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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试时间压缩为半天
每十个考场设一隔离考场

在威海某企业工作的小张，今年
再次挑战省考。“去年省考笔试时，考
点开放与考试时间接近，来得早了，大
家都在门口排队复习。今年手机提前
收到了来自威海人事考试中心的短
信，建议考生至少提前一小时入场候
考，到达后即可陆续进入。”

据统计，今年山东省市县乡四级
机关面向社会公开招录公务员7360
名，有35 . 9万人报名。由于下雨和疫
情防控需要，我省各人事考试中心
提前向考生发送温馨提醒：各考点
于7：30正式开放，建议考生提前一小
时入场。

考生到达考点后接受体温检测、
出示绿色健康码，即可分批次进入考
场。此外，本次省考共设337个考点、
12074个考场，各考点按每考场30人布
置考试，每10个考场设置1个隔离考
场。以上措施有效避免了考生聚集。

今年考试公共科目笔试时间
由往年的 1天压缩为半天，时间为
9:00-12:30。

今年行测和申论两个科目的试题
合并印制在一套题本上，考试时一并
发放。但两科的答题卡是分别印制
的，行测答题卡于8:50验封、启封后
发放，10:30回收；申论科目答题卡于
10:20发放，12:30回收，两科考试间
无缝衔接。

行测缩减30题
申论作文增至50分

考试时间压缩，公共科目笔试题
量也做了相应调整。行测考试时长由
原来的2小时压缩为1 . 5小时，题量由
原来的120道题压缩为90道题，其中常

识判断模块由15道减为10道，言语模
块由30道减为25道，数量关系模块由
15道减为10道，判断推理模块由40道
减为30道，资料分析模块由20道减为
15道，总体来看，判断推理模块缩减比
较多。

申论由原来的3小时压缩为2小
时，题量由原来的4道题压缩为3道题，
另一个重大变化在于整体材料阅读量
减少，由2019年的6则材料6000字左右
减为今年的A卷3则材料、B卷4则材
料，总字数5000字左右，作答字数从最
少1900字下降到了1800字。

考试结束后，不少考生表示行测
题干较长，阅读需要大量时间；也有考
生预估能超过80分。联创世华联师公
研院专家吴扬提到，今年的行测试卷
仍然保持了较强的延续性。一方面，行
测试题仍然是往年的五大题型；另一
方面，考查知识点大多数是历年山东
省考行测考试的重点。

今年山东省考申论B类试卷考查
的主题是“凡益之道，与时偕行”。这句
话出自《周易》，意思是“变通趋时，把
握时机，做出适于时代需要的判断和
选择”，这一主题也与山东省实际情况
紧密贴合。

联创世华联师公研院专家郭林分
析，与时俱进、改革创新，一直是山东
省近年来发展的主旋律，2020年山东
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建设
创新型省份，率先建成创新强省，全
面开创新时代现代化强省建设新局
面。要达成这样的目标，各级干部就
必须具备“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的思
想觉悟。

可见，强调与时俱进的发展方式
和发展思想，归根到底还是与高质量
发展相扣的，对考生来说这一作文题
目难度不大。

虽然题目减少，申论总分却没改
变，仍为100分。往年，大作文一般是40
分，而今年则是50分，占申论分值的半
壁江山。应用文的“身价”也从25分提
到了30分。

7月19日，山东省公务员招录笔试闭幕。今年山东省市县乡四级机关招录公
务员7360名，有35 . 9万人报名，共设337个考点、12074个考场。根据疫情防控需要，
公共科目笔试时间由往年的1天压缩为半天，行测和申论两个科目试题合并印制
在一套题本上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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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应急响应今起降为三级
将逐步限流开放会展、体育赛事、影院等

据新华社北京7月19日电
北京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陈

蓓19日下午在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自7月20日
零时起，北京市突发公共卫生应
急响应级别由二级调整为三级。

陈蓓介绍，北京市连续14
天无新增确诊病例，连续16天
无社区病例报告，连续19天无集
体单位及公共场所2例及以上聚
集性疫情，连续29天无其他省市
输出病例。综合判断，北京市目前
人群感染为低风险，社区传播得
到控制，京外输出风险较低，疫情
平稳可控，已经具备了将响应级
别调至三级的条件。

据介绍，调至三级后，北京
仍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策略，毫不松懈抓好常态化疫情
防控工作，包括严格口岸食品货
物检验检疫，全面加强进口冷链
食品监管，严格境外进京人员全
部集中观察和核酸检测等。

