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国家公务员考试面试试题汇总
（注：整理自网络，试题来自考生回忆，仅供参考!）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国税系统(3.7)
2016 年 3 月 7 号题目，海南国税面试形式极大创新!!!3 个考生同时进候考
室，花二十分钟看材料，分别有 3 个题目，第一题答题顺序是，1.2.3 号;第二
题答题顺序是 2。3。1 号;第三题顺序 3,2,1,。然后，1 号考生评论 2/3 号的，
2 号评论 1/3 号的，3 号评论 1/2 的。其中每个题限制答题 2 分钟!
1.构建和谐家庭需要两个要素，举出并说理由。
2.单位举行山区新进公务员联谊活动，策划两个有趣活泼的主题，就其中一
个展开。
3.小张是你好友，工作踏实认真，可是不经常参加集体活动，同事觉得他不
合群。你作为他的好友情景模拟。
4.分别点评对手，并对对手的点评进行回应。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国税系统(3.4)
第一题是金秋地上有落叶 环卫工人第一时间扫地市民说影响美景 政府说
这是解决安全隐患 应该扫 你怎么看?
第二题是题签好几件事，写领导发言稿，陪同事去买银行发行纪念币，和领
导一起去看望生病的老同志等，你怎么安排?
时间排序:8:00 准备两个小时的下午领导演讲稿，8:30 接到通知 11:30 去接
两位代表来单位，8:45 李局长让你 9:45 陪他去医院看生病的老干部，9:00 同事
小王提醒你今天最后期限领取纪念币!
第三题是我交接工作没做好 导致小李被骂 你怎么和小李沟通 情景模拟?
第四题是互联网的发展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便利，但社区老人不会使用用电脑
上网难，不方便，你是社区工作者 怎么帮助老人?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国税系统(3.3)
第一题漫画，一个酒瓶装了一点点水，瓶身上贴着已满的标签，拟两个标题，
并就一个标题结合社会现象谈一谈
第二题，你是国税单位工作人员，要开展国税开放日，设计三个创意活动，
并就一个谈谈具体怎么组织
第三题，单位要派业务骨干参加会计师事务所培训半年，你符合条件，但你
有一项重要工作，你想参加，与领导模拟一下
第四题，餐厅小王，顾客不小心碰到他，汤洒了一身，顾客很生气，吵起来
了，现场秩序混乱，你是店长，怎么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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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国税系统(3.2)
第一题，在非机动车道设置人工护栏，由交警绿灯时打开，你怎么看?
第二题，事件顺序安排题目，14 点上级领导检查，你接待;14：30 父母从老
家过来，要你去火车站接;房东要你 15 点去续签，而且你对合同有不满之处，需
要去修改;单位退休干部要 15 点来报销医保，需要你接待;女友生病了，想让你
下午请假陪她去医院
第 3 题：小张是行政服务人员，工作认真勤恳，有一次群众不按要求办事，
小张指出，群众认为小张故意刁难，投诉了他，小张感动情绪不好，你是同事，
怎么劝导，现场模拟。
第 4 题，你是办税大厅工作人员，单位在推广手机办税，但使用率很低，你
要怎么提高。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国税系统(3.1)
第一题，漫画题，一个人腰部以下就像树根一样，伸着胳膊，他的手的方向
有一个吊瓶。起两个贴切标题，并对其中一个结合社会现象阐述
第二题。国家实行一路一带，小语种很需要，单位要你组织一个本单位的小
语种建设方案，你怎么做
第三题，领导给你派工作，每次都要求完成的时限很短，导致你不能按时完
成，你很苦恼，怎么办
第四题，国税局某部门建立一个税收资料室，很少有人去，利用率低，你是
负责人，怎样提高服务和利用率，重点做哪些工作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28)
1.你工作单位拟引入第三方机构对窗口单位匿名检查，有群众说，国检的专
业性强，质疑第三方机构监测能力，你怎么看?
2.去你辖区企业现场抽检，在现场检测的过程中产品从 0.5 米的高度摔下
去，产品破碎，你们认定该产品不合格，单位负责人在现场向你哭诉，你怎么办?
现场模拟。
3.你是国检一名工作人员，你单位要在下去举办一次蔬菜免费检验和相关法
律宣传活动，如果由你来组织，你怎么办?
