分室得到分数通知即可离开考场。也有个别地区是等待当

场分数公布后考生再离开，这种情况适用于招考人数比较少

的情况，大部分地区实行候分室制度。另外，中央国家机关

公务员部分单位的面试分数一般不当场公布。 八、公布成绩 

考官将各自对该考生的评分表交给计分员，核算分数。核算

完毕，交给监督员审核。计分员核算完分数，监督员和主考

官签字后交给工作人员到候分室对考生宣布，也有的在候分

室张贴。 九、面试结束 考生得到分数后被要求尽快离开候分

室，不得逗留和随意走动。考生回家等待，网站将公布入围

和体检名单。 3、问：何时进行面试？ 答：面试并非像公共

科目笔试那样，全国统一在某两天中集中进行。而是根据各

个部门的情况，按需定制。具体的时间要参照所报考职位的

部门单位的具体规定，这就需要考生时时关注相关部门的通

知。 4、问：公务员面试就是简单的问答吗？ 答：您所说的

问答形式的考试只是公务员考试面试中的结构化面试。中央

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的面试主要分为结构化面试和无领导小

组讨论两种形式。 结构化面试，也称为标准化面试，是根据

设定的评价标准，运用特定的问题，评价方法和评价标准，

并严格遵循特定的程序，通过考官与应聘者面对面的语言交

流，从而对应聘者进行评价的标准化过程。 无领导小组讨论



是评价技术中经常使用的一种测评技术，采用情景模拟的方

式对考生进行集体面试。它通过给一组考生(一般是57人)一

个与工作相关的问题，让考生们进行一定时间(一般是1小时

左右)的讨论，来检测考生的组织协调能力、口头表达能力、

辩论能力、说服能力、情绪稳定性、处理人际关系的技巧、

非言语沟通能力(如面部表情、身体姿势、语调、语速和手势

等)等各个方面的能力和素质是否达到拟任岗位的综合要求，

由此来综合评价考生素质的优劣。 另外还有情景模拟和文件

筐测验等面试形式。 5、问：完全不了解公务员面试的人在

备考时应该从何处入手？ 答：公务员面试是通过交流和观察

这样一种形式来对应试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应变能力、自我

情绪控制能力、举止仪表和气质修养等进行全面测查。通过

多年对公务员面试的研究总结，我们发现面试的形式是要重

于内容的。所以全面了解面试的形式，着重细节方面的训练

，是最好的开始。 具体可以从举止仪表来入手。举止仪表中

又包括站姿、坐姿、行姿、表情及服装准备、仪容准备等。

6、问：积累掌握时事热点知识对于通过面试有多大好处？ 

答：主动的了解关注时事热点知识，可以提高对社会的认识

程度，丰富社会阅历，进一步达到公务员的要求。在面试作

答过程中，如能展现对热点时事的了解掌握，并博采众家提

出个性观点，将会给考官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7、问：在面

试过程中最需要注意的细节有哪些？ 答：在面试过程中应注

意必要的礼节和清晰完整的思路。以下15点可供参考： 1. 听

到考官对自己笔试通过的祝福后用微笑加谢谢应对。 2. 当考

官导语读完，下达考试答题指令后，对考官说“谢谢”，然

后说：“请让我考虑一下”或“请让我考虑几分钟”，“好



的，我准备一下”。 3. 说普通话：语速要中等偏慢。 4. 四个

题目，可以一题一题作答，每个题目前都可以略微思考一下

。回答完一题，要说“回答完毕”。 5. 考虑时间不要太长，

每个题目1-2分钟，可以打草稿，写要点，如果一时实在不知

道从何答起，可用诸如“关于”之类的一句话缩短思考间隙

，这也是不留痕迹地延长了思考时间；也可重复一下该题题

目，这既给自己赢得了思考时间，也表示了对答题的重视。

6. 尽量用“一、二、三⋯⋯”、“第一，第二，第三⋯⋯”

