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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5 月 19 日【急救指挥中心】

事业单位联考《综合应用能力》（A 类）

考试时间：120 分钟 总分：150 分

注意事项

1.本科目满分 150 分，时限 120 分钟。

2.请在本科目答题卡的指定位置按要求填写（涂）姓名和准考证号。

3.请用黑色字迹的签字笔或钢笔在答题卡的指定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

无效。在题本上作答无效。

4.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5.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答题，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整理好

放在桌面上，待监考人员清点无误后，方可离开。

【背景材料】

材料一

C市急救指挥中心是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下设的事业单位，承担全市社会急救医疗的组织

协调、调度指挥、应急处置和急救培训任务，中心下设综合办公室，信息调度科等 6个科室，

综合办公室负责中心的文秘、信访、接待、档案管理、对外宣传、安全保卫，与全市应急联

动系统和急救网络单位之间的协调等工作。信息调度科负责 120 报警电话受理、急救车辆与

急救人员安排、110 指挥中心转办的社会紧急救助服务、区县二级指挥平台业务指导、院前

急救统计、通信网络信息管理等工作。科内成员包括科长赵雪梅、副科长李明、科长助理夏

至及 28 名调度员，科内女性成员占 90%以上。

材料二

长期以来，C 市急救指挥中心工作繁忙，每天接听的电话总数达三千多个。调度员满负

荷工作，高度紧张，压力很大，每天还会接到一些误拨电话和骚扰电话，工作节奏被严重干

扰。尽管如此，调度员们有时还会被投诉，投诉主要集中在“服务态度不佳”“救护车到达

不及时”“反复确认信息，耽误救助时间”“不按求助者的要求送患者去指定的医院”等方面。

因此，部分调度员出现了急躁、抑郁等负面情绪，有的还产生了辞职的想法。为此，中心请

来心理咨询机构为调度员们进行疏解。以下是心理咨询师对部分调度员的访谈记录：

甲：太累了！神经一直绷着，像上了发条。坐在电脑前，右手始终不敢离开鼠标，电话

铃声一响，立马就说“120-xx 号，请讲”。虽然有“微急救”公众号，但是大家还是习惯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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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求助，我每天要接一百个电话。我不是本地人，有的求助者说的方言听不懂，描述的症状

也五花八门，总是担心自己的判断不准确。压力真的好大，感觉已经吃不消了。

乙：工作太忙、没有规律、根本顾不上家，更没有什么节假日。我干这行已经三年了，

一日三餐都不正常，经常胃疼、腰疼、手腕疼、嗓子哑更是常事。我们做调度员的，80%以

上都有咽炎。我本来是个路盲，地名地形对我来说就是天书，以前一接电话，听人说东南西

北就发懵，现在好多了，C 市地图已经“印”在我脑子里了，为此我可没少下功夫。

丙：我们中心大厅墙上有“生命相托，分秒把握”八个大字。领导们也一直强调我们岗

位的特殊性，别人的工作可以等一等、放一放，可我们这是救命活儿。有些人觉得干我们这

行久了，就看淡了生死，但事实并不是这样，要是没救助成功，我就总觉得是自己没尽到责，

过不去自己的心理关，下班回家了心情都不好。

丁：经常一接到电话，什么都没来得及问，对方就催我们派车，还说来晚了就要投诉。

有时候还要挨顿骂，但我们也只能忍着。求助者总希望一打电话救护车就能马上到，这种心

情我们很理解，但事实上不可能啊。120 急救有时是“一阵儿活”，赶上任务扎堆了，用车

就会很紧张。再说从接单到派车需要一定的响应时间，路上还可能会堵车，我们也只能干着

急。

戊：有次上晚班，电话一接通，对方就急促地连喊“快点，快点过来！有人倒地上了。”