4.视频题。大概内容：企业负责人找你(国检单位工作人员)说，他们企业的
茶叶长期销往非洲国家，但他们最近接到了欧洲的一批订单，但因为非洲和欧盟
的检测标准不同怕产品出口不了，合同签订期限是一周，逾期要付巨额违约金，
可能导致企业倒闭。如果你是视频中的工作人员，你怎么办?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铁路公安(2.28)
第一题、为了鼓励我们市民积极参与到志愿者活动中，某市出台了一项政策，
对一些优秀志愿者可以给予一些特殊优惠政策，但也有人觉得这样的政策违背了
我们参加志愿者的初衷，请谈谈你的看法。
第二题、我市几名知名作家，要来到我们警营进行交流，你作为铁路公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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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员，为了更好的配合我们作家采风，你认为重点是什么?
第三题、清晨的小学的门口的街道上，一位老太太被一辆摩托车撞倒，老太
太当场昏迷，摩托车逃逸，引来了家长和大量群众的围观，造成交通拥堵，假如
你是一名交警，你怎么处理?
第四题、小李参加完同学聚会后，感觉自己与同学差距很大，心理产生了落
差，很自卑，在工作中领导也经常对他进行批评，他觉得领导不重视他，在工作
中故意搞破坏，影响了工作，与领导产生了小摩擦，你作为小李的同事，你会如
何对他进行劝说，请现场模拟。
第五题、视频题:录像放的是进展口有身份验证，将两位犯罪嫌疑人的车票
给了一个特写，上边写的是郴州到长春无座票，车票上的姓名、无座，车厢号，
画面切换到了第二候车室，一位身穿红色上衣、马尾辫的女孩，看起来像大学生，
白色皮箱，上边放了一个彩色书包，手里拿着金色的苹果大屏手机，此时一名身
高在一米八左右的平头男子，操着南方口音，上穿绿色羽绒服，拿着自己的手机，
说手机没电了，向这名女孩借手机打电话，此时，另一名身高在一米七左右，秃
顶，微胖，身穿藏蓝色风衣，右肩上挎黑色单肩皮包，故意将女孩的皮箱和书包
撞倒，分散了女孩的注意力，这名男子与该女孩弯下身去捡行李，此时高个男子
拿着女孩手机逃走。
问题一：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视频中你所见到的过程
问题二：你能够为破案提供哪些线索。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党群机关(2.27)
2016 年 2 月 27 日国考公务员面试题(中直机关、改委等党群通用)
材料题有题本，其他的题听题
1、大学生上课的缺勤率较高，学校采取扫二维码点名、指纹打卡等手段，
你怎么看?
2、大学生兼职总是上当受骗，你是法律社团的负责人，你怎么组织法律宣
传活动，提出几个方案，并就一个进行重点说明。
3、你跟小王共同负责信息的人工互查，时间紧任务重，小王看得很快，并
通过，但是你却发现小王查过的有很多错误，你怎么办?
4、地震了，有志愿者携带物资想要去一线，政府不同意志愿者去，志愿者
很激动，现在双方发生了争执，人越来越多引起了围观，你是政府的工作人员，
你怎么办?
5、材料题：行政服务大厅有些办事规则，有什么不妥，你有什么改进的意
见?
1、工作时间上午九点到下午五点(午餐 1 小时);
2、请自觉维护现场秩序，有预约的除外;
3、自助查询的业务要在自主查询机上办理;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国办地方志办公参公(2.27)
1、农村很多村民家长里短，而农家书屋、文化广场等活动场所却少人问津。
有人说这些场所是不让用、不能用、被占用，对此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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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很长的材料题(材料在桌子上)大题是针对学生上网多、不外出现象，学
校组织了一次攀岩比赛。下面就是四、五位同学说的话：
甲、学院就他一个人参加，还拿了第三名，很自豪;
乙、昨天通知，今天参加，自己来不及准备;
丙、对校长的讲话印象最深，讲了 40 分钟;
丁、说攀岩，好危险，开始崇拜攀岩运动员，觉得他们好厉害;
根据以上内容说说活动组织的不足之处。
3、农家书屋等闲置，作为村民主任，你怎么办?
4、有大学生村官小王新到你村，在一次村民大会上读讲稿，大家大笑，小
王认为村民不友好，情绪低落。如果你是村民主任，你怎么办?
