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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天道酬勤,胸有成竹

成功开启公务员之路
随着山东公务员考试机制的不断完善,竞争程度日趋激烈,对考生的能力要求也越来越高,这就迫切要

求大家要选择一本优秀的备考教材!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一直秉持着最新真题接轨的理念,囊括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最全面、最

前沿的考试内容,书中不仅有详实新颖的考点讲解,更有实用易懂的技法呈现,一切讲解将助你顺利通过

公考.

 实力通关 

 亮点扫描 

本书突破了现有公考辅导教材的单一讲解模式,内容呈现出如下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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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规律汇表攻克难题壁垒

　　掌握图形推理的

常见规律,做题时挖掘

共性、寻找特殊,图形

规律敏感度将逐渐内

化于心、得以强化

一笔画图形判断技巧

一笔画定理 示　　例

对于连通图形,只有当其不存

在奇顶点或者只存在２个奇

顶点时,这个图形才是一笔画

图形

所谓“奇顶点”,是指由该顶点

引出的线条数是奇数的顶点

利用“一笔画定理”可快速判

断出一个连通图形是否可 以

一笔画成

图１

图１中有且只有 A、B 两点为奇顶点,

分别引出三条线,可判断出该图形为一

笔画图形

图２

图２中没有奇顶点,可判断出该图形为

一笔画图形

图３

图３中 A、B、C、D 四点均为奇顶点,可

判断出该图形不是一笔画图形

二、知识新颖囊括最新热点

　　常识判断网罗诸

多领域热点和最新考

点,填补空白、清除盲

区,不断提升考生的知

识储量和对选项的判

断力

专题二　２０１６年全国两会

２０１６年３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大会作了«２０１６年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中的亮点主要有:

　　一、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

２０１５年,我们不搞“大水漫灌”式的强刺激,而是持续推动结构性改革.当前发展中总量问题与结构

性问题并存,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要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突出抓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做减法,又做加法,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加公共产品和

公共服务供给,使供给和需求协同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二、２０１６年GDP预期增长６．５％~７％

今年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６．５％~７％,居民消费价格涨幅３％左右,城镇新增

就业１０００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４．５％以内,进出口回稳向好,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居民收入增长和

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３．４％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继续减少.

三、多维一体剖析申论脉络

讲方法

详解申论题型作答技巧

专题八　作文的标题、开头与结尾

　　一、标题

　　(一)标题写作的要求

１．扣题

根据给定的主题、句子揭示的内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以及作答要求来写.当作文的题

目要求与给定资料内容有差异时,更应该按照题目的要求来写作.

２．显旨

显旨是申论作文的主体要求.标题创作要求直观,能够直接体现主旨,否则很难让阅卷老师在短

时间里理解考生所表达的涵义.

３．醒目

标题不宜过长,一句话或两句话皆可.醒目要做到单句尽量坚定有力,双句尽量对仗,亮明观点,

表明态度,明确要求.这样才会给阅卷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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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视野

线上线下结合拓展阅读

试　卷 考查主题 拓展阅读

２０１６年山东

(A 卷)
构建网络新秩序

«网络收费信息泛滥(网络内容建设亟待加强系列报道①)»,人民

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１９日

«网上百科内容芜杂(网络内容建设亟待加强系列报道②)»,人民

日报,２０１６年６月２日

«网络治理柔与刚»,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８日

２０１６年山东

(B卷)
互联网＋

«大战略引领创新风潮 大数据开启智能时代»,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
月３１日

«习惯在“玻璃房”中工作»,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６日

«谈谈互联网思维»,光明日报,２０１６年４月９日

２０１６年山东

(C卷)
极简主义

«给生活做减法,才知道什么对自己最重要»,中国青年报,２０１６年

２月２６日

«过度包装“毁”环境 长时间网购“毁”生活»,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４
月２４日

«极简主义生活»,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１月１５日

巧借鉴

专家申论范文提供借鉴

　　【习题】

请结合背景资料,以«谈“品牌”»为题,自拟副标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１．观点鲜明,内容充实.