我问地址时，对方说“火车站”，当我问是哪个火车站时，他愤怒地质问“火车站你都不知

道，是不是 C 市人啊？你这种素质，怎么干活的？”有时求助者描述的地方大概在哪我们知

道，但就是不能问他“是不是在 XX 地”，因为求助者在慌张的情况下，很容易下意识地说“是”。

我们会尽量引导求助者描述准确位置，但却被误解为耽误时间，有时还会被投诉。我们组陈

冬那么认真尽职，因为一句话就被投诉了，这样谁不委屈啊！

已：很多求助者打电话时情绪很激动，加上慌乱紧张，不敢实施任何急救，可有些疾病

的最佳抢救时间就是这几分钟啊！有次我试图指导一位男士对他母亲进行心肺复苏，他却吼

道：“你就是个接电话的，说那么多干嘛，赶快派车啊！我又不是医生，我哪儿会啊！”然后

就挂了电话。其实我已经派车了，但还想抢时间，对他进行施救指导，可惜他不听，结果老

太太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去世了……

庚：电话再多我也不烦，工作再累我也不怨，但最讨厌那些乱打电话的人。经常有小孩

打电话来，接通就咯咯地笑，家长也不管管。有的电话问保健知识，有的求安慰，还有让给

送药的，不给送就骂。什么开车撞到狗啦、夫妻吵架啦都不算稀奇，更夸张的是有的人喝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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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打来电话说一些污言秽语。有时候我接了上百个电话，近一半都与急救无关。给我们增添

麻烦事小，挤占了生命通道才事大，就没办法治治他们么？

辛：有时候救护车到了，却联系不上救助者，有时候人倒是找着了，可人家又不要车了。

有位老太太半年内打了一百多次电话，我们派的车，大多数时候她都不上。明知道很可能跑

空，可又不敢不派，她有高血压、心脏病，又是独居，万一出事了呢？出车的同事抱怨我们

不仔细甄别，可电话里哪知道真假啊！另外，调度原则是就近就急，我们会根据所在位置、

患者病情和医疗资源状况等因素来安排接诊医院，但有些人只愿去三甲医院，或者自己想去

的医院，拒绝接受安排，还以为我们有什么猫腻。

材料三

2018 年 3 月 29 日清晨，小吴突发腹部绞痛，室友小傅通过 C 市“微急救”微信公众号

的“帮他人呼救”功能，替小吴“一键呼救”了 120 热线。C 市急救指挥中心电脑显示屏上

立刻出现了救助者的地址、呼救原因和联系电话等详细信息。调度员用最短的时间与小傅核

实报警信息后，立即调派了距其最近的医院出诊。8 分钟后，医护人员随救护车到达了小吴

的住处，将他接到医院进行诊治，实施了手术治疗，小吴得到了成功救治。

这是 C市急救指挥中心“微急救”公众号上线后，接到的第一例市民微信报警。“微急

救”公众号具备“精准定位一键报警”“急救微课健康指导”“AED（自动体外除颤器）点位

一键导航”“车辆甄别规范服务”“在线支付”五大功能，可以实现“为本人呼救”“为亲友

呼救”“为他人呼救”三种呼救模式，保障各种情况下的求助者都能得到周到的服务。“微急

救”的上线旨在完善 C 市院前急救服务体系，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急救服务。但“微

急救”上线以来，实际使用情况不容乐观。目前 C市“微急救”公众号的关注人数仅为 7610

人，进行求助的只有 11 人次。为此，急救指挥中心要求信息调度科调研“微急救”使用率

低的原因。以下是信息调度科通过街头访问获得的部分信息：

白小姐（20 岁）：“微急救”？不太清楚啊，网上没见过介绍啊。不过我觉得这离我有

点远哎，我用不着 120。

关女士（年龄不愿透露）：急救这么专业的事儿，在微信上能学到什么啊？有没有效果

也不知道，这可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儿啊！

李女士（52 岁）：前段时间倒是在电视上看到过，但我儿子说得在微信上注册，还要把

住址、电话、健康状况什么的都写上，那多不安全啊！我最怕那些卖保健品的给我打骚扰电

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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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生（35 岁）：“微急救”刚推出时我就关注了，但一直没用过。如果我用“为他人

