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30日下午，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图为长
沙大学附中，考生走出考点。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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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重点·“国考降温”A09

11月30日上午9时，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公共科目考试开考。 本次
“国考”系统审核通过人数约为140.9万人，较去年少了11.5万人。在行测考试
考题中，涉及多个社会时政热点问题，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时引用过
的名言。此外，“疑罪从无”等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也成为考试热点。

核心提示

■记者 彭可心

本报11月30日讯 今日上午 9点，
2015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拉开战幕。 据悉，
本次招考全国共有120多个单位计划招录
2.2万余人。今年湖南共有3.6万人报名365
个涉湘职位， 且网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
但据湖南省人事考试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日仍有15%的考生“弃考”。

【现场】
湖南有15%考生“弃考”

记者了解到，今年全国共有140.9万人
通过招录机关的资格审查， 比去年少11.5
万人，创5年来新低。其中只有105万人网
上缴费确认参加笔试，近90万人实际参加
考试，参考率约为85.5%。报名和参加考试
的人数均比去年少了10万人左右。

今年共有3.6万人报名365个设湘职
位，且确认参加笔试，省人事考试院相关
负责人介绍，但仍有15%的考生“弃考”。

记者今日上午8时许在湖南生物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东湖校区）考点看到，不
少考生在寒风中等待入场。来自湖南大学
大四的学生肖庸说，他的室友今天就没有
一起来考试。“他昨天想了一天，说就算来
考也没什么希望，干脆就不来了。”

根据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招聘简章，
此次共有365个涉湘岗位招人，共招收544
人， 比去年340个职位招录409人有所增
加。 报名人数最多的前三位部门依次是：
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长沙海关、国家统计
局湖南调查总队， 三部门报名总人数达
23952人，占全省报名总人数的90.33%。

2015年国考近90万人参考，比去年少10万人左右 湖南15%考生“弃考”

习近平引用名言入国考考题

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
本次国考有近90万人参加考
试，招考有120多个中央机关
及其直属机构和参照公务员
法管理的单位参加， 计划招
录2.2万余人， 比去年增多约
3000人，招录人数创历史新高。

国家公务员局有关负责
人介绍，从今年报考情况看，
考生报名更趋理性。 近几年
社会媒体对公务员职业的分
析、报道增多，考生对公务员
职业有了更进一步了解，跟
风报名情况减少。同时，今年
招录机关按要求对招考职位
的描述更加具体， 资格条件
设置更加详细， 减少了考生
的盲目报考。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
学院院长董克用认为， 报考
人数降低， 也与人们对公务
员的一些误解消除有关系。
“过去不少人认为公务员收
入和福利不少，近年来，随着
‘八项规定’执行力度加大等
原因， 人们对公职人员有了
更清醒的认识。”

■据新华社

今年省级申论作文
主题为科技创新。中公教
育研究与辅导专家曾小
辉说，“主题凸显了当前
经济转型发展的趋势，也
凸显了在新常态下经济
结构由原始的资源驱动
向创新驱动的转变，符合
国家十二五规划的主线，
也突出了申论考察热点
紧追当前时事的特点。”

曾小辉说， 申论材料
的选题也有独特之处，主
要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
念。“天地之性人为贵，人

本思想的关注依然会是将
来国考申论关注的焦点话
题。对于很多考生而言，在
备战其他地方的省考时也
需要关注这方面的热点。”

中公教育研究与辅
导专家梁淑芳分析发现，
今年申论试卷重点考查
的体系是综合分析题，一
道是评论型综合分析，一
道是启示型综合分析 。
“这是今年的第一大重要
变化，而且在分值上两道
综合分析题共占40分，与
申发论述题分值相等。”

近年来，两厢车市场的女性消
费者比例每年不断地攀升。 作为
“领先半步”的汽车领军企业，东风
日产洞察女性两厢车市场崛起的
刚需，于今年11月20日广州国际车
展推出女性专属座驾———新玛驰，
售价5.98~8.75万元。新车针对女性
用车需求，精准诠释专属独特的时
尚潮流感，成为近期备受关注的两
厢新车。

“好看、好用、好开”
新玛驰演绎迷人“Style”

新玛驰的上市精准锁定女性
市场，以立足时尚与潮流触觉的造
型，秀出迷人的“玛驰Style”。整车
在外观、内饰、驾控方面符合女性
审美和日常的驾驶需求，以“好看、
好用、好开———美到刚刚好”的亮
点让女性爱不释手。

