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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 
公共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应试者充分了解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公共科目的测查范围、

内容和要求，制定本大纲。 

一、考试目的 

主要测查应试者与拟招考文职人员岗位要求密切相关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对基本知

识的掌握程度，运用有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测查范围 

公共科目为招考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文职人员的共同考试科目，测查范围包括基本

知识和岗位能力两部分。 

基本知识部分：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人文与社会、科学技术、国防和军队。 

岗位能力部分：主要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判断推理、资料分析。 

三、考试方式和时限 

考试方式为闭卷笔试。考试时限为 120 分钟。 

四、试卷分值和试题类型 

试卷满分为 100 分。试题类型为客观性试题。 

五、考试内容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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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基本知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政治理论基本原理和方法的理解程度，对国防和军队、文职人员制度、

安全保密等问题的认知程度，以及对其他公共基础知识的把握、应用与信息获取能力。本部

分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经济、法律、人文与社会、科学技术、国防和军队等。 

 

第一章  政  治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一、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类解放的科学 

马克思伟大光辉的一生；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和丰富内涵；

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征和当代价值；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的壮阔历程和丰硕成果；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要求。 

二、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发展规律 

世界多样性与物质统一性；事物的联系和发展；唯物辩证法。 

三、实践与认识及其发展规律 

实践与认识；真理与价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四、人类社会及其发展规律 

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五、资本主义的本质及规律 

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 

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趋势 

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和发展趋势。 

七、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规律 

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程；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则；在实践中探索现实社会主义的发

展规律。 

八、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及其最终实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展望；实现共产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节  毛泽东思想 

一、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和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的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道路和基本经验。 

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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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

的确立。 

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初步探索的意义和经验教训。 

 

第三节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 

一、邓小平理论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邓小平理论的基本问题和主要内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三、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第四节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坚持在发

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 

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五、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实

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全面推进强军事业的战略部署；推动军

民融合深度发展。 

六、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七、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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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公民思想道德修养 

一、坚定理想信念 

理想信念的内涵及重要性；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共产主

义远大理想；理想与现实的关系；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统一。 

二、弘扬中国精神 

中国精神的基本内容；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及其时代要求；创新创造是中华民族 深沉

的民族禀赋；改革创新是时代要求。 

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历史底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义力量。 

四、道德及其历史发展 

道德的内涵；道德的功能与作用；道德的变化发展。 

五、吸收借鉴优秀道德成果 

中华传统美德；中国革命道德；借鉴人类文明优秀道德成果。 

六、遵守公民道德准则 

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原则；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第二章  经  济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对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丰富。 

二、社会经济制度与经济运行的一般原理 

社会经济制度的变革；社会经济的两种基本形态；商品经济的基本原理。 

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及其发展阶段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实质；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特征；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四、资本的运行 

资本运行的一般原理；垄断阶段的资本运行；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向国际范围的扩展。 

五、经济全球化与国际经济关系 

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客观趋势；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经济的发展；反全球化思潮和对中国经

济的影响。 

 

第二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一、市场机制及其作用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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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机制的主要内容；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条件；市场机制的缺陷。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基本思想；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条

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特征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实践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基础；衡量

公有制主体地位的标准；做大做强做优国有资本。 

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企业制度 

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及其特征；深化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体系 

市场体系的内涵与结构；现代市场体系的一般特征；现代市场体系的发育过程。 

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审慎政策双支

柱调控框架改革；利率和汇率市场改革；建立现代化经济体系。 

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的内容和特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

平。 

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 

社会主义宏观调控的目标和内容；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和手段；国家发展规划及其战略

导向作用；金融监管体系；财政、货币、产业、区域等经济政策协调机制。 

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对外开放 

市场经济的开放性；中国市场经济对外开放的方式与途径；“一带一路”建设；全面开放

新格局；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第三章  法  律 

第一节  法学理论 

一、法的本体 

法的概念；法的要素；法的渊源与法的效力；法律部门与法律体系；法律行为、法律关

系与法律责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二、法的运行 

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 

三、法与社会 

法与经济；法与政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法治国与党的领导。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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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大意义；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主要内

容；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格局；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第二节  宪  法 

一、宪法概述 

宪法的概念和本质；宪法的主要内容；宪法的制定和修改；宪法的作用；宪法实施与监

督；宪法日；宪法宣誓制度；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依宪治国与依法治国。 

二、我国的国家制度 

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三、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我国公民的基本义务。 

四、我国的国家机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

地方国家机关；监察委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 

 

