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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面试的“变”

面试形式出现变化

老吴公考

部门 省直 济南 聊城 菏泽 莱芜 滨州 威海 潍坊

结构化 √  √ √  √ √ √ √ √

 无领导     √

 结构化小组 √  √   √ √

 演讲    √ 



山东面试的“变”

具体规则多种多样

1.结构化面试：有15分钟包干制，有6+6（潍坊、淄博），有7+7（东营、滨州）。

2.公安单独考：2道题，10分钟。

3.无领导小组讨论：80-90分钟。

4.结构化小组面试：60分钟左右。

老吴公考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进场

报到 候考 离场

抽签

1.携带身份证、准
考证等指定证件。
2.按规定时间提前
抵达考点。

1.保持安静，不得喧哗。
2.有任何事情，请举手
示意工作人员。
3.调整好心态。

1.感谢所有考官及工作人员。
2.考生席物品归位。
3.听候工作人员安排下一步事
项。

1.电脑或人工抽签，服
务工作人员安排。
2.抽签顺序与成绩高低
无关，不必纠结。

1.有礼貌地向所有考官及工作人
员问好。
2.认真听引导语，尤其时间规则。
3.按要求答题。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自我认知01
准确、全面、客观地评价自己。

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并积极改正。

综合分析02
抓住本质，正确看待社会现象。

深入思考，树立积极人生态度。

分析全面，既不偏激也不片面。

组织管理03
准确理解领导的意图和工作目标。

采取多种措施，及时高效地完成

任务。

人际关系04
积极融入机关氛围，有强烈的权

属意识和组织纪律性，人品好。

沟通表达05
准确抓住沟通目标。

换位思考，理解对方。

有效劝说对方，达成沟通目标。

情景应变06
面对突发事件，情绪稳定，能快

速抓住主要矛盾，采取有力措施

解决问题。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第一题：《传习录》记载了明大儒王阳明与弟子的这样一段对话。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

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

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请结合这句话的理解，谈谈将来如何开展工作？

  第二题：城市设计了很多免费饮水点，但一些年纪大的老人经常用水桶来打水，针对这种现象，你觉

得应该怎么办？请提出你的建议。

  第三题：有人说，做人要看人长处、帮人难处、记人好处。请结合自身实际，谈理解。

  （2017年6月29日上午，统考题）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结构化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结构化面试具体的评分细则，

在《面试提分宝》第35、36

页，请大家自行阅读和学习。



无领导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总结陈词

准备提纲 自由讨论

独立发言

1.认真阅读材料。
2.认真阅读题干。
3.认真阅读注意事项。
4.准备好自己的发言要点。

1.尽力增加发言次数。
2.每次发言都必须有实质
内容。
3.有理、有利、有节。
4.反应迅速、温和幽默。

1.按考官要求的顺序发言。
2.认真听他人发言，并随
时补充完善自己的要点。
3.控制好时间。

1.争取代表小组陈词。
2.陈词时不要说自己的想
法，只说小组讨论的结果。
3.面向考官汇报。



无领导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封闭型01
在A与B之间做出唯一的选择。
如：支持VS反对，肯定VS否定，
对VS错。

开放型02
和结构化面试完一样，没有任何
约束限制，可以有无限空间。

排序型03
对材料中的选项，按照重要程度
排出优先级与顺序。



无领导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材料大意】
对于大学生结婚，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支持的理由有：
1.大学生结婚是一种潮流，也将会成为一种趋势。
2.大学生在年龄上、生理上都处于人生的高峰期，“先生子后事业”可以弥补女性的职先天劣势，在解决
后顾之忧后，更能全力投入工作中。
3.结婚后可以更集中精力用于学业。
4.大学学习氛围浓郁，能为孩子成长提供一个良好的氛围。
5.婚后能增强人的开拓进取心、责任心、创新意识，能在科研中承担更多的责任。
反对的理由有：
1.这是利用制度的漏洞进行投机。
2.结婚后家庭事务必然增加，影响个人学业。
3.年轻人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不够成熟，学校和家庭之间不能两全，都会影响。
4.大学生缺乏责任心，在孩子成长上很难全面。
5.结婚生子后，会和普通的学生产生区别，学业和生活中都有变化，会影响向日常与同学、导师
间的人际关系。



无领导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问题】

1.对于大学生结婚这一现象，你是支持还是反对?