等句式；进行要点式答题，以显示自己的思路清晰有条理，

也便于考官明明白白地去听你的回答。 7. 没听清题或自己一

下子不知道怎么回答，可以请考官再读一遍题目，但不可超

过两遍。有的地区有题本提供，则不存在这个问题。 8. 怎么

想都不会回答时，不要浪费时间，坦率地承认，争取下一题

答好。 9. 合理分配每一题的答题时间，不可太短，也不要超

时。超时后立刻结束。 10. 保持适度的音量，保证考官听得到

、听得清。提前几天保养好嗓子，不要痰多咳嗽、吐痰等。

如果感冒，要向考官说明，求得谅解。 11. 始终保持高度注意

力，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控制情绪，不要和考官争论，

不要有任何疲惫感，不要坐立不安。 12. 适当的时候应利用一

些肢体语言(主要是点头、手势等)来弥补语言表达的不足，

但不可过多。演讲题时最好征得考官同意后站起来讲。 13. 答

题中可以有偶尔的停顿，但不可过多过长。不能有“啊”、

“嗯”、“这个”、“那个”等。 14. 抽到上午签，回答问题

要尽量详细；抽到下午签，回答问题应简洁，最好有创新亮

点，并适时地表达对考官辛苦一上午的敬意。 15. 全部回答完

毕，考官询问有没有补充时，不要多讲，以“没有需要补充



的，辛苦你们了，谢谢各位”为结束语为好。 8、问：可不

可以以我的亲身经历做论据来支持论点，以使回答更有说服

力？ 答：如果您的经历是真实的，并符合客观逻辑，又具有

代表性，自然可以作为论据。但要注意切忌透露过于详实的

个人信息，以免不经意中违反考试规则。 9、问：回答“你

为什么要报考这个职位”此类的题目可不可以详细介绍自己

的情况？ 答：可以叙述下自己的与所报考职位相关的情况，

但万不可透露姓名、工作单位等具体信息。 回答此类问题时

要注意以下问题： 1．要体现出现实需要与社会需要、岗位

需要相结合 2．要体现出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岗位价值相

一致 3．围绕公务员基本素质要求进行阐述，要熟悉公务员

能力要求 4．结合自己的实际经历来说明问题 5．不回避物质

利益但要进行升华 6．不要面面俱到但要展现最突出的 10、

问：回答演讲类题目是否要起立？ 答：最好起立以激起情绪

，更好的发挥。但应事先征求考官的意见，如果考官同意，

则不必犹豫，好整以暇，调整情绪，将自己激情的一面展现

出来。 11、问：答题时最该注意哪些？（语言流畅？语句通

顺？逻辑清晰？） 答：面试是多方面的测查，在答题过程中

所有因素是共同发挥作用的。语言流畅、语句通顺、逻辑清

晰也要辅以正确的礼节、大方的举止、自然的面部表情、与

考官的适当交流等，才能真正打动考官。 12、问：无领导小

组讨论中，发言是否要先示意，或直接起立回答？ 答：无领

导小组讨论是在模拟小组讨论会议的形式，故发言时不需起

立。发言时适当的手势可以给其他考生一个清晰的信号：我

有话要说。在真正的考场中，必然每个人都在抢着发言，所

以简单示意的同时就开口阐述才能得到机会。 13、问：辩论



是我的强项，以前就经常参加辩论比赛，是不是会在无领导

小组讨论中更具优势？ 答：无领导小组讨论的最终目的是要

小组内部人员形成统一的意见，并非是要辩败对手，这一点

希望大家能够牢记，万不可将辩论比赛中的种种手段使出，

将人辩得体无完肤。务必要进入角色，将周围的考生看做一

起工作的同事。在讨论中注意语气、语调及语言技巧。在坚

持己见的同时注意兼收并蓄他人的意见。强于辩论只有运用

得当才是优势。 14、问：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更容易使得我在

无领导小组讨论中更加吸引眼球？ 答：在无领导小组讨论中

可能会出现组织者、记录者、总结者、引导者和“搅和者”

这五种角色。无论哪种角色只要能表现出为此团队达到最终

目做出了巨大贡献，都能够引起考官的注意，博得好感。重

点在于，在考前的实战模拟训练中找准自己的角色，并最大

化的发挥他的功用。 15、问：传授点小技巧。 答：面试考试

的各个环节、细节都有方法技巧可循，重要的是在实战中找

到适合于自己的一种。 下面简单说下“我”字的使用： 1. 减

少“我”字的使用频率 在考场上，考生极力向考官推销自己

：“我”适合这份工作；“我”毕业于某某学校等等。 心理

学家告诉我们多数人既有展示自我的欲望又有不愿意做别人

的观众的心态，因此在考生痛快地使用“我”的时候，考官

可能已经厌烦了。 2. 尽量变单数的“我”为复数的“我们”