5、某动物园售票点，一位大妈花费 40 元买了原价票，而身后一小青年只花
了 10 元买了网络团购票，大妈情绪激动，与动物园保安发生冲突，而在混乱中
有一部分没买票的游客混入动物园。作为该动物园的保安队长，你怎么?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安徽气象局(2.28)
材料关于博物馆
第一题有关于博物馆以前冷清，现在热门，有些都要排队，这个现象，你怎
么看。
第二题，关于博物馆的宣传，组织活动主题。
第三题，博物馆展览期间，人多，安保力量不足，安保人员累，存在懈怠，
抱怨，怎么做。
第四题，国内文物留走海外，百年后才回归国内，做一个回归历程与人物事
迹的宣传。第五题，展览期间，博物馆人多，在外排队的人也很多，针对现象，
怎么办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银监会安徽监管局(2.28)
2016.2.28 上午 银监会安徽监管局 监管岗
1.自我介绍 (姓名，年龄，学校，专业，科研成果)
2.北京雾霾天气频发，美国大使馆与北京环保部门监测数据不同，引发热议，
你怎么看。
3.进入工作单位，领导让你对辖内银行业金融机构进行检查，形成调查报告，
但你对业务不熟悉，请问你怎么办?
4.央行取消商业银行，农村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上限，利率市场化从理论付诸
实践，请问利率市场化对商业银行有什么影响?
5.商业银行内部控制的意义，要素，原则。
6.(英语)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作用。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2.26)
2 月 26 日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面试
考情：先给 15 分钟读材料，读材料有纸和笔，到面试现场可以把材料和草
Add/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物资大厦 25 楼

Tel/0851-86875000
第 4 页 共 7 页

Web/www.gwypxw.com

稿纸带进去，4 题共 20 分钟，读题，现场有闹钟，剩下 5 分钟的时候提醒时间
材料大概内容：带薪休假制度强制执行，现在由于旅游业的发展，导致旅游
业假日吃不消，平时吃不饱，如果带薪休假执行，有利于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
资源的充分利用。工人对带薪休假持有不同的态度，年轻职工为了以后的发展不
敢提出带薪休假，骨干人员固有的观点是需要加班加点完成自己的工作，不想给
同事增加麻烦，也不愿意带薪休假。劳动密集企业管理者说平时订单多很忙，带
薪休假会导致企业无法运转。市政府还做了一个调查...
1、关于市政府强制执行带薪休假制度，你怎么看?
2、带薪休假强制执行，各方众说纷纭，为了了解带薪休假执行情况，你作
为该方案的执行人员，如何保证调查数据的有效性?
3、一场关于带薪休假制度的座谈会上，会议上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但是现场出现互动不积极，甚至冷场的情况，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4、对于其中划线部分，划线部分的大概内容是“玩具协会对第四季度 7 家
玩具企业，如果按带薪休假制度支付 3 倍支付报酬，即使任务全满的情况下，也
会导致该季度亏本经营，对此玩具协会得到结论：带薪休假制度不适合在玩具行
业执行”，对此你怎么看?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铁路公安(2.26)
1.社区健康讲座群众热情度不高，领导让你去调查，怎么开展
2.山区举行驾驶员技能培训，重点是什么
3.山体经常滑坡，政府组织迁移，有人不愿意，你是工作人员怎么解决
4. 单位将停车场运动场像群众开放，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你怎么
看?括号里的话不确定
5. 视频是一节卧铺车厢内，一个乘客起来把钱包放在了挂着的衣服兜里，
然后出去拿行李的时候把手机放在了桌子上，打开行李包的时候里面有个单反，
然后又把行李包放到了货架上，直接去洗脸了，洗脸的时候把手表摘掉放在了一
边，然后他出去一会，又进来一个人把他手表拿走了。问问，这名乘客有哪些不
妥之处? 为了帮乘客找到手表，你能提供哪些信息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解析:商务部(2.24)
第一题：污水标准引入臭 黑等民众感官性的标准，为民众考虑，你怎么看?
第二题：社区医院搞了一个软件，老年人不会用，你是推广负责人，你怎么
办?
第三题：你是志愿者培训组织的成员。有一个组织搞得很好，让你去取经，
你怎么做?