2.从材料中，分别就支持和反对两方面各推举出三条理由。

3.从支持和反对的角度，各选出一人进行总结陈词。

【要求】

1.请考生认真阅读材料并准备发言提纲，时间20分钟。

2.请考生依次对“问题1”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间5分钟。

3.请就“问题2”进行自由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时间40分钟。

4.请选出两名代表向考官总结陈词，时间5分钟。



无领导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无领导面试具体的评分细则，

在《面试提分宝》第36-38页，

请大家自行阅读和学习。



结构化小组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结构化 结构化小组          无领导



结构化小组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回应补充

候考室思考 相互点评 离场

进场答题

提供题本和草稿纸，
思考时间5-15分钟。

A点评B和C
C点评A和B
B点评C和A

服从考官要求及工
作人员安排

3道题目，考生轮
流回答。
ABC，BCA，CAB。

A回应BC的点评
B回应AC的点评
C回应BA的点评



结构化小组面试介绍

老吴公考

高分技巧——

1.结构化小组面试首先是结构化，必须把结构化面试主要题型练得滚瓜烂熟。

2.有意识地训练点评：（1）要一针见血，抓住关键，不要考虑细枝末节的东西；（2）要对事不

对人，不要把点评变成人身攻击；（3）要有理有据，令人信服；（4）要言简意赅，控制好时间，

60秒内完成一个点评；（5）不要讲太多点，60秒最多只能讲2-3个点，要记住伤其十指莫如断

其一指；（6）看着对方的眼睛、面带微笑、笑里藏刀。最重要的是，在面试班上要多看看老师

是如何点评的。

3.有意识地训练回应：（1）心中MMP，脸上笑嘻嘻；（2）回应之前先感谢；（3）有选择地回

应，确实自己错了要认怂，抓住对方弱点狠打；（4）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是我没说清，不是

你没听懂。最重要的是，多参加无领导小组讨论，能快速提高。



演讲题介绍

老吴公考

主题演讲01
围绕某一个主题（或观点），发表
一篇即兴演讲。

情境演讲02
在某个特定情境下，以特定身份、
面向特定人群，即兴发表演讲。



演讲题介绍

老吴公考

在感动中国的舞台上，我们不仅认识了水稻之父“袁隆平”，还认识了当代雷锋“郭明义”，

最美巡警“王静”、最美教师“张丽莉”。请你以“小人物，大境界”为主题发表一个演讲。



演讲题介绍

老吴公考

评分标准——

1.主题突出：从题干中推导和确定正确的主题。

2.内容丰富：说理、故事、自身经历、数据……

3.情感饱满：能调动自己和考官的情绪。

4.举止得当：能恰当地使用表情和其它肢体语言。

5.表达流利：说话掷地有声、充满力量。



演讲题介绍

老吴公考



演讲题介绍

老吴公考

更加具体的技巧，在《面试提

分宝》第130-136页，请大家

自行阅读和学习。



福利介绍

老吴公考

购买方式：扫描本页左下方二

维码，安装老吴公考app，在

“活动”页面即可购买。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辨01
通过关键词，辨别题型、命题意图、
评分标准。

思02
快速形成答题框架。并发散思考，
尽量把各方面都想到。

解03
对发散思考的内容，去粗取精、合
并提炼，形成3-5个关键要点。

说04
以自然、得体、流畅、准确的方式，
把答案说给考官听。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山东真题】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很多年轻人都投身到创业的洪流

中，掀起了一股创业的浪潮。在这种大背景下，你为什么考公务员？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为什么不创业而考公务员，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对创业的认识。李克强总理数次强调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对于激发社会活

力、推动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创业不仅需要敢闯敢拼、一腔热血的创业激

情，还需要一个充分了解社会、细致调研的准备阶段。如果缺乏这个准备阶段而急功近利地

盲目创业，那么风险性、失败率都是非常高的。当然，这不是说我畏惧失败、患得患失，而

是我认为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积累一定的社会阅历、工作经验、人脉资源、

启动资金可能在现阶段更加重要。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在积累一定经验阅历之后，才能对

社会、经济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为创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第二，我对考公务员的认识。现在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在没有发现合适的创业项

目之前，无非就是进入企业、进入政府两条道路。我认为，大学生应该先就业，再择业。考

公务员既能解决就业的现实压力，又能够让我们快速认识社会、锻炼能力，这种选择本身无

可厚非。而且，我觉得自己是符合公务员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个人道德品质比较过硬，原则

立场也比较坚定，如果能够为民服务我也会觉得十分光荣。我坚信能够胜任公务员这份职业。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第三，我对未来的规划。这次参加公务员面试，如果有幸被录取，那么我会踏踏实实干

好工作，尽快融入社会和集体，锻炼工作能力。如果没有被录取，我也会选择尽快去企业就

业，不会去做考碗族和啃老族。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能够让我们学到知识、认识社

会、提升能力。在就业过程中锻炼能力，发现机会，在时机成熟、有合适项目的时候，我也

会毅然投身到这股创业大潮中去，体验一把干事创业的魅力，收获人生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辨01
关键词1：中央提出大众创业——>要肯定中央政策的重要意义——>谈谈大众创业的意义。