２．结构完整,语言流畅.

３．总字数８００~１０００字.
【高分范文】

谈“品牌”
———打造民族品牌　彰显中华风貌

　　品牌就是质量,品牌就是效益,品牌就是生命力.在市场经济发展日趋深化的今天,品牌对于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品牌战略已成为众多知名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法宝.品

牌之于企业,是树立形象、提升竞争力的关键;品牌之于民族,是彰显风貌、争取立足之地的法宝.

然而,当前我国民族自主品牌的发展明显出现颓势.我们看到许多自主品牌定位低端,难以得到

消费者的普遍认可;我们看到许多国外巨头把收购民族品牌当作进入和发展中国市场的绝佳跳板或者

是消除竞争对手的有效方式;我们更看到商场中琳琅满目的商品被贴上了“山寨”的标签.同时,全盘

抄袭他人的品牌特点,犹如邯郸学步,这样做换不来品牌的发展,也换不来效益,换来的是自我的迷失.

只有打造民族品牌,才能在世界舞台彰显中华泱泱大国的创造风貌.

 优质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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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宝教育山东公务员考试网 学宝云课堂 学宝在线题库 微信公众号

网址 www．sdgwy．org www．chinaexam．org exam．chinagwy．org sdgwy９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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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精品.

最后,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马到成“公”!

编　者

２０１６年６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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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部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概　述 (１ )

第一篇　言语理解与表达

第一章　逻辑填空 (３ )

第一节　逻辑关系突破 (５ )

　　巩固强化 (１０)

第二节　词语搭配突破 (１０)

　　巩固强化 (１２)

第三节　词义突破 (１２)

　　巩固强化 (１４)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４)

第二章　片段阅读 (１６)

第一节　中心主旨题与意图推断题 (２０)

　　巩固强化 (２２)

第二节　细节理解题与词句理解题 (２３)

　　巩固强化 (２５)

第三节　下文推断题 (２６)

　　巩固强化 (２８)

第四节　语句衔接题 (２８)

　　巩固强化 (３０)

第五节　语句排序题 (３０)

　　巩固强化 (３１)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３１)

第二篇　数量关系

第一章　题型精讲 (３５)

第一节　基础运算问题 (３５)

　　巩固强化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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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行程问题 (３９)

　　巩固强化 (４４)

第三节　计数问题 (４４)

　　巩固强化 (５２)

第四节　几何问题 (５２)

　　巩固强化 (５７)

第五节　时间问题 (５８)

　　巩固强化 (６１)

第六节　比例问题 (６２)

　　巩固强化 (６６)

第七节　其他典型问题 (６６)

　　巩固强化 (７１)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７２)

第二章　解题技巧 (７４)

第一节　代入排除法 (７４)

　　巩固强化 (７５)

第二节　倍数特性法 (７５)

　　巩固强化 (７７)

第三节　综合特性法 (７７)

　　巩固强化 (８０)

第四节　赋值法 (８０)

　　巩固强化 (８１)

第五节　极端分析法 (８１)

　　巩固强化 (８２)

第六节　逆向分析法 (８３)

　　巩固强化 (８５)

第七节　方程法 (８５)

　　巩固强化 (８８)

第八节　图示法 (８８)

　　巩固强化 (９１)

第九节　十字交叉法 (９２)

　　巩固强化 (９３)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９３)

第三篇　判断推理

第一章　图形推理 (９６)

第一节　平面图形推理 (１００)

　　专题一　元素规律 (１００)

　　专题二　整体规律 (１０２)

　　专题三　素形结合规律 (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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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四　解题思维图谱 (１０９)

第二节　立体图形推理 (１１１)

　　专题一　立体折叠推理 (１１１)

　　专题二　立体截面推理 (１１３)

　　　　巩固强化 (１１５)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１５)

第二章　定义判断 (１１６)

第一节　要点信息法 (１１８)

第二节　技巧突破法 (１２２)

　　巩固强化 (１２４)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２４)

