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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春风夏雨,梦想启程

铺石筑路,助力成功

«公共基础知识»是各类公职考试的公共考试科目,知识面覆盖广泛,考点比较分散,而且题型多变,考

生在复习的时候常常不知道从哪里着手.有鉴于此,我们在分析研究各类公职考试真题的基础上,梳理考

点,编成此书.

下面对本教材的结构框架、亮点和优质服务作一介绍.

 结构框架 



２　　　　 公共基础知识

 亮点扫描 

一、最新法律法规,一网打尽

　　解读最新法律法

规,帮助考生把握考查

重点,梳理常考内容.

本节导读　

新«立法法»

全文阅读

　　２０１５年３月１５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决定.修改后的«立

法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立法法»是法律常识部分的重要考点.其中,我国法的形

式与效力、我国的立法体制以及立法冲突的解决这类知识经常

会考查到,新修改的内容预计也将成为考查的重点,本节对此作出梳理.

二、囊括时政热点,紧跟命题趋势

　　参考各地最新的

真题进行编写,网罗时

政热点,增加考生的知

识储备.

　
　

十三、水十条

«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又叫“水十条”,于２０１５年２月获得国务院常委会通过,４月１６号正式

印发.

(一)工作目标

到２０２０年,全国水环境质量得到阶段性改善,污染严重水体较大幅度减少,饮用水安全保障水

平持续提升,地下水超采得到严格控制,地下水污染加剧趋势得到初步遏制,近岸海域环境质量稳

中趋好,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水生态环境状况有所好转.到２０３０年,力争全国水环境质

量总体改善,水生态系统功能初步恢复.到本世纪中叶,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生态系统实现良

性循环.

(二)主要指标

到２０２０年,长江、黄河、珠江、松花江、淮河、海河、辽河等七大重点流域水质优良(达到或优于Ⅲ

三、表格化梳理,重难点一看就会

　　针对知识点多且

杂的内容,采用表格的

方式进行梳理,让考生

一目了然,便于记忆.

　
　

一、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形成过程 代表作品 主要内容

萌　芽

(１９２１~１９２７)

１９２５年«中 国 社 会 各 阶 级 的

分析»

指出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初步提出

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１９２６年«国 民 革 命 与 农 民 运

动»
指出“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

１９２７年«湖 南 农 民 运 动 考 察

报告»

指出农民分为富农、中农、贫农三个阶层,认

为贫农是农民中最革命的力量

形　成

(１９２７~１９３５)

１９２８年«中 国 的 红 色 政 权 为

什么能够存在?»
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

１９３０ 年 «星 星 之 火,可 以 燎

原»

初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国胜利”

的革命道路理论

１９３０年«反对本本主义»
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

断,首次明确反对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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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质服务 

☞ 随书附送的 VIP学习卡将会不定期、不间断地为考生增发各种最新实用考试资料.

☞ 我们的网站与微信公众号将会持续为考生提供配套学习资料,包括视频讲座、历年真题、模拟测试

等,欢迎访问与关注.

名称 学宝教育国家公务员考试网 学宝云课堂 学宝在线题库 微信公众号

网址 www．chinagwy．org school．chinaexam．org exam．chinagwy．org gwy９９９９９９

二维码

　　☞ 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和疑问,希望广大读者积极来信批评指正,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做出反馈.

☞ 在使用本书备考的过程中,如果你遇到困惑、不解,都可以来信、来电与我们交流,我们会竭诚为你

解答.

相信本书会是你最正确的选择! 最后,祝愿广大考生马到成“公”!

编　者

２０１５年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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