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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国家公务员面试真题

2019 年 1 月 24 日上午 （计算机岗）面试真题 无题本、纸、笔，读题：

1、（一段材料，读题）新华社报道：公务员应该兼顾工作和家庭，但很多部门经常需要加

班，工作确实繁忙，请问你怎么看？

2、你父母做什么的，要驻外和家人之间冲突吗？

3、老李乱放重要文件，导致领导向你要的时候没找到，领导批评了你，你怎么看？

4、直接根据简历，问了三个关于考生个人问题，连续追问：如你做过学生工作吗，具体讲

讲？

2019 年 1 月 24 日上午统考面试真题：

1、鸟儿站在树上，不担心摔下来，不是因为它知道树枝结实，而是因为它有翅膀。就此发

表演讲。

2、外交部经常工作加班加点，针对新闻报道中提倡的“回家吃饭”，你怎么看？

追问：你有什么缓解工作压力的方法？

3、一般情况下文件都是要编号整理放入资料室，领导让你找一份文件，你一直没找到，领

导批评了你。第二天发现是老张领了文件，忘记归档，你怎么向领导解释？

追问：领导之后批评了老张，老张认为是你告了状，你怎么做？

4、你报考外交部是你的个人意愿还是家里人的意愿？有没有男朋友？报考外交部需要驻外，

你家里人是怎么看的？

2019 年 1 月 24 日下午（俄语岗）面试真题：

1、其实人跟树是一样的，越是向往高处的阳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你怎么看这

句话？请以此为题发表一篇演讲。

2、云南有个 80 后白发基层干部，他的事迹最近广为流传，你知道这件事吗？你怎么看？

3、假如组织想外派你到一个中亚国家，当地有恐怖主义的威胁，个人安全得不到完全保障，

你怕不怕，你怎么看？

4、你刚进入一家公司学习，有个老员工，他上班期间经常网购，有时还会让你给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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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你的工作，你会怎么办？

追问，如果你向领导反映了这件事情，领导问你具体网购的人是谁，你会说吗？

5、针对个人会有一些附加问题：你对自己今天的面试表现打几分；你有哪些优缺点；你为

什么选择报考外交部，能不能接受外派的工作；有没有男女朋友；身高，视力等。

2019 年 1 月 24 日下午面试真题：

1、你刚进入一家公司学习，有个老员工，他上班期间经常网购，有时还会让你给他建议，

影响了你的工作，你会怎么办？

追问：开单位表彰会要你评价这位员工，你会怎么说？请简短回答。

2、你喜欢冒险吗？

3、你了解外交工作很辛苦，需要驻外吗？

4、人生是一个空杯子，请问你要放入什么东西？

根据简历询问：为什么会离开现在的岗位？

其他岗位

1、请用如下三个词造句，形成自己的观点，然后进行论证。

创新数量，创新大国，创新质量。

2、你去农村调研关于我国农村经济发展情况，先行调研时，有一些农民这样说：

农民 a 说：“你们今天问了明天又问”。

农民 b 说：“我上次做调查问卷的字太多了填的眼都花了，而且还耽误种地”。

农民 c 说：“你们其实应该多住几天自己去了解了解”。

农民 d 说：“其实我们不关心那些问题，我们就是想关心关心衣食住行的问题”。

那么根据你先去了解到的情况，你如何更好的开展这次的调研活动?

3、你作为负责信息报送工作的负责人，发现这些单位报送的信息不及时，而且写的也不是

特别精彩，于是你就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在会上有的人反映没有时间写，有的人因为没有参

与具体的工作，不知道怎么写，有的人说我只是一个技术人员，我不会写这些信息报送，那

么你作为这个座谈会的负责人请现场模拟如何劝慰。

4、你作为一名执法工作人员去社区调查一个没有执照的社区诊所，但是一进门就被里面几

个老人拦在了外面，他们说这个医生很关心他们的身体，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看病，你能

不能不进行查封，那么你作为这个工作人员，你怎么办?

5、你作为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你们开展了一个爱心冰棍的活动，夏天给环卫工人、执勤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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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提供冰棍，这个活动受到了很多好评，你作为负责人，你怎样将这次公益活动常态化?

2 月 21 日铁路公安面试真题：

1、辩论赛：正方说，警察能力靠的是个人努力;反方说，警察能力靠的是组织纪律。请你作

为反方代表进行阐述。

2、单位要面向辅警做一次培训，你作为负责人如何开展?

