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年，参加“京考”的考生在考点外备考

试题答案分值“三不公布”
从推出第一年起，公务员考试

就没有“死知识”题。此后，无论“国
考”还是“京考”，考题越来越贴近
时事热点，范围越来越宽，难度逐
渐上升。

“国考” 包括行政职业能力测
验和申论两科，当年的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试题保持 140 道题量不变，
但时间紧， 大部分考生只能完成
100 道题左右。

2008 年“国考”，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各部分都涉及 2008 年时事热
点，如奥运、地震、神七、改革开放
30 年、突发事件应对法、次贷危机
等在各模块均有体现。 申论以“粮
食危机”为题，紧跟国家改革和社
会热点，难度颇大。

“京考” 难度不相上下。“135
道题虽然比国考少了 5 道题，但难
度一点不小。 ”2009 年，来自对外
经贸大学的小谢一走出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考场，就不住地感叹。 她
说，“国考” 一般从常识题入手，而
这次北京公务员考试将数字推理、
数学运算题放在了考卷第一部分，
一上来有点蒙。

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越来越被
社会认可，但公务员考试试题、答案
及分值一直实行“三不公布”。 对于
这种做法，社会上一度产生了质疑。
对此，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 此举是为保证公务员考试公平
公正。“如果公开试题和答案，尤其
是申论部分的答案， 势必被培训机
构利用，作为赚钱的工具。但是有财
力和时间进行培训的考生毕竟是少
数。大多数考生都没有经过培训，这
样就会产生不公平， 而且是对大多
数考生的不公平。 ”出人意料的是，
多家培训机构也一致赞成不公布，
他们认为此举有助于国家甄选人
才，不会造成考生投机。

公务员考录制度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
1993 年 10 月 1 日， 我国正式

施行《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两年
后， 整体推进公务员考录制度，其
核心是公开、平等、竞争、择优，让
所有参加公务员考试的人在考试
面前人人平等，打破了身份、地域
等方面的限制。

实行“国考”头一年，国家公务
员便成为北京不少大中专毕业生
的择业焦点，大约每 5 人中有 1 人
倾向于进机关当公务员， 当年有
5292 名大中专应届毕业生报考，实
际参考人数为 5087 人， 考分在合
格分数线 60 分以上者共有 2217
人，占总数的 40%左右。考生中，研
究生、本科生、大专生、中专生的比

例分别为 5%、42%、21%和 32%，
男女生比例基本为 1︰1。 总的看
来，这次报考人数约为当时在京分
配毕业生就业人数的五分之一，数
量之多，出人意料。

公务员考试在京受热捧，主要
原因在于人事制度改革的不断深
入。 就拿北京来说，随着人才分配
市场化调节机制的逐步建立，人
们择业不再单一。 而公务员制度
的实施， 增加了国家机关的吸引
力。 当然，也有不少考生把这种资
格考试当成自己能否被社会接受
的参考和鉴定， 这也从侧面反映
出人们就业时的多向思维和新价
值观。

公务员考录制度诞生于上世纪 90 年代

最热岗位接近“万里挑一”
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开始推行公务员考录制度。此后，无论是国家公务员考试（简称“国考”）还是北京公务员考试（简称“京考”）都连年升温，最热岗位接近“万

里挑一”。 如今，公务员考试吸引力依旧，但多数考生报考已回归理性。

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
进入新世纪，公务员考试报考

连年创新高。
2005 年岁末，全国出现了扎堆

儿报考公务员的热潮，个别岗位
的竞争者超过 2000 人。 有人感
叹：公务员考试成为难度最大的考
试之一。

2007 年，全国报考“国考”的总
人数达到 55 万， 其中最火的职位
是国家广电总局人事教育司的“干
部人事管理”一职，招两人，报考人
数超过 8000 人。 当年，很多职位的
招考比例都达到了 1︰500。

许多毕业生参加公务员考试
是觉得公务员职业最为稳定。首都
师范大学 03 级电子信息工程系的
李华很早就准备“国考”了，她的成
绩完全可以考研，但她认为，研究
生毕业后就业也不乐观，只有公务
员是最好的选择。

