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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难度不小

有的题目题干就8行

今年的行政能力测验仍然
沿用去年的分卷测试。也就是
说，对省级以上机关和地市级
以下机关职位分别命制公共科
目笔试试题。行测题分两类试
卷，主要不同在于今年地市总
题量为130道，较省级以上少5
道，其他题型题量基本一致，只
是题序选项顺序稍有不同。

在考场外，多名考生抱怨
今年行测题目难度较大，申论
考查则比较常规。“有些题光题
干就有8行，根本没有时间细
读，120分钟做135道题，时间很
紧张。”考生小杨还表示，今年行
测中常识题很灵活，不仅考经
济、法律、政治常识，还有电影、
生活常识。当然今年的试题也紧
跟“时髦”，“雾霾”及减排方式等
社会热点便进入了考题。

联创世华公考专家表示，
今年行测试卷的整体难度也有
所提高，考试题目也更加灵活。
例如常识题中出现了考查二战
电影的题目，对考生的日常积
累有所考验。

一个教室30人

有7个没来的

行测、申论考试结束，意味
着国考已经过半。虽然考生普
遍反映，今年行测题目难度较
大，但今年仍被称为“最易国考
年”。在全国范围内，今年国考
计划招录2 . 7万余人，共有接近
140万人通过报名审核，平均竞
争比50：1，是最近7年最低的。
其中，山东通过报名审核人数
为83007人，在北京、广东之后
位居全国第三；招考职位数
1245个，竞争比高达66 .67：1，激
烈程度仅次于北京。

与往年一样，今年考场内
也出现了不少弃考族。“考场里
应该有30人，但有7个没来的。”

在济南一中考场的小董说。有
的考生表示，上午考完行测，下
午申论没来的就更多了。

对于每年涌现的弃考族，
高联公考专家李知远分析，与
省考不同，很多考生抱着“试试
看”的心态报考国考，有些甚至
拿国考来为省考练手。因此，不
少考生没做充分的考前准备，
最后弃考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弊将入刑

明年1月可查成绩

本次国考为历年来最严
格，作弊将入刑。针对考试作弊
处罚措施，省人事考试中心官
方微信连续多天发布消息。

省人事考试中心表示，此
次考试期间，山东省、市两级人

社部门将联合省、市公安、无线
电管理等部门，加强考试期间
对考点内外的联合巡查，采取
积极有效措施，严厉查处和打
击各类涉考违法行为。评卷过
程中，对认定为作答雷同答卷
的考生将取消成绩，抄袭者和
被抄袭者都将按违纪处理。

对于神秘的试卷运送工
作，有工作人员表示，试卷一律
由省人社系统内部正式员工进
行护送，保证开考前的最后一
百米不泄密。

根据公告，明年1月10日左
右考生可登录考录专题网站查
询笔试成绩及最低合格分数
线。7个非通用语职位外语水平
考试成绩和银监会、证监会特
殊专业职位考试成绩也同时在
考录专题网站上公布。

1、甲、乙、丙、丁四人商量周末
出游，甲说：乙去，我就肯定去；
乙说：丙去我就不去；丙说：无
论丁去不去，我都去；丁说：甲
乙中至少有一个人去，我就去。
以下哪项推论可能是正确的？
A 乙、丙两个人去了
B 甲一个人去了
C 甲、丙、丁 三个人去了
D 四人都去了

【参考答案】C

2、下列作品与第二次世界大战
有关的是：
A 《辛德勒名单》
B 《静静的顿河》
C 《智取威虎山》
D 《战争与和平》

【参考答案】A

3、某市城市空气质量较差，检
测结果显示，在主要污染物中，
P M 1 0 颗 粒 浓 度 严 重 超 标 ，
PM2 . 5颗粒浓度及有害气体浓
度尚在正常范围。如果你是城
市决策者，采取以下哪些措施
能在影响最小的情况下，最有
效地改善空气质量？
①整改郊区水泥厂
②整改郊区造纸厂
③市区车辆限号行驶
④改善郊区植被环境
A.①② B．①④
C.③④ D．②③

【参考答案】B

这些试题你会吗？

本报菏泽11月29日讯（记者
陈晨） 12月起，菏泽将调整出租车
部分计价方式：取消出租车每乘次
0 . 50元的燃料附加费，实行16年之
久的雨雪天加成政策也将废止。同
时，车用天然气价格下调，最高销
售价格由每立方米4 . 58元调整为
3 . 88元。

根据调整，12月起，对档次较
高、经营期限为7年的出租车实行优
质优价，起步价为2公里6元，对档次
较低、经营期限为6年的出租车起步
价保持不变，仍为2公里5元。而之
前，菏泽出租车起步价为统一的2公
里5元，再加上0 . 5元的燃料附加费，
即5 . 5元。

据介绍，本次涉及调整起步价
的出租车为2012年以来陆续更新的
新朗逸、速腾、桑塔纳志俊和北京
现代名驭四款车，目前，菏泽城区
共有出租车1565辆，这4款车共有
1000余辆。