3、在火车站候车室，有人举报有个妇女抱着的婴儿可能是拐卖来的，请问你作为民警会如

何处理?

4、视频题：视频内容——高铁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

问题：在我国高铁发展的报告会上，你作为报告的发言人，请以视频内容为基础，说一

段开头语。

2 月 21 日海事局面试真题：

1、谈一件在生活或工作中你做的，但结果不是很好的事情?

追问(1)后续你是怎么完成?

(2)你有什么感想?

2、单位组织一次 200 人的业务考核，成绩将会纳入年终考核项目，所有人都很重视。但是

在考核过程中有一半的电脑突然发生故障，同事们情绪激动，你找到维修人员，维修人员说

故障电脑太多，短时间修不好。作为考场负责人，你怎么处理?

3、你所在的社区是一个老旧小区，有很多老人，许多业主提议要求安装电梯。如果你是业

主代表，由你负责牵头，你认为做好此项工作的重点是什么?如何组织?

4、领导安排你和同事小李共同完成一项任务量很大的工作，小李经常出错，效率较低。工

作已经过半，你才得知小李递交了辞职报告，如果由你来跟他沟通，你认为沟通过程中应注

意那些问题?请现场模拟。

5、当下，动物保护协会对动物的保护矫枉过正，难以成功。

理由一：马戏团虐待动物的现象较为普遍，但是马戏表演依然受到很多群众喜欢。

理由二：很多动物保护协会收养了动物后，由于资金短缺难以为继，很多动物被送去

人道毁灭。

理由三：保护组织内部存在分歧，有保猫派、保狗派等，难以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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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1 日其他机关面试真题：

1、某地发改委制定了政府重大投资项目事前评估制度的改革，其中规定政府预算安排的重

大投资项目决策将加入第三方专业组织的考察鉴定，同时充分听取地方人大代表意见，主动

接受地方人大监督审查。对此，你怎么看?

2、材料题本：

某地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受灾群众在等待救灾物资。你和几个同事一起负责救灾物质的

供应工作，但由于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工作人手严重不足。以下是几位同事的工作建议：

小李说：人手应主要用在筹集物资上，人多一些，才能筹集更多的物资。

小王说：要把人手用在物资运输上，这样才能保证物品能顺利运达。

小张说：应该把人手放在发放物资上。

问题：如果你是该工作的负责人，你怎么组织?

3、为了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单位组织党员干部进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活动过

程中，有些群众不配合，因为觉得你们在搞形式主义。如果你是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的负责人，

面对这样的情况，你怎么办?

4、社区为解决空巢老人吃饭问题开办了社区食堂，物美价廉，饭菜可口。期间，有一位老

年人发生呕吐、腹泻症状，有很多老人因此认为食堂有问题，拒绝到食堂就餐。但经过相关

部门检测后证实不是食堂的问题。如果你是社区食堂的负责人，你会怎么办?

5、某县为了帮助群众脱贫，为贫困户发放了一批橘子新树种。结果在种植过程中，新树种

的成活率不高，加上一些群众听说橘子市场前景不好，严重打击了群众种植积极性，很多群

众打算放弃种植橘子树。如果你是扶贫办的负责人，你怎么办?

2 月 21 日中央党政机关面试真题：

1、材料题本：创新数量、创新大国、创新质量

问题：请用这三个词造句，并作为观点进行论述。

2、材料题本：你去农村调研乡村振兴的开展情况。在先期调研的过程中，有几位农民朋友

向你反映了几点看法：

农民 A 说：你们今天问了明天又问!

农民 B 说：我上次做调查问卷的字太多了，填的眼都花了，而且还耽误种地。

农民 C 说：你们其实应该多住几天，自己去了解了解。

农民 D说，我们其实不关心那些问题，我们关心的是衣食住行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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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根据材料所反映的情况，你如何保证此次调研活动真实有效?

3、你负责信息报送工作，发现一些单位报送的信息不及时，而且信息准确性不足。于是你

就召开了一次各单位信息联络员座谈会，在会上，有的人反映没有时间写；有的人说，因为

没有参与具体的工作，不知道怎么写；还有人说，他只是一个技术人员，不会写。作为信息

报送工作的负责人，你如何劝慰参会的信息联络人员?请现场模拟。

4、一位退休医生开办了一家社区诊所，但一直没有办理营业执照。作为卫生局的执法工作

人员，你去查处这家诊所。但是一进门就被几位看病的老人拦在了外面，说这位医生对他们

的病情十分了解，他们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看病，不能查处这家诊所。此时，你怎么办?