第三章　类比推理 (１２５)

第一节　词项逻辑关系 (１２７)

第二节　技巧突破法 (１３２)

　　巩固强化 (１３３)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３３)

第四章　逻辑判断 (１３４)

第一节　必然性推理 (１３８)

　　专题一　命题推理规则 (１３８)

　　　　巩固强化 (１４２)

　　专题二　真假关系 (１４２)

　　　　巩固强化 (１４４)

　　专题三　常规解题方法 (１４４)

　　　　巩固强化 (１４７)

第二节　可能性推理 (１４８)

　　专题一　论证方式解题法 (１４８)

　　　　巩固强化 (１５３)

　　专题二　论点论据解题法 (１５３)

　　　　巩固强化 (１５５)

　　专题三　跳跃论证解题法 (１５５)

　　　　巩固强化 (１５６)

第三节　陈述性推断 (１５７)

　　巩固强化 (１５９)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５９)

第四篇　常识判断

第一章　法律常识 (１６３)

第一节　立法法 (１６３)

　　巩固强化 (１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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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节　宪法 (１６５)

　　巩固强化 (１６８)

第三节　行政法 (１６８)

　　专题一　行政处罚 (１６９)

　　专题二　行政复议 (１７０)

　　专题三　行政诉讼 (１７２)

　　　　巩固强化 (１７３)

第四节　民法 (１７３)

　　巩固强化 (１７６)

第五节　刑法 (１７６)

　　专题一　犯罪论 (１７６)

　　专题二　刑法修正案(九) (１７８)

　　　　巩固强化 (１７９)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８０)

第二章　政治常识 (１８１)

第一节　最新时政热点 (１８１)

　　专题一　习近平用典 (１８１)

　　专题二　２０１６年全国两会 (１８２)

　　专题三　十三五规划纲要 (１８３)

　　专题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１８４)

　　专题五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 (１８５)

　　专题六　营业税改征增值税 (１８６)

　　专题七　杭州举办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１８７)

　　专题八　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５G) (１８８)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１８８)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１９０)

第四节　中共党史 (１９２)

　　巩固强化 (１９４)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１９４)

第三章　经济常识 (１９５)

第一节　国内经济 (１９５)

第二节　国际经济 (１９８)

　　巩固强化 (２００)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２００)

第四章　历史常识 (２０１)

第一节　中国古代史 (２０１)

第二节　中国近现代史 (２０４)

　　巩固强化 (２０７)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２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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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文常识 (２０８)

第一节　中国人文 (２０８)

第二节　常考诗词 (２１４)

第二节　世界人文 (２１９)

　　巩固强化 (２２１)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２２２)

第六章　地理常识 (２２３)

第一节　国情地理 (２２３)

第二节　自然环境 (２２５)

　　巩固强化 (２２６)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２２６)

第七章　科技常识 (２２７)

第一节　中国科技发展成果 (２２７)

第二节　世界科技发展成果 (２２９)

第三节　基础科学常识 (２３１)

第四节　高新科学技术 (２３４)

第五节　生活常识 (２３８)

　　巩固强化 (２３９)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２３９)

第五篇　资料分析

第一章　常考术语及辨析 (２４４)

第一节　统计术语 (２４４)

第二节　术语辨析 (２４６)

第二章　解题策略 (２５１)

第一节　解题技法 (２５１)

第二节　速算技巧 (２５３)

第三节　分数比较方法 (２５８)

第三章　题型精讲 (２６０)

第一节　纯计算题 (２６０)

第二节　排序题 (２６１)

第三节　计数题 (２６３)

第四节　综合判断题 (２６５)

　　巩固强化 (２６７)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２６８)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卷 (２６９)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真题卷参考答案与解析 (２８９)



６　　　　 ２０１７年山东公务员考试一本通

第二部分　申　论

概　述 (３０３)

第一章　认知申论试卷 (３０７)

第一节　给定资料出处和类型 (３０７)

第二节　申论题型和评分标准 (３１２)

