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言道,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然而对于公务员考试来说,光是认真看书或是

埋头于题海战术就够了吗? 当然不是! 做事要讲究方法,公务员考试更是如此,
巧干胜于蛮干,大块头不如有大智慧!

为此,国家公务员考试网考试研究中心结合多年教研成果,通过提炼解题技

巧、挖掘误区陷阱编成此书,力求将最实用的考试技巧呈现给大家,帮助各位考生

在短期内实现快速提分.

 内容结构 

本书共分成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大部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各个模块主要分成图示解题、技巧方法、误区陷阱、实战演

练四大篇.运用生动的图示展现解题思路,使用简练的语言浓缩技巧精华,例举

经典的真题剖析误区陷阱,最后通过实战的演练巩固学习成果.
申论部分分成作答标准、答题思路、题型范式、优质范文、经典句式、热点直击

六大篇,全方位、多维度提升你的申论作答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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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真题２

历练 对于 (　) 相当于 磨砺 对于 (　)

两个词都含有锻

炼、磨练的意思.
其他选项均未同

时 具 备 这 两 层

含义

两 个 词 都 指 经 历

世事锻炼
A．栉风沐雨 　 千锤百炼

B．波澜不惊　一鸣惊人

C．处心积虑　百折不回

D．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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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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答范式 有章可循

　　提供申论各种题型的作

答范式,让你在作答时有章

可循,有话可说

类型 作答范式 分析

概括问题

　　资料主要反映了 以 下 一

些问 题:一 是　　 　;二 是

　　 　;三是　　　　.

　　冒号之前的一句是先为

答案 戴 上 “帽 子”.所 谓 “戴

帽子”,就是通过概括性的语

句引领后面分条阐述的内容

概括问题

的表现及

原因

　　资料主要反映了　　　

问题,这一问题主要表现在以

下几个方面:一是 　;

二是　　　　;三是　　　.

造成这一问题的根本 原 因 在

于　　　　.

　　通过一段话就同时概括

了问题的表现和原因.冒 号

之前 的 一 句 也 是 在 为 答 案

“戴帽子”

 使用说明 

本书搭配«公务员考试实战题库»使用效果更佳,即在学习完本书所讲的技巧

方法之后,再借助«公务员考试实战题库»中的习题巩固学习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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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梦想成真!

编　者

２０１７年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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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题技巧 (７ )

　　　　一、前后文提示法 (７ )

　　　　二、语法判定法 (９ )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１)
误区陷阱篇 (１２)

　　一、词义辨析不清 (１２)

　　二、忽视语境语意 (１３)

　　三、受迷惑项干扰 (１５)
实战演练篇 (１６)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８)

片段阅读

图示解题篇 (２１)
技巧方法篇 (２４)

　　专题一　阅读方法 (２４)

　　专题二　解题技巧 (２５)

　　　　一、语意转化法 (２５)

　　　　二、同义替换法 (２８)

　　　　三、表达倾向法 (３０)

　　　　四、标点符号法 (３２)

　　　　五、主体排查法 (３４)

　　　　六、排同求异法 (３６)

　　　　七、关联词语法 (３８)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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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陷阱篇 (４３)

　　一、“逐字阅读”与“一目十行” (４３)

　　二、忽视分析行文脉络 (４５)

　　三、固化解题思维 (４６)

　　四、仅凭直观理解 (４８)
实战演练篇 (４９)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５２)

文章阅读

图示解题篇 (５５)
实战演练篇 (５８)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６１)

数学运算

公式定理篇 (６４)

　　一、计算问题 (６４)

　　二、行程问题 (６５)

　　三、工程问题 (６６)

　　四、浓度问题 (６６)

　　五、利润问题 (６６)

　　六、钟面问题 (６７)

　　七、概率、排列、组合问题 (６７)

　　八、抽屉原理 (６８)

　　九、比赛场次问题 (６８)

　　十、容斥问题 (６８)

　　十一、植树问题 (６９)

　　十二、几何问题 (６９)

　　十三、鸡兔同笼问题 (７０)

　　十四、牛吃草问题 (７０)

　　十五、盈亏问题 (７０)
图示解题篇 (７２)
技巧方法篇 (７５)

　　专题一　数字特性法 (７５)

　　　　一、直接代入 (７５)

　　　　二、倍数特性 (７６)

　　　　三、大小特性和奇偶特性 (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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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数字特性与方程的结合应用 (８２)

　　专题二　常规速解法 (８３)

　　　　一、假设赋值 (８４)

　　　　二、逆向分析 (８５)

　　　　三、极端分析 (８８)

　　　　四、列表分析 (９０)

　　　　五、换元解题 (９２)

　　　　六、数形结合法 (９４)

　　专题三　独辟蹊径法 (９５)

　　　　一、构造设定 (９６)

　　　　二、枚举归纳 (９８)

　　　　三、平移割补 (１００)

　　　　四、辅助工具 (１０２)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０４)
误区陷阱篇 (１１３)

　　一、混淆概念 (１１３)

　　二、断章取义 (１１４)

　　三、考虑不全 (１１５)

　　四、思维单一 (１１６)

　　五、答非所问 (１１８)
实战演练篇 (１１９)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２０)

数字推理

图示解题篇 (１２４)
技巧方法篇 (１２６)

　　一、看 (１２６)

　　二、想 (１３３)

　　三、猜 (１３５)

　　四、做 (１３８)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４０)
误区陷阱篇 (１４４)

　　一、作差次数不够 (１４４)

　　二、忽略作和法 (１４５)

　　三、忽略综合型多级数列特征 (１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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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忽略数项数列特征 (１４７)

　　五、忽略组合数列特征 (１４８)

　　六、探寻不到数项之间的递推关系 (１４９)
实战演练篇 (１５１)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５１)