； 3. 用较有弹性的“我觉得”“我想”来代替强调意味很浓

的“我认为”、“我建议”等词语，以起到缓冲作用； 4. 使

用“我们”的替代语，如“大家”等，以转移“我们”的语

义积累作用； 5. 对“我”字作修饰和限定，如，“我的拙见

”“我个人的看法”等； 6. 在符合语法的情况下省略主语“



我”，如将“我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运作”省略主语变为“

这是一次成功的运作”。 总之，除了在明确主体、承担责任

的语义环境下，应慎用和巧用“我”字。 16、问：这次考试

太重要了！笔试时候就差点当场晕过去。现在进面试了，要

面对那么多决定我命运的考官⋯⋯真不敢想象。能帮我减轻

点心理负担吗？ 答：产生心理焦虑的原因主要有七种： 一、 

“神经质”类型 二、高自我与低自我类型 三、动机强烈类型 

四、过于追求完美 五、不接受现实 六、与人比较 七、放大失

败 面试中的一些技巧有利于缓解焦虑 一、面试之前的情绪控

制 面试前要提前熟悉环境。 二、面试时的仪表 面试时的仪表

非常重要，因为印象决定结果。 三、面试时的语音语速 考生

要注意面试时，声音要洪亮，语速要缓慢，发音要清晰，注

意加重句尾发音。 四、面试时的目光注视方向 考生在面试时

可以用专注、自然、坦诚的目光与考官交流，因为面试的双

方是平等的。 17、问：现在正在面试的准备工作，具体什么

形式还不清楚。有没有什么方法能够在短期内提高我的答题

能力？ 答：突击一些面试相关的理论知识后，进行大量的实

战模拟是短时间内提高面试答题能力的方法之一。还有一种

就是报辅导班，寻求专家的指点。在这一点上中公教育当仁

不让，我们会以强大的研发实力和师资力量帮助考生通过面

试。 18、问：周围没有能够帮助我进行现场模拟训练的朋友

，能不能通过电话或者网络进行题目内容的作答训练？ 答：

这种形式的训练对于作答内容的掌握是非常有好处的。不过

对于形式大于内容的面试来说，作用并没有想象中的大，更

多的是一种被限于条件的无可奈何之举。 19、问：没想到能

进面试，现在还兴奋中。我报考的职位面试进行的早，现在



开始复习理论方面的东西。面试前几天是否还有重要的准备

工作需要做，还是一直进行理论复习就可以了？ 答：给您提

供点考前细节上的准备工作： 一、考试前23天应该将自己的

生物钟调整到最佳状态。每晚11点以前一定要上床。因为11

点，是人体开始进行内部系统修复的时候。 一般6点起床较

为合适。过早过晚都不适宜，使自己最好的状态和太阳同步

。 习惯睡午觉的同学应该提前几天调整睡眠时间以保证睡眠

充足。 即使失眠，也不要过于紧张。以下几个方法可以缓解

你的紧张： 1．至少提前20分钟为休息做准备，而不是匆忙洗

完就上床。 2．一边洗脸、刷牙，进行睡前清洗时，一边心

里默念：我现在需要休息了。我将要躺在舒适温

暖http://www.100test.com/清凉的床上。 3．不要在睡前洗过热

的澡，水温适合就可以。泡脚水温度稍热些，可以放松神经

。 4．不要听过于激烈或伤怀的音乐。 5．睡不着，不要紧张

。有人会听广播里的天气预报，有人会选择看本枯燥的理论

书，有人会做遐想，总之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法。 二、

准备2个闹钟；请家人叫早。以上方法可以同时使用。 三、

面试时要穿的衣服不要前一天晚上才试穿，至少提前5天到一

周；并要求自己穿半天，才能使衣服和自己适应。 四、提前

勘察考场环境。按照规律，正常人在陌生环境，其表达能力

和思维能力都会受到影响，与平时在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是有

差别的。考生应事先勘察最方便的到达考场的路线、乘车方

式，将第二天天气突然变化导致交通拥堵考虑进去，确保按

时到达考场；事先将考场整个外部、内部环境熟悉一遍，搞

清楚具体方位和建筑物之间的关系，考场内部环境，楼道、

电梯、大门、卫生间等位置，这些映像有助于考生消除紧张



心理，将客场作战变为主场。 五、要准备的物品大体如下，

事先列个清单，逐项检查核实，事先装好。 考试证件：身份

证、准考证、面试通知书（如发的话）。 零星用品：零钱、

包、手表、小镜子（男生也要带一个）、水杯（可以买一瓶

水）、一块小毛巾、面巾纸，其它个人必需品。 书籍报纸：

面试抽签顺序可能靠后，面试候考时间可能较长，候考期间

不能外出，带些必要的书籍和报纸可以让自己心情免于浮躁

。 手机、MP3：手机在候考时会被考官统一保管，MP3可以

在候考时使用。 20、问：进面试了，可是我现在还是一头雾

水不知从何下手啊！！我这样的情况是否有必要报一个辅导

班？ 答：您可以从了解部门职位情况入手，开始准备面试。 

掌握部门职位情况，主要是掌握部门职位日常工作的性质、

职责、内容、需要遵守的规章制度、工作程序与方法、工作

中的热点等重要内容。工作性质直接影响到面试的策略选择

，比如组织部门的工作性质，决定了组织部门的文化是严谨

刻板，组织部门公务员必须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做到铁

面无私，考生在考场上回答问题的时候就必须时时把握原则

性。工作职责和内容也是考生必须提前了解的，如果连自己

将来从事的工作具体是干什么的都不清楚，怎么能有效应对

带有强烈职位色彩的题目呢？如在以往的面试中，有的考生

报考秘书职位，却连秘书的职责都不清楚，连秘书的日常工

作内容都不清楚，甚至连公文都不会写。随着面试技术的不

断进步，这种思想准备与能力素质上的缺陷能被考生隐藏起

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小。 考生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了解部门职

位的情况，如可以直接登陆该部门的网站，一般情况下网站

上都会详细列出部门的主要领导、职权与责任、规章制度、



近期工作动态、发展历史、领导讲话等文件，考生可以作为

参考。 更多信息请访问：百考试题公务员网校 公务员论坛 公

务员在线题库 相关链接： 百考试题公务员加入收藏

"#F2F7FB"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