　　专题一　申论题型 (３１２)

　　专题二　评分标准 (３１３)

第二章　高效答题策略 (３１６)

第三章　阅读能力培养 (３２３)

第一节　阅读的方法 (３２３)

第二节　阅读能力提高的途径 (３２５)

第四章　题型分类精讲 (３２７)

第一节　归纳概括类试题 (３２７)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３２７)

　　专题二　题型综述 (３２８)

　　专题三　概括问题类 (３２８)

　　专题四　概括特点(特征)类 (３３５)

　　专题五　概括观点类 (３３８)

　　专题六　概括特定内容类 (３４２)

　　专题七　概括主要内容类 (３４６)

　　专题八　概念解释类 (３５０)

　　专题九　拟写标题类 (３５３)

　　　　巩固强化 (３５７)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３５７)

第二节　原因类试题 (３５８)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３５８)

　　专题二　题型精讲 (３５８)

　　　　巩固强化 (３６３)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３６３)

第三节　综合分析类试题 (３６４)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３６４)

　　专题二　题型精讲 (３６４)

　　专题三　误区规避 (３７７)

　　　　巩固强化 (３７９)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３８１)

第四节　提出对策类试题 (３８２)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３８２)

　　专题二　题型综述 (３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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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三　方法精析 (３８４)

　　　　巩固强化 (３８９)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３９０)

第五节　应用文写作类试题 (３９１)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３９１)

　　专题二　党政机关公文 (３９２)

　　专题三　公关礼仪文书 (３９８)

　　　　巩固强化 (４０７)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０９)

第六节　作文论证类试题 (４１１)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４１１)

　　专题二　申论作文的特点与阅卷规则 (４１２)

　　专题三　审题立意 (４１６)

　　专题四　立意三维度 (４１７)

　　专题五　内容三要素 (４１８)

　　专题六　如何写分论点 (４２２)

　　专题七　论据的选择 (４２６)

　　专题八　作文的标题、开头与结尾 (４３１)

　　　　巩固强化 (４３８)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４０)

第五章　作答能力提升 (４４４)

第一节　写作亮点 (４４４)

　　专题一　核心方法 (４４４)

　　专题二　亮点收集 (４４５)

第二节　报摘素材 (４４７)

　　专题一　读报园地 (４４８)

　　专题二　报摘主题 (４５１)

第三节　锤炼表达 (４５５)

第六章　申论热点解读 (４６０)

第一节　工匠精神 (４６０)

第二节　文化传承助推城市创新 (４６２)

第三节　建设美丽乡村 (４６４)

第四节　治理庸政懒政 (４６６)

第五节　塑造中国品牌 (４６８)

第六节　雾霾治理 (４７０)

第七节　政府 APP工程 (４７３)

第八节　国学“入教” (４７５)

第九节　沙漠产业 (４７７)

第十节　文化养老 (４７９)

第十一节　湿地保护 (４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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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山寨”热 (４８４)

第十三节　消费者权益保护 (４８７)

第十四节　拨正信仰的指针 (４８９)

第十五节　“微时代”为政者面临的挑战 (４９１)

第七章　高分范文评析 (４９４)

第一节　品牌经济 (４９４)

第二节　勤俭节约 (４９６)

第三节　传统文化教育 (４９８)

第四节　旅游文化 (５００)

第五节　网络文化 (５０１)

第六节　公务员责任意识 (５０３)

第七节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 (５０５)

第八节　信息化建设 (５０７)

第九节　文化发展中的法治思维 (５０９)

第十节　文化产业发展 (５１０)

第十一节　发展新能源 (５１２)

第十二节　法治型政府 (５１４)

第十三节　现代农业 (５１６)

第十四节　空心村 (５１８)

第十五节　互联网经济 (５１９)

第八章　最新考试真题 (５２２)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A卷) (５２２)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A卷)参考答案 (５２５)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B卷) (５２８)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B卷)参考答案 (５３３)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C卷) (５３６)

２０１６年山东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C卷)参考答案 (５４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