呼救”功能帮别人呼叫，结果他们拒不缴费，会不会让我付费，或者影响我的信用记录？

王女士（40 多岁）：我可不敢用微信叫 120，听不到声音，哪知道人家真的派车没有，

万一耽误了可不得了！

孙先生（55 岁）：好像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事，但听说那个“一键定位”不能准确定位到

病人家，再说要是我预留的地址和发病的地址不一致，派急救车时会不会搞错啊？

张小姐（24 岁）：我之前看到过报道，说“微急救”的后台技术支持不是很稳定，尤其

是她预计的到达时间不准！而且我想了解的一些急救知识，上去看了下，也没找到。

周女士（68 岁）：我的老年机能安装吗？别的手机我也不会用啊，打电话不是挺好的吗？

以后是不是没有 120 电话啦？那可太不方便了！

蒋先生（42 岁）：“微急救”是个平台吗？谁负责管理？万一我们的信息泄露了，谁来

负责？

材料四

2018 年 12 月 10 日 23 时 31 分，调度员陈冬接到一通求助电话。

“赶紧派救护车来，我太难受了，要晕倒啦。”求助者说完这句话，电话就挂掉了。陈

冬赶紧回拨电话，询问对方：“您的详细地址是哪里？”

求助者声音虚弱：“我在家里……快派车来吧……”

“您家的具体地址在哪里？”

“温馨家园 5 号楼 501！”

“附近有明显标志物吗？”

“电视塔旁边。”

陈冬一边在地图上查找，一边调度车辆，填写 120 急救单。

“好的，您哪里不舒服？”

“我头晕，站不起来，还特别想吐。”

陈冬进一步询问原因，求助者说：“我在洗澡，突然就不舒服了。”凭着多年的工作经

验，陈冬敏锐地判断可能是煤气中毒了，她追问说：“您开窗了吗？”

“没有，太冷了，窗都关着呢。”

“您还能动吗？”陈冬问。

求助者表示勉强能动，陈冬立刻告诉他：“请马上把窗打开，把头伸到窗外！您很快会

听到救护车的声音。听到声音之后再挂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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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者嘟囔了一句：“啊？天这么冷！”

陈冬着急地说：“您赶紧的啊，别怕冷啦，还要不要命了！另外赶紧把门打开！”

“啊？这么冷的天，还要开窗开门？”

陈冬想让求助者在失去意识之前赶紧自救，于是提高声调说：“都什么时候了，您还怕

冷，这种情况死亡率很高的！”

“哦，好吧……”

一周后，中心综合办公室接到市民郭先生的投诉，反映有调度员接电话时态度不好，语

气生硬，还说出了“死亡率很高”之类的话，给当事人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要求处分调度

员。综合办公室对郭先生反映的情况进行了核实，确认是陈冬接听了电话，根据当时的情况

和相关规定，作出了不予处分的决定，但要求信息调度科妥善处理此事，建议科里与投诉者

沟通，由陈冬向其道歉，并于五个工作日内向综合办公室反馈该事件的后续进展。

信息调度科科长助理夏至负责处理这件事情，当夏至将处理意见告诉陈冬后，陈冬情绪

激动，表示不能接受。“我不道歉！救人怎么还救出错了？我加重语气完全是为了他好啊，

希望他引起重视，再说冬季煤气中毒的死亡率高也是事实，又不是故意吓唬他，磨磨唧唧不

抓紧时间自救可能连命都没啦！”

陈冬的事情很快在科里传开了，大家对此事意见不一。有人认为道个歉也没什么大不了

的，就是一句话的事儿，何必让投诉者揪着这个事情不放，到时候负面影响可能会更大。但

大部分人认为陈冬没有错，院前急救指导是调度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如果求助者不配合，调

