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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职位合格分数线划定
2020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

员招考共计划招录 2.4 万人，涉及中央和国

家 机 关 86 个 单 位 、23 个 直 属 机 构 ，共 有

13849个招录职位，计划招录 24128人。

本次国考招录笔试于去年 11月 24日举

行，96.5 万人实际参加本次考试，参加考试

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 40：1。
今年 1 月 7 日晚间，国家公务员局开通

了本次国考笔试成绩的查询通道，8日上午，

笔试合格分数线正式出炉。

其中，中央机关和省级（含副省级）直属

机构职位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低于 110分，

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 60分；市（地）级

和县（区）级直属机构职位合格分数线为总

分不低于 100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

于 55分；

给予政策倾斜职位的合格分数线为：

西部地区和艰苦边远地区（山西、内蒙

古、吉林、黑龙江、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 15个

省区市）市（地）级和县（区）级直属机构职

位，定向招录大学生村官、“三支一扶”等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 5年（含）以上

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职位，非通用语职

位，以及特殊专业职位合格分数线为总分不

低于 95 分，且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不低于 50
分。

此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位和公安机关

人民警察职位统一组织了专业科目笔试，专

业科目笔试合格分数线为不低于 45分。

面试名单确定后向社会公布
通过笔试考核的考试，之后还将面临更

为激烈的面试环节。

国家公务员局介绍，各职位进入面试的

人员名单将根据规定的面试比例，按照笔试

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确定，面向社会统一公

布。记者注意到，1月 8日，国家公务员局网

站已经挂出本次考试的面试人员名单。

据介绍，面试工作由各招录机关具体实

施，原则上于今年 2月底前完成。面试前，招

录机关将在“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0年

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发布面试公

告，载明面试人员名单、面试最低分数线、面

试时间、面试地点、联系方式以及其他须知

事项。

对于公共科目笔试合格人数与拟录用

人数之比未达到规定面试比例的部分职位，

国家公务员局将在今年 1月和 5月组织两次

公开调剂。

笔试成绩和分数线公布后，国家公务员

局也公布了本次考试的调剂公告。

1 月 9 日 8：00 至 1 月 11 日 18：00 期间，

报考人员通过报名时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专题网站”，填报申请调剂的相关信息。

调剂结束后，将形成进入面试的人选名

单，在“专题网站”统一公布。今年 1月 15日

之后，可以登录“专题网站”查询调剂结果。

20202020年度国考笔试放榜年度国考笔试放榜
面试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面试人员名单向社会公布

1月8日，2020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笔试成绩和分数线

公布，考生可在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查询。国家公务员局介

绍，根据各职位规定的面试比例，按照笔试成绩从高到低的

顺序，确定各职位参加面试的人员名单，面试人员名单已经

公布。

按照本次国考招录公告，笔试结束后将

进行面试、体检考察、公示、备案、补录等环

节。其中，在综合成绩的计算方面，未组织专

业能力测试的，按照笔试、面试成绩各占 50%

的比例合成；组织专业能力测试的，按照笔试

成绩占50%、面试成绩和专业能力测试成绩共

占 50%的比例合成，其中，专业能力测试成绩

一般不超过综合成绩的15%。

据华图教育公考辅导专家李曼卿介绍，

国考面试主要有三种形式，结构化面试、结构

化小组面试以及无领导小组面试。

“面试考官一般由组织人事部门、专家学

者或招考单位人员担任，不同部门、不同省份

的面试考官数量有差异，一般不少于 5 人，不

多于 10 人，7 人或 9 人的居多，其中一名主考

官。”李曼卿说，国考面试环节主要考查考生

的语言组织和表达、综合分析、计划组织协

调、应变、主动性、人际意识与技巧、信息获取

等方面的能力。 据中新网

解读：国考面试怎么进行？

“会员跳广告”仍受广告骚扰
因看到爱奇艺视频网站有“会员跳广告”服

务而购买会员，但购买后发现片中广告并没有

“跳过”，苏州大学法学院女学生孙欣（化名）起

诉爱奇艺并获赔 30元。

去年 11月 6日，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官方

微信公众号发文评析称，爱奇艺公司作为更有

技术条件优势的网络公司，以带有误导性的宣

传方式引导消费者购买会员，侵犯了孙欣的知

情权。

孙欣的遭遇并非个例。记者在调查中发

现，不少消费者在充值购买了视频网站的会员

之后，在看视频的过程中依然会出现悬浮广

告、中插广告等。此外，还有媒体报道称，有购

买视频网站的会员用户还遭遇会员专属广告

的骚扰。

那么，购买了会员之后依然会有广告，这是

否侵犯消费者权益呢？对此，有律师表示，视

频网站在有关细则条款里已经说明了“可能会

有其他形式的广告”，因此不存在侵权问题。

但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

书长陈音江对记者说，如果视频网站没有以加

粗字体或加大字号等显著方式告知，仍涉嫌侵

犯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会员之上还有超级会员
去年底，针对热播剧《庆余年》，爱奇艺、腾