关键词2：很多年轻人投身创业洪流——>应持肯定态度，指出其意义。

关键词3：你为什么报考公务员——>有前两个关键词构成逻辑矛盾——>本题答题的重点

是如何解释这个矛盾？

结论：命题人有意制造矛盾，意在考察考生的思辨能力和自我认知能力。思辨，就是能不

能合理地解释矛盾；自我认知，就是能为自己未来的职业作准确定位。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辨01
考官评分要素——

1.考生是否能正确理解“大众创业”的重要意义？

2.考生是否能正确理解“公务员”和“创业”之间的关系？

3.考生是否能通过自我评价，来阐述自己的报考动机？

4.考生答题合理、可信、有说服力，态度端正、积极。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思02
1.考生是否能正确理解“大众创业”的重要意义？方法：按照影响对象来构思。

（1）有利于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活力，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创业者

（2）有利于推动商业创新、技术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注入活力。——国家

（3）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形成以创业促就业的新格局。———————社会

（4）有利于扩大税源、增加税收和国家财政收入。——————————政府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思02
2.考生是否能正确理解“公务员”和“创业”之间的关系？

（1）厘清概念，“创业”不仅指创办企业，更指创办事业。

（2）机关工作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事业，从零开始，自然也属于创业。

（3）公务员虽然不在商业活动中，但却是幕后英雄，通过落实政策、优化服务、提供平台、

创造条件，形成了有利于创业的好氛围，直接地促进了创业，间接地参与了创业。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思02
3.考生是否能通过自我评价，来阐述自己的报考动机？千万不要说自己有缺点，不适合创

业。要谈自己有优点，更适合当公务员。

（1）从性格角度看，我性格比较沉稳、谨慎，相对来说更适合从事机关工作，而不是创办

企业。

（2）从个人志向看，我更倾向于精神上的满足而非物质上的富有，所以也不想投身商海、

创办企业。

（3）从未来发展看，机关平台更大、机会更多、人文氛围更好，也能为我提供广阔的发展

空间和无限可能，和创业相比，同样精彩纷呈。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解03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说04
  各位领导，我想就这件事情做一个真诚的解释。

  中央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作为年轻人，我能够理

解：（1）有利于激发年轻人的创造活力，为年轻人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2）有利于推动

商业创新、技术创新，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注入活力。（3）有利于缓解就业压力，形成以创业

促就业的新格局。（4）有利于扩大税源、增加税收和国家财政收入。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说03
   但我并不觉得创业和报考公务员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1）“创业”不仅指创办

企业，更指创办事业。（2）机关工作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事业，从零开始，自然也属

于创业。（3）公务员虽然不在商业活动中，但却是幕后英雄，通过落实政策、优化服务、提

供平台、创造条件，形成了有利于创业的好氛围，直接地促进了创业，间接地参与了创业。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说03
   更何况，我报考公务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从性格角度看，我性格比较沉稳、谨慎，

相对来说更适合从事机关工作，而不是创办企业。（2）从个人志向看，我更倾向于精神上的

满足而非物质上的富有，所以也不想投身商海、创办企业。（3）从未来发展看，机关平台更

大、机会更多、人文氛围更好，也能为我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无限可能，和创业相比，同

样精彩纷呈。

    所以我觉得，对我自己来说，和创业相比，报考公务员、投身机关工作同样很有意义，

也更适合我。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答案PK

   为什么不创业而考公务员，我的理由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对创业的认识。李克强总理数次强调大众创新，万众创业，这对于激发社会活

力、推动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意义阐述不充分，政策理解能力不高）但是，创

业不仅需要敢闯敢拼、一腔热血的创业激情，还需要一个充分了解社会、细致调研的准备阶

段。如果缺乏这个准备阶段而急功近利地盲目创业，那么风险性、失败率都是非常高的。当

然，这不是说我畏惧失败、患得患失，而是我认为对于一个刚出校门的大学毕业生而言，积

累一定的社会阅历、工作经验、人脉资源、启动资金可能在现阶段更加重要（解释不可信，

那些创业的年轻人都是非富即贵吗？同时，这也说明你在大学期间缺乏社会实践锻炼、人际

交往能力不足、可能还啃老了）。所谓磨刀不误砍柴工，在积累一定经验阅历之后，才能对

社会、经济有一个深刻的认识，这样才能为创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第二，我对考公务员的认识。现在大学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言下之意，你是找不到工

作了才来考公务员），在没有发现合适的创业项目之前，无非就是进入企业、进入政府两条

道路（又错了！视野太狭隘，除了创业、企业、机关，就没有其它工作了吗？）。我认为，

大学生应该先就业，再择业（陈旧的观点）。考公务员既能解决就业的现实压力，又能够让

我们快速认识社会、锻炼能力，这种选择本身无可厚非（露出狐狸尾巴了：把机关当跳板，

其心当诛）。而且，我觉得自己是符合公务员工作的基本要求的，个人道德品质比较过硬，

原则立场也比较坚定，如果能够为民服务我也会觉得十分光荣。我坚信能够胜任公务员这份

职业。

答案PK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第三，我对未来的规划。这次参加公务员面试，如果有幸被录取，那么我会踏踏实实干