5、某公益组织开展了一项爱心冰柜活动，夏天给环卫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和交警等户

外劳动者免费提供冷饮、西瓜等防暑降温食品物品。这一活动引来无数市民的关注和点赞。

作为该公益组织的负责人，你怎样将该公益活动常态化进行下去?

2 月 22 日铁路公安面试真题：

1、图片题，根据图片上的内容，结合日后的警察工作，谈谈你的看法?

2、为了宣传和鼓励群众积极参与爱路护路工作，铁路派出所打算与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共享

平台资源，现决定共同举办民众进警营活动。你作为活动的负责人，要怎么开展?

3、一个正在建设中的大型工厂在铁路沿线施工，有些工人下班后翻越铁路护栏，横穿铁轨

去镇上吃饭喝酒，情况非常危险，你作为线路民警应该怎么解决这个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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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视频题，事件发生在昆明火车站，一个女孩(陈晓佳的女孩，父母双亡，只有一个外婆在

上海居住)要乘火车从昆明到丽江，目的是为了自杀，其还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将去丽江

结束自己的生命。警方注意到这件事情，非常重视这件事情，过调取该女孩的身份详细信息，

在官方微博上发布消息，被转发接近 10 万次的爱心接力，同时联系到了她的外婆，一起来

解救了这个女孩。在车上的时候被一个男子的撞见了，该男子见过这条微博信息，于是马上

报警，昆明警方开会研究营救方案，最终解救了该女孩。

问题 1.描述一下，这件事情的发生过程。

2. 你作为警方后续工作该怎么进行。

2 月 22 日统考面试真题：

1、你是教育局工作人员，有个小学新装修，但学生出疹子，发烧，家长去局门口闹，虽然

有环保检测报告证明不超标，人家不信，你要怎么解决?

2、某村推行互联网加农业，想开设网店，打造一村一品一店，领导要你前期调研，你怎么

保证数据准确性?

3、小王和手下四个同事做一份文件，但是漏洞百出，小组成员松懈怠慢，领导让你接手小

王的工作，小王对此很不满，其他同事也有意见，你怎么办?

4、现在推行不见面审批，但是有的单位盲目追求不见面审批，所有业务都改成了线上办理

或者邮寄，对此你怎么看?

5、单位开展电子政务技能大赛，我们部门排名落后，内部会议上同事有些意见。

甲：都是形式主义，我都没去准备!

乙：我们老同志对电子政务了解很少。

丙：比赛时我太紧张，没发挥好。

丁：工作太忙，没时间准备。

请问你怎么办?

2 月 22 日统计局调查总队面试真题：

【材料】

第一段。介绍 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主要内容。包括五大目标，同

时也给出了推动乡村旅游发展的要求。

第二段。介绍一个村子在开展乡村旅游中面临的问题：1.影响斗牛比赛等民俗传统；2.食宿、



来学吧教育 做公考学霸

咨询热线：17785943903 微信公众号：贵州学吧教育7

停车、交通不便；3.照搬邻市温泉项目；4.村民缺乏长远眼光，不愿配合；5.企业表示政府

扶持力度不足。

第三段。统计局要调查乡村旅游开展情况，你是调查员，在某村调查时，村支书告诉你，村

民因担心开发商承包土地后影响生计、并且对开发商的承包价格不满，要求提升价格，开发

商不愿，双方发生矛盾。

第四段。给出一张关于“2016—2018 年该市乡村旅游经济发展情况”的数据表，包括从业人员

数、农家乐数量、农村旅游收入、基础设施投入、农村从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占比等指标。

其中，基础设施投入情况总体上下降、农村从业人员大专以上学历占比在 4.3%左右小幅浮

动。其余数据整体上呈上升趋势。

【问题】

1、你认为衡量乡村振兴最重要的三个指标是什么，并谈谈你的理解。

2、结合材料，针对该村乡村旅游发展中面临的问题，请你设计一个宣传方案来宣传我村的

特色旅游，你会怎么做?

3、结合材料，作为调查员，如果村干部委托你协助解决村民同开发商之间关于土地流转问

题的矛盾，你会如何沟通调解?请现场模拟。

4、结合材料中数据表，你认为该村在乡村旅游过程中存在哪些突出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

议?