度员就无法开展这项工作。调度员的语气坚定，是帮助求助者稳定情绪，跟态度不好完全是

两回事。甚至还有些人认为这样的处理完全就是息事宁人、委曲求全，调度工作本来压力就

大，还经常受委屈，外人可以不理解，自己人不能心里没数，让陈冬去道歉的做法，实在太

让人寒心了。

这起投诉事件对信息调度员们的情绪影响很大，科里这几天士气低落，工作氛围比较差，

夏至对目前的状况有些担心。

材料五

近日，C 市急救指挥中心信息调度科被授予省级“巾帼文明岗”荣誉称号。“巾帼文明

岗”是以妇女为主体，在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岗位上创建的体现高度职业文明，

创造一流工作业绩的城乡一线妇女集体。省文明办、省妇联将于下个月联合召开全省“巾帼

文明岗”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C市急救指挥中心被选为发言单位。为准备发言材料，夏至

搜集整理了如下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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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息调度科 2018 年部分工作数据：

统计指标 第一季度 第二季度 第三季度 第四季度

日常工作 呼叫总量（万人次） 28.9 26.3 28.2 29.1

突发事件
群体性突发伤亡事件（次） 9 13 15 16

救治伤员（人次） 223 263 305 330

学习培训

外出学习（人次） 1 6 2 3

内容培训（次） 18 16 18 17

承担区县救助站培训任务

（次）

1 3 2 2

二、近三年信息调度科所获主要荣誉一览表

2016 年 全国青年文明号

2016 年 全省五四红旗团支部

2017 年 全省双创工作志愿服务先进单位

2017 年 全市先进基层党组织

2017 年 全市优秀青年志愿服务队

2018 年 市三八红旗手（赵雪梅）

2018 年 全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工作先进团队

2018 年 全省急救指挥中心调度技能大赛团体一等奖

三、2018 年工作记录摘录：

（一）科长赵雪梅

110 联动工作月报会：

科里加强了对调度员的教育和培训，持续改进联动出诊流程，今年响应率达到 100%。

110 社会紧急救助联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通报表扬了我们。

最近工作安排：

1.在周例会上强调两件事：一是调度员团队建设方案得到中心领导认可，加强以老带新

的团队建设，注重开展结合女职工特点的团建活动；二是进一步强调工作责任心和职业道德。

2.开展先进事迹宣讲活动（第 9 次）。邀请急救系统先进典型进行宣讲。

3.开展典型调度案例分析会，要求全员参与。调动大家学习案例的积极性，尽快把典型

案例发下去，让大家提前学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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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组织理论学习。安排两次理论学习会，学理论的劲头不能降低。

加紧落实：

在全省急救指挥中心信息调度经验交流会上，我们的制度体系获得高度认可。省卫健委

领导要求我们尽快形成制度汇编，供其他兄弟单位参考。目前已成熟的制度文件包括：《调

度员交接班制度》《调度员绩效面谈管理办法》《调度员 110 联动网络派单任务受理操作规范》；

需要进一步修订完善的制度文件包括：《信息调度科日常 120 受理规范及考核细则》《调度员

培训日常管理办法》；需要制度的文件还有：《信息调度课学习型组织管理办法》。

一点感想：

1.风灾期间，马大姐等 6 名女同志主动要求加班，连续加了二十多天班，这个很不容易。

科里对她们进行了表扬，将她们树立为先进典型，并号召大家向她们学习，在先锋模范的感

召下，科里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其他同志而也都一个顶俩，加班加点，

没有怨言。

2.我们科以女同志为主，为展示当代女职工蓬勃向上、乐观进取、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

中心要求我们开展升级“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我觉得我们确实有这个实力，这么优秀的

团队，就应该好好宣传。下一步我们要将创建工作与日常调度工作结合起来，经常性地组织

业务探讨，落实岗位职责，规范岗位行为，倡导职业文明。

（二）副科长李明

汇报工作：

这次去 W市学习收获很多，特别是 33 种紧急病情的电话指导施救规范用语，这个要和

大家分享一下。这次出去学习，我们团队学习热情高，授课老师很满意。

与急救培训科进行协调，今年要在全省 120 调度岗位技能培训中加上电话指导施救的培

训内容，持续提升电话施救能力。

下一步要继续强化调度员电话问诊等业务知识的学习，开展岗位大练兵活动，进一步提

高调度员的业务水平。

最近很多人都没有调休了，大部分调度员已经疲于应对，有些甚至出现了倦怠情绪，这

样下去要出问题，需要和中心沟通一下，要加强人员的调配工作。

几个重要的问题：

典型调度案例分析会上，让张丹介绍在求助者位置表述不清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处理，最