讯视频等网站推出VIP会员超前点播服务。在

比普通用户抢先看 6集的基础上，VIP会员再花

50元可以再多看 6集。这被媒体称之为在VIP
之外还有VVIP（重要贵宾），因此惹恼了不少用

户。不少用户质疑视频网站“套路太深”“吃相

难看”，还有用户表示 VIP 之外还有 VVIP 使得

视频网站“VIP会员抢先看 6集”的宣传承诺构

成虚假宣传。

除了视频网站之外，百度网盘也曾因在会

员服务之上还有超级会员服务而惹争议。

1 月 7 日，记者通过百度网盘下载一份

393M 的文件，但下载速度只有 130KB 每秒左

右，下载完成近 1个小时。如果想加速下载，只

能开通 298元/年的超级会员服务，即便开通 96
元/年的会员服务也无法加速。

对此，百度网盘方面曾表示，百度网盘为广

大用户提供免费的空间内存，已经是一笔需每

年持续支出的高额开支（国内外同类产品都已

经对空间大小进行收费，比如 iCloud），除此之

外还有服务成本和带宽成本，打开百度网盘上

传和下载文件时，官方需要为这些文件传输时

的带宽进行支付，用户文件传输时带宽越大需

要支付的费用就越高。如果百度网盘将下载

速度完全开放将会有更大的带宽成本支出，所

以将此项对非会员进行了限制，是为了控制整

个产品的运营成本。

一些用户对此表示理解，但也有用户表示，

超级会员加速可以理解，但非会员的下载速度

也未免太慢。退一步讲，非会员限速也就罢

了，会员也给限速难免让人怀疑是为了推广价

格更高的超级会员。

会员到期后被自动续费
“被自动续费”也是消费者对付费会员模式

感到不满意的主要原因。据江苏省消费权益

保护委员会近日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4个消

费者日常使用频率较高的 APP 均有自动续费

的功能。其中，21个样本将自动续费设置为优

先选项，占所有体验样本的 87.5%。仅有 3个未

将自动续费设置为优先选项。另外，24个样本

中，有 12 个设有试用功能，其中有 8 个样本一

旦用户选择试用，就等于默认选择了自动续

费，占样本总数的 33.33%。

调查还显示，在 24 个样本中，在自动续费

成功之后，有 17个样本扣款之后没有通知，用

户往往只能通过第三方平台才能得知扣款信

息。这些样本分别是：腾讯视频、搜狐、土豆、

暴风影音、网易云音乐、虾米音乐、掌阅、咪咕

阅读、知乎、得到、大片、小影、百度网盘、WPS、
腾讯微云、蜻蜓FM等。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指出，APP运营者应充

分履行告知义务，进一步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无论是自动续费扣款前还是扣款后，APP运营

者都应通过平台向消费者手机以短信通知等

方式，告知消费者扣款或即将扣款的情况，并

在通知中告知消费者取消续费的途径，充分保

障消费者的知情权。

此 外 ，线 上 调 查 问 卷 结 果 也 显 示 ：有

77.89%的消费者表示充值后不可以退订退费，

并且有 78.02%的消费者认为此规定不合理。

对此，中消协专家委员会委员邱宝昌律师

认为，APP运营者单方面约定消费者中途解除

会员不可退订退费的“一刀切”规定，没有对经

营者的义务进行规范约束，涉嫌减轻经营者责

任，加重消费者责任，是不公平格式条款。

据《工人日报》

会员之上还有超级会员？付费会员模式屡陷争议
一些企业推出的付费

会员服务在给消费者带来

实惠、便利的同时，也存在

名不符实的情况，甚至暗藏

猫腻，这让付费会员模式屡

屡陷入争议。

“又被自动扣费了。上

两次扣费后我想取消，但是

怕取消后这个月享受不了

会员服务钱白扣了，于是想

月底取消，但连续两次到了

月底又忘了取消。”近日，在

北京市西城区工作的冯先

生告诉记者，他2018年底购

买了某视频网站的会员，到

期后每个月都自动续费。

如今，付费会员制日益

被消费者所认可接受，特别

是在电商购物、在线旅游、

等领域，付费会员模式发展

迅猛。

江苏省消保委秘书长

陆惜春告诉记者，消费者注

册付费会员的目的主要为

去除广告、享受优惠、使用

更多功能和享有优先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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