另外，还有更多高校毕业生把
公务员考试当成一种能力考试，如
同考计算机证、 英语等级证一样。
人民大学研究生杨哲不但报了国
家公务员， 还报了北京市公务员，
甚至还打算去考上海和深圳的公
务员，被同学们称为“公务员考试
专业户”。

2008 年， 全国有 77.5 万人参
加“国考”， 再创报考人数历史新
高。 那一年，中央国家机关招录公
务员的职位约为 1.35 万个，考试录
取率约为 17.5%，这项考试成为改
革开放以来竞争最为激烈的考试
之一。

2012 年“国考”，国家统计局重
庆调查总队合川调查队业务科室
科员、南川调查队业务科室科员这
两个岗位的竞争比，分别达到 9411
︰1、9175︰1，接近“万里挑一”。

基层工作经历成为报考“门槛”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

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
作的指示精神，2006 年

“国考”明确提出：中央机
关必须有三分之一的职位
专门用于招考具有两年以
上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
业生。 从那以后， 基层工
作经历逐渐成为公务员考
录的一道“门槛”。

北京从 2010 年起加
大从基层考录公务员的力
度，当年，市和区县党政机
关招录的公务员， 具有两
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者占

八成。2011年，除特殊职位
外， 北京市级机关招录具
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人员的比例达到 100%，区
县达到 80%， 远远高于国
家规定的比例。

“大机关岗位”不再招
应届大学生， 主要是因为
多年来公务员考试中应届
生多凭较强的应试能力而
胜出， 结果造就了一大批
离开家门进校门、 离开校
门进机关门的“三门干
部”。部分“三门干部”缺乏
基层工作阅历， 对一线的

酸甜苦辣和百姓的温饱冷
暖相当隔膜，虽然有学历、
有想法， 但跟基层沟通不
畅， 办起事来有些纸上谈
兵和衙门作风。 从有基层
工作经历的人员中选拔公
务员， 遴选出的公务员才
能真正并长期“为民所想、
为民所急”。

2012 年，“京考”，除
特殊职位外， 不仅市级机
关， 连区县级机关招录具
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人 员 的 比 例 也 达 到 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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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热”回归理性
经过前几年的报考热

潮，“公务员热”一度降温。
首 次 降 温 出 现 在

2010 年。 当年，全国报名
确认参加考试的人数为
103 万，比上一年减少了 1
万人。

2015 年“国考”，虽然
招录规模创历史新高，但
报名人数较往年有明显下
降， 报名系统审核通过人
数为 131.7 万人， 平均竞
争比为 59︰1。 而上一年
同期则有 136 万人报考，
竞争比为 70︰1。 招录规
模升， 报名人数降， 此次
“国考”成为那几年“最好
考”的一次。

时任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分
析，三大原因导致“国考”
降温：第一，“国考”职位设
置更加科学合理， 招录机
关对招考职位描述更加具
体， 资格条件设置更加详
细，避免了考生盲目选择；
第二，考生报名更趋理性，
跟风报名情况减少；第三，
“国考”更加注重报名诚信
机制建设， 采取技术手段
进行规范， 不符合报名条
件，想“试一试”的考生大
幅减少。

2016年“京考”虽然进
行了扩招， 但参考人数有
所降低， 平均竞争比接近
8.85︰1， 竞争度是近七次
考试中最低的一次。 这是

由于此次公务员招考出现
了一个重要变化， 即首次
提出在职公务员和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机关单位
工作人员不能报考。 从
此，公务员“遴选”和“公
考”两大录用渠道泾渭分
明，“国考”仅面向体制外
人员，而非体制内公务员
晋升的通道。

眼下，2021年“国考”
报名已经结束。因疫情等原
因，这次“国考”岗位有所扩
招， 报名人数也相应增加，
一些热门岗位竞争依然激
烈。 不过，现在多数考生的
心态已比较成熟，能够理性
对待这项考试了。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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