2 月 23 日统考面试真题：

材料：西南地区有一个贫困村 c 村，1000 多人，地少，农业不发达，农民人均收入低。大

学生村官小李，调研发现他们的特色——“扎染”传统工艺。便以此为突破口，想让扎染技术

发扬光大。

刚开始村民不理解、不愿意，觉得不挣钱、浪费时间，后来政府补贴 100 元让他们参加

培训，同时吸引外地厂商来投资，不断引进管理、技术人员，升级技术，整个产业越做越大，

实现了传统工艺和现代工业的结合。最后，农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皆大欢喜，成功脱贫，小

李被评为优秀干部。

1、c村通过弘扬扎染技术，带动该村经济发展，帮助村民成功脱贫。对此，你怎么看?

2、外来管理技术员找到小李说：听不懂村民说话、做的饭菜不好吃、下班后没事可做、乡

村道路离城市远等。如果你是小李，你要怎么解决?

3、有投资商想撤资，但是村民找到你，希望劝阻投资商不要撤资，请问你怎么劝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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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要组织“扎染”技术水平展示，请问你怎么组织?

5、、有批货正在赶工，突发火灾，货品和农民工宿舍被烧毁。领导派你去处理，你怎么处

理?

2 月 23 日下午统考面试：

1、对 B 市提倡全民阅读，设置流动书站的做法，你怎么看?

2、地铁站内两个在流动书站借书的群众起了争执，引起围观和拥堵，你是地铁工作人员怎

么办?

3、地铁站长向你抱怨看书人多逗留时间长，有安全隐患，你是流动书站管理人员，你怎么

办?

4、领导让你对流动书站活动进行评估工作，你会重点从哪几方面进行开展?

2 月 23 日审计署面试真题：

1、请谈一谈对审计官全覆盖的看法?(2018 国家审计部长回答记者问第一题)

2、处在互联网和信息化社会，面对信息泄露等现象，请谈谈你对信息安全保护的看法?

3、 一条河流，旁边有采矿区，植被破坏，对于河流存在的污染问题进行审计，你该怎么做?

4、你和某某一起完成某个工作在审计项目中，你的同事多次出现马虎问题，在一次与审计

单位交往的直接沟通中，再次出现问题并且严重后果，错误不能被接受，你当场指出问题，

同事情绪很激动，你怎么处理?

2 月 25 日铁路公安面试真题：

1、在铁路沿线上有一个塔，经专业人员检修坚定此塔有倾斜倒塌的危险,你是该铁路线路民

警,领导让你处理此事,你会怎么处理？

2、目前快递行业大学生从业比例较高，甚至都是本科学历，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3、你和一名老民警去学校进行爱路护路宣传,但学校却以期末学业任务重为由拒绝让孩子们

接受宣传，并且学校认为之前的宣传方式老套宣传力度不到位,领导让你处理此事，你怎么

办？

4、视频题

（1）背景是电信诈骗。

（2）第一个情景是冒充民警说家属有参与银行诈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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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二个情景是冒充医院人员说家里孩子出了事故。

（4）第三个情景是中奖信息被害人进行回电。

问题：

（1）视频中都是哪几类电信诈骗案件？

（2）请你谈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对电信诈骗进行预防？

2 月 25 日海事局面试真题：

1、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时间非常紧急的事件，需要你去协调处理，请具体谈谈你是如何做

的。

2、领导交由你负责搜集单位各项数据，整合汇总进行汇报，之前的准备工作开展的很顺利，

临到讲解时，你突然发现其中的部分数据有问题，但数据修改需要 1 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对

比你怎么办。

3、海事中心准备开展开放日活动，计划邀请辖区内学校，航运单位等部门一起参加。如果

选择工作日举办活动担心前来参与的人会很少，但选择周末又担心接待人数过多，你认为此

项工作的重点是什么，你会怎么开展工作。

4、受天气因素影响，你单位辖区内的航道进行了封禁，但是旅客们很是焦急，不明情况，

现在要求直播连线予以解释，领导将任务交给了你，请现场模拟如何与群众沟通。

5、观点反驳题。

总观点：纸质图书的优点多于电子书，且前景更好。

理由一：纸质书籍好做笔记，备注方便。

理由二：可以避开使用电子屏幕，保护眼睛。

2 月 25 日海关面试真题：

1、为了促进地方外贸工作，领导派你到地方挂职锻炼，但在地方工作一段时间后，你发现

他们只让你参与开会调研，并不安排重要的工作给你，这次，又让你和小王去做一项调研工

作，小王戏称你是来镀金的，不重视你的建议，领导也很生气，认为你没起到什么作用，你

怎么办？

2、你单位每年都会在年终对优抚对象的身份进行审核查验，保证优抚对象依然健在，防止

冒领优抚金，但是很多优抚对象居住分散，年龄大腿脚不方便，而且年终时间紧任务重，参

与审核的人手也短缺，对比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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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在 95 后一般在职时间为七个月，远远低于 80.90 后，被称为离职闪电军，对比你怎么