第四题：某村修了高速路，占了农民的地，之前给过农民补偿款建设城市森
林，两边种的树，现在机械开不进去，怎么办?
第五题：某大学交钱用银行卡、不让交现金、你是值班的、家长和窗口工作
人员争执、引来围观，由你来处理 怎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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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工商总局机关党委(2.25)
工商总局机关党委的题目党群参公 2 月 25 日：
1、政府购买服务帮助残疾人困难户，有人说是创新，有人说是懒政，你怎
么看?
2、你是信访局的，打电话过来，信访科没人接电话，你是办公室的 xx，说
这个事是信访科的，不归我们管;对方说，没人接才打过来。你说：开会去了，
他们不再，一会再打吧。对方：这个事情很急，局长要报告。把手机号给我吧。
你说：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局里的，怎么能给你手机号呢?要不你跟你局长说明
天再交材料吧。
问：李岩哪里做得不对，假如你是李岩，你会怎么做?
3、你是市政府工作人员，农产品准备网上销售，需要邀请外来电商企业，
你们市的电商企业要参加洽谈会，你怎么办?
4、你们市经过科学规划论证，把主干道的树砍了，扩宽路面，群众不满意
阻拦，人聚集，越来越多，阻碍交通了。你是工作人员，你怎么处理?
5、你是上级政府工作人员，省级的，准备评选最美乡村医生，到基层卫生
部门，基层反应医生工作累，收入低，你怎么办?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出入境检验检疫局(2.25)
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2 月 25 日考试题
1、茶叶出口到欧美、日本等国，由于农药残留国外发布了通报，有说是国
外贸易壁垒，有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要提升企业自身，你怎么看?
2、建蚊虫苍蝇的图片库微信号。
3、船员卸货开凭证时间长，船员很不耐烦，你怎么劝说，请现场模拟。
4、和企业合作，发了一篇文章泄密了，企业投诉，怎么办?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商务部(2.23)
1、国家在环境考核对水质检测指标中除有物理指标、化学指标、微生物指标
外，还加入了黑(色度)、臭(味)这样的主观标准，谈谈你怎么看?
2、我市志愿者服务活动搞得不好，但是某市志愿者组织搞得好，领导派你
去学习，怎么保证学习到位?
3、为了宣传社区医院，设计了一个 APP，但是老人不会用，你认为要怎么
宣传，才能达到效果?
4、新生学校报到，规定只能刷卡，来的学生很多，有学生家长在大厅吵闹，
你是大厅工作人员，怎么办?
5、建设森林征了农民的地，前期已经给了征地补偿款，距离高速公路 50
米处全种上了树。后来农民觉得树挡住了农业机械的进出，又要追加补偿款。你
是基层工作人员，你怎么办?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及答案解析:边防部(1.31)
(考务：面试时间为 10 分钟，进场前在候考区域给题本和草稿纸，阅读 5 分钟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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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答题室答题，答题时间为 5 分钟，结构化面试，现场不公布成绩)
1.你的“人际原则”是什么?
2.大学生就业难，你怎么看?
3.同学都不在，有些事情要处理，你是教导员，你怎么办?
4.如果你在边防觉得无用武之地，做的都是小事，你怎么办?

2016 国家公务员面试考试题及答案解析:外交部(1.29)
(考务：全天一套，面试分为两个环节，第一个环节是演讲，10 分钟提前准备，
3 分钟演讲;第二个环节为结构化面试，3 道题，无题本，有草稿纸，考官读题，
答题时间 15 分钟，共三题，时间 10 分钟，有题本纸笔。)
1.电视机里一个外国人说：“China Great!”。脑子里想的是：“客套话别
太当真!“一个中国观众看到后说：”连外国人都夸中国好!“于是拿出相机和电
视里的这一幕合影。(10 分钟提前准备，3 分钟演讲)
2.如何看待中俄美三国关系及对世界的影响。
3.如果你是驻外使馆负责领事保护的工作人员，当地发生侵害华人利益的各
类事件，例如打砸抢烧等。领导让你对此事写一份应对措施方案，你怎么办?
追问：你该如何通知分散在所在国各地的中国留学生?
4.你和小刘是同事，你工作仔细认真，他工作马马虎虎易出错，领导让你负
责检查审核他的工作，小刘有点不悦，你怎么办?(刚讲两句考官就变小刘开始现
场模拟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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