早在1999年，菏泽规定“因雨、
雪、雾天气或道路泥泞有碍车辆正
常行驶 ,时速达不到10公里时 ,每车
公里加收15%的租价。”这一政策也
将于下月起废止。“首先是今年年
初出台了出租车低速加成的政策，
其次雨雪天加成多依赖于人工操
作，出租车不能统一控制，有失公
正。”菏泽市物价局价格科科长张
进涛介绍称，目前菏泽市区实行的
低速加成政策为：出租车时速达不
到15公里时，每等候5分钟收1公里
租价（1 . 5元）。

菏泽取消出租车

雨雪天加价
专车新政最快明年实施，“专车司机须签约”遭质疑

的的哥哥都都不不签签，，专专车车司司机机会会签签？？

想想当当公公务务员员，，得得懂懂咋咋治治霾霾
“治霾”进国考考题，山东竞争激烈程度仅次于北京

11月28日，交通运输部发布了《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两个文件征求意
见总体情况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其中八成意见赞成私家车合乘或
拼车。交通运输部相关专家表示，交通部正根据意见进行方案修改，预计
2016年1月1日就能实施。

本报记者 刘飞跃

从数据统计看，有关私
人小客车合乘与规范发展
的问题，205条中有167条（占
81 .5%）意见支持，仅有38条
（占18.5%）意见反对。

支持者认为拼车能够
缓解交通拥堵，符合绿色
出行的理念，也是真正的
共享经济。而反对者则认
为合乘与客运服务的界线
难以准确界定，担心将来
会发展成为现行的“专车”

“快车”第二，同样又会游
离于现行法律法规之外。

11月23日，济南滴滴
快车“拼车”功能正式上
线。目前只有北京肯定了
拼车收费问题，而《济南市
城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
例》明确禁止拼车收费，这
也给拼车发展提出了难
题。

“拼车是友好互助行
为，可以收费也可以不收

费，执法部门不能搞一刀
切。”东南大学交通法治专
家顾大松认为，随着互联
网新技术的出现，拼车收
费难题也可以解决。“拼车
软件记录民众每天出发时
间和地点、乘坐次数、花费
金额等，执法部门也能看
得到这些信息。还可以通
过第三方公益组织进行认
证，这样就能区分哪些是
营运车辆和非营运车辆。”

私家车拼车收费在济还不行

《管理办法》提到，网
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者应
当保证接入平台的驾驶员
具有合法从业资格，与接
入的驾驶员签订劳动合
同。而根据统计情况，近七
成意见反对专车和平台签
订劳动合同。而参与交通
部专车和出租车改革征求
意见稿起草的专车也表
示，这条意见引来了巨大

争议。
“济南1万多名出租车

司机中，跟公司签订劳动
合同的几乎没有，现在签
订的是出租车承包合同，
想让专车司机跟平台签合
同操作性不强。”济南一出
租车公司管理者称。

据了解，目前济南专
车、快车以及顺风车数量
将近60000辆，但真正出来

干活的还不到6000辆，也
就是说专职司机占不到一
成。

“现在济南符合政策
的专车根本没有，绝大多
数都是看到补贴出来转
转，如果想让专车跟平台
签合同，那简直就是釜底
抽薪，谁愿意顺路拉个活
就被束缚住呢？”济南一汽
车租赁公司负责人称。

专车司机签合同，操作性不强

本报济南11月29日讯（记者 刘
飞跃）“如果专车案不再延期，就必
须得12月17日之前判决。”29日，全国
专车第一案原告代理律师李文谦称。
当日下午，记者致电济南市市中区人
民法院，该院相关工作人员称，目前
案件仍然在审理中，是不是将于12月
17日前宣判尚未接到通知。

尽管如此，市中区法院工作人员
表示“本案将会公开宣判，宣判时会
提前通知”。

目前，全国专车第一案已经进行
了两次延期。据悉，今年9月18日，济南
市市中区法院发布“关于专车案再次
延期宣判的公示”称，专车本案虽为
个案，但社会关注度极高，且案件相
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存
在较大的争议。对于该案本院正本着
公平公正的原则，依照程序进行内部
讨论研究，很快将确定最终意见。该
院已向上级法院申请延长审限三个
月，宣判时间我们会在官方微博上另
行通知。

对于全国专车第一案，有关人士
透露，专车单纯从案情来说并不是非
常复杂，但是案子非常容易被民众过
度解读和放大，法院判决可能要平衡
各方的利益。“如果判专车司机赢，那
么民众以为支持专车，但如果判专车
司机输，那么可能与交通部支持专车
的政策相悖。或许等专车监管意见出
台之后，专车第一案才能判决。”该人
士称。

专车第一案
仍“难产”
专家称案情简单却敏感

29日，号称“史上最严国
考”拉开大幕。据统计，全国
共有近140万人通过报名审
核，平均竞争比达到50:1。按
照报名人数，山东也将有超
过8万考生走进考场，角逐
1245个招考职位。与全国其
他地区相比，涉鲁职位竞争
比高达66 . 6:1，激烈程度仅次
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

本报记者 周国芳

链接

29日，在2016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山东师大考场，考生们戴着口罩参加考试，防止雾霾侵害。 本
报记者 周青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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