好是让大家商量出来一个模版。

特别强调：调度救护车的时候，一定要向随车医护人员说明救助者的病情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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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演练中出现的问题必须在下周例会上进行讨论，这次雨佳他们几个表现其实挺好的，

响应及时、服务到位，要给予表扬。

几点感想：

这几年急救模式变化很大，但因为培训到位，科里的工作过渡得很顺利，较好地实现了

生命急救目标。

我们科工作性质特殊，肩负着抢救危及生命、护佑市民健康的重任，被误解、被埋怨也

在所难免。我们这些调度员充分发扬了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隐忍大度、顾全大局，凭借女

性特有的耐心和细致，抢救了一条又一条的生命。

（三）科长助理夏至

今天，张丹接到一个 6岁孩子拨打的电话，说他爷爷病重，但语无伦次，讲不清楚病情

和地址。张丹一边安慰孩子，一边引导他，及时进行了救助。这孩子可能是有史以来年龄最

小的电话求助者，他家地方又不好找，张丹能够询问出来，确实将女同志耐心细致的特点发

挥到极致，也体现出扎实的业务功底，不愧为我们的“服务明星”。她入职才两年，但是对

调度工作非常热爱，积极向同事们学习急救专业知识和调度技能。尤其是在城区地理方面，

下了很多苦功夫，不仅把街区图背得滚瓜烂熟，而且自己也徒步走街串巷，深入了解街道、

社区的具体分布，成了“活地图”。这个月的绩效面谈会上要好好表扬一下她。

最近，中心举行了公众开放日活动。参加活动的市民参观了调度指挥中心大厅，了解了

呼救派车的整个流程，掌握了正确拨打 120 的方法和呼救后需采取的正确做法等。我主讲了

“急救在您身边”的讲座。活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参观者李大姐说，以前大家对 120 急救

不太了解，通过参加这次活动，不仅了解了 120 急救工作的酸甜苦辣，还学习到很多急救知

识，掌握了不少急救技能。

（四）工会委员刘丽

我们的同志积极参与各项社会公益活动：与扶贫对象村的 2 名贫困学生、3 位孤寡老人

结成了对子；参加中心扶贫帮困活动 4 次；义务献血 10 人次；开展各类捐款活动，金额总

计 6580 元。

关爱女性职工，组织一年一次的妇科体检；对患病职工进行走访慰问；充分结合女性职

工多的特点，组织职工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增强了科室的凝聚力。

【任务】

假如你是 C 市急救指挥中心信息调度科科长助理夏至，请根据背景材料完成下列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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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二中的访谈记录反映出 C 市急救调度工作存在一些问题，请就此提出改进建

议。（30 分）

要求：建议具体、可行，针对性强。字数在 250 字以内。

二、根据材料三中的调研情况，C市急救指挥中心拟举办宣传推广活动，以提高“微急

救”公众号的使用率。（40 分）

1.针对市民的疑惑，列出最需要解答的五个问题。

要求：指向明确、简明扼要；字数在 150 字以内。

2.列出“微急救”公众号宣传推广的下一步工作重点。

要求：有针对性，切实可行，分条列顶作答；字数在 100 字以内。

三、面对材料四中目前的状况，你会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以妥善处理此次投诉事件。

(35 分)

要求：角色定位准确，考虑周全，有理有据；字数在 400 字以内。

四、科长赵雪梅将在全省“巾帼文明岗”创建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发言，请你根据材料

五，为她撰写一份发言稿。 (45 分)

要求：紧扣材料，主题明确，层次分明，语言得当；字数在 700 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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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考“事”信息、时政热点、真题演练，敬请关注华图教育事业单位公众号！

您对这份资料满意吗，扫码告诉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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