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１　　　　

前　言

成功与你只在咫尺之间,

面对日趋激烈的公职考试,该如何来备考?

面对屈指可数的复习时间,该如何来安排?

面对纷繁众多的考点题型,该如何来把握?

面对越来越难的考试试题,该如何来求解?


阅读本书吧,你将会在书中找到完美的答案.本书将引领你了解«行政职业能力测验»考试,合理制定

备考计划,全面掌握考点和题型,优化答题方法,提升考试能力,最终实现考试成绩的突飞猛进!

 结构特色 

nnoo．．１１ 教教材材内内容容新新颖颖全全面面

　　本书在研究历年考试真题的基础上依据最新考查大纲编写而成.在做到精炼实用的同

时,也更好地兼顾到了全面性,涵盖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的所有考点和题型.

nnoo．．２２ 考考点点归归纳纳紧紧凑凑科科学学

　　本书在内容凝练的基础上优化考点布局,在考点归纳和讲解上结合图形、表格等排版技

巧和记忆口诀,使得知识讲解更加紧凑,实用性和可读性大大增强.

nnoo．．３３ 试试题题解解析析准准确确独独到到

　　本书所有试题的解析均严格依照相关学科专业知识编写而成,并且对存在争议的试题给

予详细解读,做到有理有据,帮助考生“知其所以然”,准确把握今后的命题规律,实现举一反

三,充分体现专业性和权威性.

nnoo．．４４ 方方法法讲讲解解实实用用易易懂懂

　　解题的方法可以有很多种,但对考试实战而言,还是应该选择最容易掌握、最快速的方

法.本书针对不同的考试题型,提供针对性解题方案,在讲解上结合学科背景知识深入浅出,

如此一来,方法讲解显得更加实用易懂,掌握和使用起来也会更加游刃有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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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oo．．５５ 题题量量丰丰富富讲讲练练结结合合

　　本书题量丰富,既有经典例题讲解,又有巩固强化练习.通过例题讲解和习题演练的科

学整合,真正做到了讲练结合、事半功倍.

 亮点扫描 

本书突破了现有公职考试辅导教材的单一讲解模式,内容呈现出如下亮点:

一、对比辨析明确解题方向

　　 言语理解与表达

模块针对易混题型进行

对比辨析,并加强题型

深探和思路纠偏,帮助

考试明确解题方向,快

速排除干扰选项

　　题型

辨析　　
中心主旨题 意图推断题

作答要求  

提问形式  

解题方向  

错误选项

(１)无中生有,所述内容在文段中未提及;

(２)

(３)

(４)

(５)以偷换概念等方式曲解文段本意

(１)

(２)文段虽有提及,但未反映作者意图;

(３)

(４)过度引申,以致缺乏根据或超出话题范围;

(５)

二、速解方法解决棘手难题

　　数字运算题利用

速解法求解事半功倍.

本书给出的“速解”提

供奇思妙解,轻松解决

棘手难题

　
　

　　 经典真题１

三个运动员跨台阶,台阶总数在１００~１５０级之间.第一位运动员每次跨３级台阶,最后一步还剩２级

台阶.第二位运动员每次跨４级,最后一步还剩３级台阶.第三位运动员每次跨５级台阶,最后一步还剩４

级台阶.问这些台阶总共有(　　)级.

A．１１９　　　　　　　　　B．１２１　　　　　　　　　C．１２９　　　　　　　　　D．１３１

【思路】

观察发现每种跨法中除数与余数的差相同,根据“差同减差,最小公倍数作周期”求解.

【解答一】口诀法

３,４,５的最小公倍数为６０,除数与余数的差为３－２＝４－３＝５－４＝１,根据“差同减差,最小公倍数作周

期”,可得台阶总数６０n－１.又因为台阶总数在１００~１５０级之间,则台阶总数为６０×２－１＝１１９(级).

【解答二】代入排除法

将选项直接代入验证,发现 A项符合题意.

【速解】

进一步研究发现,台阶总数如果加１,将是３,４,５的倍数.代入选项验证可得 A项符合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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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维图谱秒杀数字推理

　　思维图谱是解答

数字 推 理 题 的 利 剑.

利用图谱,数题齐验,

先验出规律的先予解

答,充分节约答题时间

四、规律汇表攻克难题壁垒

　　对于图形推理题,

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出

规律,需要经过大题量

训练.掌 握 常 见 图 形

规律汇总表,在做题时

善于运用,图形规律敏

感度会得到潜移默化

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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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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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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