陈蓓表示，在广泛使用北
京健康宝登记验码基础上，将
有序调整一系列疫情防控措施：
按50%限流开放公园、旅游景区
和体育健身、图书馆、博物馆、美
术馆等室内外场所；在落实主办
方主体责任、严格清洁消毒通
风、保持社交距离、科学佩戴口
罩、完备应急预案前提下，可举
办500人左右规模的会议，并视情
动态调整会议规模；经评估后逐
步限流开放会展、体育赛事、演
出及电影院。

低风险地区人员进出京
可持绿码自由流动

7月20日零时起，北京市突
发公共卫生应急响应级别由二
级调整为三级。这将给百姓生
活带来怎样的影响？

进出京还需核酸检测吗？

从境外进京，需要做核酸
检测。严格执行境外进京人员
全部集中观察和核酸检测措
施，坚持目的地为北京的国际
航班从指定第一入境点入境，
落实中高风险地区人员进京管
控措施。

在常态化防控下，除全国
中高风险地区进(返)京人员须
持有到京前7日内核酸检测阴
性证明外，全国其他所有地区
进 (返 )京人员持健康码“绿
码”，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
护的前提下可自由有序流动，
不需在进(返)京时提供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

出京怎么办？

早在3日举行的北京市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
会上，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新
闻发言人潘绪宏表示，综合防
控风险、复工复产和群众出行
需求等因素，在继续保持对中

高风险地区人员严管严控的基
础上，7月4日零时起，对北京全
市低风险地区人员出京，不再
要求持有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可以丢掉口罩吗？

坚持科学佩戴口罩，随身
携带口罩，从事医疗卫生、公共
服务等高风险暴露人员必须佩
戴口罩；小于1米近距离接触，
处于人员密集、封闭拥挤场所
必须佩戴口罩。提倡勤洗手、保
持社交距离。

北京的疫情风险

完全过去了吗？

当前防控形势持续趋稳向
好，但大考还未到交卷时，一方
面，新冠病毒本身的未知性和传
染源的隐匿性提示，疫情防控形
势仍然严峻复杂，未来相当长一
段时间内病毒将与人类长期共
存；另一方面，境外疫情大流行
还在加速，国内省市及北京自身
始终面临着疫情反弹的风险。

这些都提醒我们，必须慎
终如始，始终保持警惕，坚持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不放松，
抓实抓细各项防控措施。

据新华社

新疆3天确诊17例
乌鲁木齐进入“战时状态”

19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
开发布会，乌鲁木齐市卫健委
主任张卫表示，目前已安排25
家核酸检测机构，抽调1600余
名医务工作者，会同国家卫建
委组织的10省市10支核酸检测
医疗队200余人，以区(县)为单
位在全市开展核酸检测工作。

7月15日0时至7月18日12
时，新疆(含兵团)现有确诊病
例17例、无症状感染者23例，均

为乌鲁木齐市病例。
疫情发生后，乌鲁木齐市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预案，统筹
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村)
四级力量，严格落实各项防控措
施。乌鲁木齐市疾控中心主任芮
宝玲介绍，本轮疫情主要与一起
聚集性活动关联，疫情发展较
快，确诊及无症状感染者主要集
中在乌市天山区，均为接受集中
医学观察人员。目前，确诊病例
均为普通型和轻型。据央视等

今年省考公共科目笔试时间由往年的1天压缩为半天。

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二十一次会议
决定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7月20日在济南召开

本报济南7月19日讯 今天
上午，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
二十一次会议在济南举行。省
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于晓明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
任王随莲、王良、王云鹏、王华
出席。

会议表决通过了山东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召

开山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四次会议的决定，决定省十
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于2020年7月
20日下午在济南召开；听取审议
了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筹备工
作情况的汇报；表决通过了拟提
请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预备
会议通过的省十三届人大四次

会议议程草案、拟提请省十三届
人大四次会议预备会议选举的
省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主席团
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省十三
届人大四次会议人员名单；表决
通过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
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
表资格的报告。

会议经过表决，决定接受于

杰辞去山东省副省长职务请求。
于晓明指出，即将召开的省

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是按照中
央部署和省委要求召开的一次代
表大会，是全省人民政治生活中
的一件大事，对于加强我省政权
建设、确保全省经济社会大局和
谐稳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切实增强政治

责任感和使命感，严守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发挥好示范带动作
用。参与会议服务保障工作的各
位同志，要立足岗位，尽职尽责，
特别是要重点做好疫情防控、保
密、会风会纪等工作，确保大会圆
满顺利。

大众报业记者 赵君
通讯员 张博韬 报道


	A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