看？

4、你单位要组织一次全省执法资格考试，由于各单位距离较为分散，只有几个单位能采用

机考，其他单位需要运送纸质试卷，但是天气预报报道考试前后会有大雪，高速公路可能要

封路，参与组织考试的人手也不足，可能会导致试卷运送不到，你会怎么办？

2 月 26 日海关面试真题：

1、老孙是技术人员，科长出差了，由老孙代理，老孙不擅管理，导致政令不和。你手下员

工不满，有人报告科长，科长责问了老孙，老孙以为是你告诉了科长，请问你怎么办?

2、某市举办城市形象活动，邀请摄影爱好者到你公园参加拍摄候鸟活动，为了达到更好的

效果，摄影者经常出现采折树木，追赶候鸟等行为，你作为公园管理者，怎么办?

3、有个 70 岁老大爷去超市购物，由于超市不接受现金支付，老大爷不会线上支付，双方产

生争吵，这事在网上引起热议，请问你怎么看?

4、非洲猪瘟疫情引起社会恐慌，民众不敢吃猪肉，为了应对这一情况，你机场海关准备对

非洲猪瘟进行一次宣传活动，并配合现场执法进行，由你负责，你怎么准备怎么开展?

3 月 1 日税务局面试真题：

1、习总书记针对大学生求职问题寄语：工作中要有高情商。你认为高情商最重要的两种素

质是什么？并说明理由。

2、单位要组织一次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会，领导要在会上就以下问题进行动员讲话，如果领

导让你负责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你认为讲话稿内容的重点是什么？

（1）去年新入职员工培训有 20%的人员未通过岗位职业能力测试；

（2）今年来，参与培训的新入职的 5 名人员中有 3 位同事考前不复习；

（3）有 1 人在培训期间不遵守纪律，出去吃饭喝酒，受到了违纪违规处分；

（4）培训过程中组织的技能比赛，大家参与积极性不高。

3、小王是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在工作时突然接到了上级通知让他去参加演讲比赛，于是小

王立即放下手头工作去参加比赛，回来之后办公室主任严厉地批评了他，小王觉得很委屈。

假如你是小王的朋友，将如何劝导他？请现场模拟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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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9 日银保监会面试真题：

法律题：

1、票据的无因性。

2、怎么提高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度。

3、法治与德治的关系。

4、罪刑法定的含义和内容。

5、结合破产法，谈谈对破产管理人的理解。

6、简述债的发生原因。

7、改革和法治的关系。

计算机题：

1、自我介绍(学校专业，学习成绩，有工作的谈谈工作经验和认识)。

2、请谈谈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理解。

3、各地政府提倡工作留痕，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记录工作的落实情况，但

是有些地方为了免责，过度留痕。你怎么看?

专业题目：

1、网络安全你认为是技术重要还是管理重要?

2、B/S 出现问题该如何排查?

3、需求规格说明书一般有哪些内容?

4、网络安全中，人们常说三分技术七分管理，对于这个说法你怎么看?

5、银行和互联网合作时应注意什么?

英语题：

1、自我介绍(学校专业，学习成绩，有工作的谈谈工作经验和认识)。

2、请谈谈对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理解。

3、各地政府提倡工作留痕，用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记录工作的落实情况，但

是有些地方为了免责，过度留痕。你怎么看?

英语题目：

1、Please share your views on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sharing economy accor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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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your own experiences.

请根据自身经历谈一谈共享经济的优缺点。

2、What is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on the financial system? Positive or negative?

科技对于金融系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3、Saving money for the future or using credit to live a better life? Which one do you prefer?

你更倾向于怎么做?为将来存款还是利用贷款活在当下?

财会类：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不动摇，在“巩固、增强、提升、

畅通”八个字上下功夫。谈谈你对“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八字方针的理解。

2、请谈一谈“偿债能力”的理解。

3、结合财会知识，谈一谈对“去杠杆”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