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找到了窍门,路就会短;有了金钥匙,不愁锁不开.面对题量大、时间

紧的公务员考试,用传统的思维去应试几乎行不通了,必须掌握快捷又精准的解

题技巧.
国家公务员考试网考试研究中心在潜心研究历年考题和最新考情考纲的基

础上,通过精心提炼技巧、盘点方法、挖掘误区、透析热点倾力献上本书,旨在将最

精粹、最实用的备考方略呈现给大家,帮助大家在短期内提分上岸.

 内容结构 

本书分为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大部分.其中,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又分

为逻辑填空、阅读理解、数学运算、数字推理、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比推理、逻辑

判断、资料分析、常识判断和法律常识专讲十一个模块,申论分为作答标准篇、题
型范式篇和热点直击篇.

 亮点扫描 

图示讲解 形象生动

　　创新讲解模式,题面点

解与多样批注结合,图文直

击试题内核,易看易懂

两 个 词 都 与 时 间

有关,前者形容时

间过得快,后者可

以测量时间
两个 词 都 与 速 度 有

关,前 者 形 容 速 度

快,后 者 可 以 测 速.
D项当选

经典真题１
白驹过隙∶秒表

A．恩重如山∶天平

B．一线希望∶皮尺

C．一言九鼎∶弹簧秤

D．风驰电掣∶测速仪

误区剖析 指点迷津

　　 独 家 开 辟 误 区 讲 解 模

式,分类归纳常见解题误区,
带你看清陷阱,瞄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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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记口诀 独创易记

　　 独 家 研 发 法 律 速 记 口

诀,开启法条巧记新模式,彻
底解决法律考点易混的难题

　　２．其中,“最高人民法院确定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主

要包括:

(１)商:商标权纠纷案件.

(２)专:专利权纠纷案件.

(３)著:著作权纠纷案件.

速记口诀:商专著.(一部描写商战的专著)

写作模板 有章可依

　　 提 供 多 种 模 板 打 开 思

路,让申论写作有话可写,快
速提升

中心论点直接作为题目

第一段:引用申论资料中和中心论点有关的话语.

第二段:单独一段,直接点出中心论点.

第三段:　　是　　的灵魂.

第四段:　　是　　的不竭动力.

第五段:　　是　　的助推剂. }
分论点 的 句 式 最 好 统
一,每个分论点写完后
就进 入 论 证 的 阶 段.
这三段 的 字 数 要 保 持
大体一致.

第六段:发出鼓励和号召,再次点出中心论点.梦在前方,路

在脚下,实现　　　要创造性地抓好工作落实,实现科学发展新跨

越,用　　　铺好　　　道路,努力实现　　　,让　　　绽放得

更加美丽!

 使用说明 

☞ 本书可一体两用,考生既可以单独选用本书汲取各种实用的解题技巧,也
可以与«一本通»教材结合使用,即先通过«一本通»教材夯实基础,再利用本书提

升应试技能.
☞ 本书不仅适用于公务员考试,也同样适用于事业单位、选调生、人民警察、

村官、三支一扶、军转干、政法干警等各类公职考试.
☞ 我们的网站与微信公众号每天为大家奉上最新的考试资讯、考试资料和

线上课程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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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信公众号

网址 www．chinagwy．org www．chinaexam．org gwy９９９９９９

二维码

　　☞ 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欢迎大家积极来信批评指正,我们会在您的支

持下不断改进工作.

最后,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编　者

２０１６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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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逻辑填空

图示解题篇 (３ )
技巧方法篇 (６ )

　专题一　阅读方法 (６ )

　专题二　实战技巧 (７ )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３)
误区陷阱篇 (１４)
实战演练篇 (１８)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０)

阅读理解

图示解题篇 (２３)
技巧方法篇 (２６)

　专题一　阅读方法 (２６)

　专题二　实战技巧 (２７)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４２)
误区陷阱篇 (４５)
实战演练篇 (５１)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５４)

数学运算

公式定理篇 (５７)
图示解题篇 (６７)
技巧方法篇 (７０)

　专题一　数字特性法 (７０)

　专题二　常规速解法 (７８)

　专题三　独辟蹊径法 (９１)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００)
误区陷阱篇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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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演练篇 (１１４)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１５)

数字推理

图示解题篇 (１１９)
技巧方法篇 (１２１)

　专题一　数列形式数字推理 (１２１)

　专题二　图形形式数字推理 (１３７)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４１)
误区陷阱篇 (１４６)
实战演练篇 (１５３)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５４)

图形推理

图示解题篇 (１５６)
技巧方法篇 (１５９)

　专题一　图形特征分析法 (１５９)

　专题二　描点法 (１６２)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６７)
误区陷阱篇 (１６８)
实战演练篇 (１７９)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８１)

定义判断

图示解题篇 (１８４)
技巧方法篇 (１８７)

　专题一　理解本质判定法 (１８７)

　专题二　关联定义排除法 (１９０)

　专题三　定义分类对照法 (１９２)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９５)
误区陷阱篇 (１９６)
实战演练篇 (２０２)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０５)

类比推理

图示解题篇 (２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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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方法篇 (２１０)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１３)
误区陷阱篇 (２１４)
实战演练篇 (２２０)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２１)

逻辑判断

图示解题篇 (２２３)
技巧方法篇 (２２６)

　专题一　条件关联法 (２２６)

　专题二　简图速解法 (２２８)

　专题三　推理规则解题法 (２３０)

　专题四　谬误理论解题法 (２３５)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４０)
误区陷阱篇 (２４３)
实战演练篇 (２５２)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５５)

资料分析

图示解题篇 (２５８)
技巧方法篇 (２６１)

　专题一　解题技巧 (２６１)

　专题二　速算技巧 (２７３)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９７)
误区陷阱篇 (３００)
实战演练篇 (３１６)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３１８)

常识判断

高频考点篇 (３２３)
图示解题篇 (３３１)
误区陷阱篇 (３３３)
实战演练篇 (３３９)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３４１)

法律常识专讲

速记口诀篇 (３４４)

　专题一　国家赔偿法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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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二　民事诉讼法 (３４５)

　专题三　刑事诉讼法 (３４８)

　专题四　行政诉讼法 (３４９)

　专题五　行政许可法 (３５０)

　专题六　劳动合同法 (３５１)

　专题七　仲裁法 (３５２)

　口诀演练参考答案 (３５３)
比较辨析篇 (３５４)

　专题一　民法 (３５４)

　专题二　刑法 (３５９)

　专题三　行政法 (３６３)

　专题四　商法 (３６５)

　辨析演练参考答案 (３６６)

第二部分　申　论

作答标准篇 (３７０)
题型范式篇 (３７５)

　专题一　归纳概括类试题 (３７５)

　专题二　综合分析类试题 (３８１)

　专题三　提出对策类试题 (３８３)

　专题四　贯彻执行类试题 (３８７)

　专题五　作文论证类试题 (３９１)

　题型演练参考答案 (３９８)
热点直击篇 (４０２)

　专题一　树立法治信仰 (４０２)

　专题二　法治化:呼吁理性维权 (４０８)

　专题三　文明化:倡导全民阅读 (４１３)

　专题四　价值观:家风的时代化 (４１８)

　专题五　生态化:大气污染整治 (４２３)

　专题六　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４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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