造型契合时下审美的新玛驰，
拥有深浅两款内饰， 整车充满质
感。据了解，设计师基于女性对于
美的独特热诚， 将雨滴外形的质
感， 幻化为细腻流畅的车身曲线，
从而诞生了新玛驰俏丽圆润的时
尚造型，从视觉上演绎女性独特的
气质与魅力。此外，新车拥有八大
靓丽车色供选择，其中水晶粉与孔
雀蓝为新增色，特意为匹配女性不
同性格特征而生。

作为一款精品两厢小车，新
玛驰的好用在于“小到精致”。空
间设计巧妙， 带来私密的专属享
受。十处精巧设计，五大专为女性
打造的车内收纳空间，十分丰富：
车门拉手区及中部储物格可放置
化妆品； 前排储物格适合放置手
机等数码设备， 又便于连接车内
音响；前门侧、中控台下、手刹后
方均设有杯架， 方便放置及取用
饮料；副驾驶席下特设储物空间，
可放置高跟鞋，方便随时换装；手
套箱及上方储物格取物便捷；可
折叠后排座椅、 后行李厢可放置
大件物品。

除打造女性专属私密空间
外， 新玛驰还配合了精智科技配
置，使驾乘更加舒心简单。新车装
备同级唯一配备智能遥控钥匙，
可实现触碰车门把手上开关，即
可实现车门解锁/上锁功能；一键
启动功能， 踩下制动踏板并按下
按钮即可启动车辆， 进一步简化
操作； 同级独有的高位出风口环
绕空调，兼顾前后排乘客，提高了
整体乘坐的舒适感；同级独有的e
车助手， 拥有五大类28种信息提
示， 贴心照顾日常用车保养、维
修、安全等。

新玛驰的“小而好开”则体现
在其拥有同级最小4.5米的转弯半

径，在泊车和狭窄道路行驶时游刃
有余；1.2L发动机提供极高的燃油
经济性，满足了精打细算的女性对
燃油经济性的需求，1.5L发动机则
是对城市道路进行综合的考虑，实
现充沛动力及燃油经济性的最佳
平衡，为追求驾驶快感的新女性提
供选择。

风靡全球女性
新玛驰引发“美丽风暴”

作为日产旗下主打的小型车
型， 玛驰自推出后该车在全球累
计销量已超过670万，是日产全球
最畅销的车型之一， 近三年的销

量更是稳居日产热销车型的前
三。2012年的调查显示，玛驰的全
球女性车主比例高达 56.2% 。自
2010年在中国上市后， 东风日产
玛驰也已揽获不少粉丝， 女性车
主高达80%。

凭借独特个性的设计语言和
简易轻松的驾控，色彩缤纷、造型
圆润小巧的历代玛驰深受全球女
性的喜爱。 东风日产新玛驰延续
了家族备受好评的“全球血统”，
以女性专属座驾的全新定位，携
内外升级全新上市， 形成与时下
两厢小型车的差异化竞争。 相信
上市后的新玛驰， 其凭借全新定

位，产品知名度将进一步提升，也
有望成为都市时尚女性两厢小车
的首选。

新玛驰直接精准锁定中国庞
大的两厢小车女性市场， 以迷人
的“玛驰Style”吹响了“女性专属”
的号角，这款“好看、好用、好开”
的精品两厢小车， 在满足时下新
女性追求生活品质， 享受取悦自
己需求的同时， 也将继续以独特
轻松、 简单的方式为女性群体带
来更时尚、舒心的人·车·生活。随
着新玛驰的上市， 东风日产在女
性汽车市场的新蓝海迈开属于自
己的步伐？

全新打造女性专属座驾
东风日产新玛驰上市

今年， 为进一步提高录
用考试的科学性， 探索分级
分类考试， 对省级以上机关
和市（地）级以下机关职位分
别命制公共科目笔试试题，
行测首现了两套试卷。

中公教育研究与辅导专
家邓淑梅介绍， 今年行测分
为省级和地市两套试卷，副
省以上与去年相比变化不
大， 地市以下相比去年就简
单许多。“省级题量不变，仍
旧是135题，而地市题量有所
减少，为130题，数量关系减
少了5道题。”

而在上午的行测考试考
题中， 涉及了多个社会时政
热点问题，如：今年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爆发75周年， 国家
主席习近平3月28日在德国
科尔伯基金会发表演讲时，
谈到二战时引用了什么名
言， 在考试中对考生进行了
考查。

除此之外，“疑罪从无”、
政府信息公开、 城乡居民收
入等社会公众关注的话题也
成为考试热点。

据介绍，2015年1月上
中旬将公布公共科目笔试成
绩、 分数线和第一批进入面
试的人选名单。

申论重点考查综合分析

分析

变化

“公务员热”降温
考生报名更趋理性

【试题】
公众关注话题成热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