好工作，尽快融入社会和集体，锻炼工作能力。如果没有被录取，我也会选择尽快去企业就

业，不会去做考碗族和啃老族。（面试大忌：考公务员对你不过是一个选择而已，并非你的

理想和志向）不管是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能够让我们学到知识、认识社会、提升能力。在

就业过程中锻炼能力，发现机会，在时机成熟、有合适项目的时候，我也会毅然投身到这股

创业大潮中去，体验一把干事创业的魅力，收获人生当中一笔宝贵的财富（现在可以确定，

你只是把机关当跳板、当备胎，死去吧您呐！）。

答案PK



面试95分答题方法

老吴公考

PK结果

项目 老吴得分 其它机构得分 PK结果

政策理解能力  2 未充分阐述，0.5 老吴大胜 

 逻辑思辨能力  2  把二者对立了，0  老吴完胜

 求职动机态度  2 把机关当跳板，0  老吴完胜

 公务员荣誉感  2  混口饭而已，0  老吴完胜

 自我认知能力  2 完美地展现了自己的缺点，0  老吴完胜



山东面试的“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老吴公考

政治鉴别能力

1

依法行政能力

2

公共服务能力

3

调查研究能力

4

学习能力

5

沟通协调能力

6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老吴公考

创新能力

7

应对突发事件
的能力

8

心理调试能力

9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1.政治鉴别能力

（1）有一定的理论功底，能掌握习近平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四个全面”。

（2）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是非分明。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2.依法行政能力

（1）有较强的法律意识、规则意识、法制观念。

（2）忠实遵守宪法、法律和法规，按照法定的职责权限和程序履行职责、执行公务。

（3）依法办事，准确执法，公正执法，文明执法，不以权代法。

（4）敢于同违法行为作斗争，维护宪法、法律尊严。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3.公共服务能力

（1）牢固树立宗旨观念和服务意识，诚实为民，守信立政。

（2）责任心强，对工作认真负责，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

（3）有较强的行政成本意识，善于运用现代公共行政方法和技能，注重提高工作效益。

（4）乐于接受群众监督，积极采纳群众正确建议，勇于接受群众批评。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4.调查研究能力

（1）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实事求是，讲真话、写实情。

（2）坚持群众路线，掌握科学的调查研究方法。

（3）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准确把握事物发展的历史、现状和产生的影响；

（4）积极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预测发展的趋势，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

（5）善于总结经验，发现典型，指导、推动工作。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5.学习能力

（1）树立终身学习观念，有良好的学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2）学习目标明确，根据自己的知识结构和工作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积累知识与经验。

（3）掌握科学学习方法，及时更新和掌握与工作需要相适应的知识、技能。

（4）拓宽学习途径，向书本学、向实践学、向他人学。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6.沟通协调能力

（1）有全局观念、民主作风和协作意识。

（2）语言文字表达条理清晰，用语流畅，重点突出。

（3）尊重他人，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

（4）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营造宽松、和谐的工作氛围；

（5）能够建立和运用工作联系网络，有效运用各种沟通方式。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7.创新能力

（1）思想解放，视野开阔，与时俱进，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勇气。

（2）掌握创新方法、技能，培养创新思维方式。

（3）对新事物敏感，善于发现、扶植新生事物，总结新鲜经验。

（4）善于分析新情况，提出新思路，解决新问题，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8.应对突发事件能力

（1）有效掌握工作相关信息，及时捕捉带有倾向性、潜在性问题，制定可行预案，并争取把问
题解决于萌芽之中。

（2）正确认识和处理各科社会矛盾，善于协调不同利益关系。

（3）面对突发事件，头脑清醒，科学分析，敏锐把握事件潜在影响，密切掌握事态发展情况。

（4）准确判断，果断行动，整合资源，调动各种力量，有序应对突发事件。

老吴公考



山东面试的“变”与“不变”

《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标准框架（试行）》

9.心理调适能力

（1）事业心强，有积极、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和爱岗敬业的热情。

（2）根据形势和环境变化适时调整自己的思维和行为，保持良好的心态、情绪。

（3）自信心强，意志坚定，能正确对待和处理顺境与逆境、成功与失败。

（4）良好的心理适应性，心胸开阔，容人让人，不嫉贤妒能。

老吴公考



如何下载今天的课件？

扫左下角二维码

安装老吴公考app可下载。

下周开始，将有一系列在线面试

练习课，让大家感受老吴公考的

教学实力！最重要的，是免费的！

免费的！免费的！

老吴公考



谢谢观看 
Thank you.

老吴公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