图形推理

图示解题篇 (１５４)
技巧方法篇 (１５７)

　　专题一　平面图形推理常考规律 (１５７)

　　专题二　立体折叠问题常用解法 (１６１)

　　　　一、相邻面相对面法 (１６１)

　　　　二、时针法 (１６２)

　　　　三、描边法 (１６２)

　　　　四、特征面法 (１６３)

　　　　五、橡皮工具解题法 (１６４)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６５)
误区陷阱篇 (１６７)

　　一、缺乏整体思维 (１６７)

　　二、观察角度单一 (１６８)

　　三、简单问题复杂化 (１７２)

　　四、先入为主 (１７３)

　　五、牵强附会 (１７４)
实战演练篇 (１７６)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７８)

定义判断

图示解题篇 (１８１)
技巧方法篇 (１８４)

　　专题一　理解本质判定法 (１８４)

　　专题二　关联定义排除法 (１８７)

　　专题三　定义分类对照法 (１８９)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１９１)
误区陷阱篇 (１９３)

　　一、认识上的误区 (１９３)

　　二、解题中的误区 (１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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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演练篇 (１９８)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０１)

类比推理

图示解题篇 (２０４)
技巧方法篇 (２０６)

　　一、多重类推关系 (２０６)

　　二、简易造句法 (２０７)

　　三、词性分析法 (２０７)

　　四、辨析感情色彩 (２０８)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０９)
误区陷阱篇 (２１０)

　　一、细节陷阱 (２１０)

　　二、逻辑陷阱 (２１３)
实战演练篇 (２１６)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１７)

逻辑判断

图示解题篇 (２２０)
技巧方法篇 (２２３)

　　专题一　条件关联法 (２２３)

　　专题二　简图速解法 (２２５)

　　专题三　谬误理论解题法 (２２７)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３３)
误区陷阱篇 (２３５)

　　一、日常思维诱导 (２３５)

　　二、判断不严谨 (２３７)

　　三、设问陷阱 (２３８)

　　四、推理关系混淆不清 (２３９)

　　五、强弱判断不准 (２４１)
实战演练篇 (２４４)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４７)

资料分析

图示解题篇 (２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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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方法篇 (２５３)

　　专题一　解题技巧 (２５３)

　　　　一、关注题干 (２５３)

　　　　二、关注选项 (２５５)

　　　　三、图形定性分析 (２５８)

　　　　四、常识判定 (２６０)

　　　　五、数学思维 (２６２)

　　专题二　速算技巧 (２６３)

　　　　一、估算法 (２６３)

　　　　二、首数法 (２６５)

　　　　三、截位法 (２６７)

　　　　四、数值转换法 (２７１)

　　　　五、放缩法 (２７３)

　　　　六、化同法 (２７５)

　　　　七、公式法 (２７７)

　　　　八、尾数法 (２８４)

　　技巧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８５)
误区陷阱篇 (２８８)

　　一、阅读盲区 (２８８)

　　二、概念混淆 (２９０)

　　三、时间错位 (２９５)

　　四、偷换单位 (２９９)

　　五、算法陷阱 (３０１)
实战演练篇 (３０３)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３０６)

常识判断

高频考点篇 (３０９)

　　一、法律常识 (３０９)

　　二、政治常识 (３１０)

　　三、经济常识 (３１１)

　　四、哲学常识 (３１１)

　　五、历史常识 (３１２)

　　六、人文常识 (３１３)

　　七、地理常识 (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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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科技常识 (３１５)
图示解题篇 (３１６)
实战演练篇 (３１８)

　　实战演练参考答案与解析 (３１９)

第二部分　申　论

作答标准篇 (３２４)

　　一、要点 (３２４)

　　二、结构 (３２４)

　　三、格式 (３２４)

　　四、作文 (３２６)

　　五、语气 (３２７)

　　六、字数 (３２７)

　　七、文面 (３２８)
答题思路篇 (３２９)

　　一、客观题答题思路 (３２９)

　　二、作文题答题思路 (３３２)
题型范式篇 (３３５)

　　一、归纳概括题答题范式 (３３５)

　　二、综合分析题答题范式 (３３５)

　　三、提出对策题答题范式 (３３６)

　　四、应用文写作题答题范式 (３３７)

　　五、作文论证题答题范式 (３３８)
优质范文篇 (３４３)

　　一、２０１７年国考副省级范文 (３４３)

　　二、２０１６年国考副省级范文 (３４４)

　　三、２０１５年国考副省级范文 (３４６)

　　四、２０１６年联考范文 (３４７)
经典句式篇 (３４９)

　　一、政治篇 (３４９)

　　二、经济篇 (３４９)

　　三、文化篇 (３５０)

　　四、社会篇 (３５１)

　　五、生态文明篇 (３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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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直击篇 (３５２)

　　专题一　树立法治信仰 (３５２)

　　　　一、理论背景 (３５２)

　　　　二、观点声音 (３５３)

　　　　三、命题探析 (３５６)

　　专题二　法治化:呼吁理性维权 (３５８)

　　　　一、理论背景 (３５９)

　　　　二、热点透视 (３５９)

　　　　三、命题探析 (３６１)

　　专题三　生态化:大气污染整治 (３６３)

　　　　一、理论背景 (３６４)

　　　　二、热点透视 (３６４)

　　　　三、命题探析 (３６６)

　　专题四　治理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 (３６７)

　　　　一、理论背景 (３６８)

　　　　二、热点透视 (３６９)

　　　　三、命题探析 (３７３)

　　专题五　文明化:倡导全民阅读 (３７５)

　　　　一、理论背景 (３７６)

　　　　二、热点透视 (３７６)

　　　　三、命题探析 (３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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