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前　言



　　　　　 １　　　　

前 言
INTRODUCTION

千百习题,每日一练练出能力,
权威详解,奇技妙法见微知著.

你的成功之路,
尽在«２０１８ 年公务员考试实战题库»!

 编写初衷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在公务员考试备考阶段,一味地学习知识还不够,提高解题能力才是关

键.如何提高呢? 大量的练习! “题海战术”是公务员考试的制胜法宝,也是通向公考彼岸的必由之路!

因此,本书精心挑选了２０００道优质习题,辅以最新鲜的真题考法,以庖丁解牛的讲解工艺,为你献上２０１８年

最丰盛的一道试题大餐! 让每道题都能开拓你的视野,让每种解法都在你的头脑中激起火花.自此,考试与做题

将是一种享受!

 编写思路 

本书在第一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和常识判断这五大模块中创新性地使用了

“解题方略＋专项训练＋模块自测”的编排模式,最后奉送了两套考前冲刺试卷.从小题型的专项练习拔高到大

模块的自我检测,最后升级到套卷的实战模拟,练习的模式呈阶梯上升,步步为营,让你随着练习的深入,在潜移

默化中提升答题能力.

本书第二部分为全书所有试题的参考答案与解析,权威详解,精准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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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用说明 

本书搭配«公务员考试一本通»系列教材或视频课程使用效果更佳,即在学习完«公务员考试一本通»系列教

材或视频课程的相应内容后,再选用本书对应的专项练习进行巩固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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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宝云课堂视频课程 公务员招录平台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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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

　　书中难免存在纰漏和瑕疵,敬请大家来信批评指正,我们会在您的支持下不断铸造精品!

相信本书会是你考试提分的利器!
祝愿大家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编　者

２０１７年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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