第三节  民  法 

一、民法概述 

民法的概念和调整对象；民法的渊源；民法的适用范围。 

二、民法的基本原则 

民法基本原则概述；我国民法的基本原则。 

三、民事主体 

民事主体的概念和分类；民事法律关系的概念和构成；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四、民事法律行为 

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民事法律行为的有效要件；无效民生行为；效力待定的民事行为；

代理。 

五、民事权利 

民事权利的概念和分类；财产权的概念和分类；非财产权的概念和分类。 

六、合同概述 

合同的概念、特征和分类；合同的订立；合同的履行、变更和解除；合同责任。 

七、继承 

继承权的概念；法定继承；遗嘱继承；遗赠和遗赠抚养协议；遗产的处理。 

八、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的概念；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侵权民事责任；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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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的免除。 

 

第四节  劳动合同法与劳动争议、人事争议的解决 

一、劳动合同的概念和种类 

劳动合同的概念；劳动合同的种类。 

二、劳动合同的订立和效力 

劳动合同订立的形式；劳动合同订立的原则；劳动合同的条款；劳动合同的生效；劳动

合同的无效。 

三、劳动合同的履行和变更 

劳动合同的履行；劳动合同的变更。 

四、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劳动合同的解除；劳动合同的终止；经济补偿金。 

五、集体合同 

集体合同的概念；集体合同的订立；集体合同争议的处理。 

六、劳务派遣 

劳务派遣单位；劳务派遣协议；用工单位的义务与被派遣劳动者的权利。 

七、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 

违反劳动合同的情形；违反劳动合同的法律责任；违反劳动合同的行政处罚。 

八、劳动争议的调解与仲裁 

劳动争议的概念与分类；劳动争议的解决原则与程序；劳动争议的调解；劳动争议的仲

裁。 

九、人事争议的调解与仲裁 

人事争议的概念与分类；人事争议的解决原则与程序；人事争议的调解；人事争议的仲

裁。 

 

第五节  知识产权法 

一、知识产权概述和范围 

知识产权的概念；知识产权的范围。 

二、著作权 

著作权的主体；著作权的客体；著作权的内容；著作权的保护与限制；邻接权。 

三、专利权 

专利权的主体；专利权的客体；授予专利权的条件；授予专利权的程序；专利权的内容。 

四、商标权 

商标的概念和种类；商标权的取得；商标权的内容；商标权的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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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刑  法 

一、刑法概述 

刑法的概念和分类；刑法的体系和解释；刑法的根据和任务。 

二、刑法的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原则；适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 

三、犯罪 

犯罪的概念和特征；犯罪构成；正当防卫与紧急避险；犯罪预备、未遂和中止；共同犯

罪。 

四、刑罚制度 

刑罚的概念和特征；刑罚的体系和种类；刑罚的具体适用。 

五、刑法分则 

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

民主权利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危害国防利益罪；贪污贿赂罪；渎职罪；

军人违反职责罪。 

 

第七节  国防法 

一、国防法规的概念和内容 

国防法规的基本概念与特点；国防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兵役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国

防动员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国防教育法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反分裂国家法的主要内容和特

点。 

二、国防活动的基本原则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积极防御的原则；全民自卫的原则；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

协调发展的原则。 

三、国家机构的国防职权 

全国人大和国家主席的国防职权；国务院的国防职权；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国防职权。 

四、武装力量 

武装力量的性质和任务；武装力量的构成。 

五、边防、海防和空防 

边防、海防和空防的概念；边防、海防和空防建设的领导与实施。 

六、国防科研生产和军事订货 

国防科研生产；军事订货。 

七、国防经费和国防资产 

国防经费；国防资产。 

八、国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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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教育的方针原则；国防教育的组织领导。 

九、国防动员和战争状态 

武装力量动员；国民经济动员；科学技术动员；政治动员；人防动员；战争状态。 

十、公民、组织的国防义务和权利 

公民、组织的国防义务；公民、组织的国防权利。 

 

第四章  人文与社会 

第一节  文化常识 

一、思想文化 

中国部分：四书五经；诸子百家思想及代表人物、代表作；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佛教的传入；开科举士；两宋理学；明末清初反对专制主义的思想家。 

外国部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乌托邦》《独立宣言》《人权宣言》《联合

国宪章》；欧洲三大工人运动；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改良主义、民主社会主义；文明冲突论、

历史终结论；现代化、全球化。 

二、军事文化 

中外军事经典；中外著名军事人物；中外经典战例。 

三、文学 

《诗经》《楚辞》与中国文学的起源；诸子与先秦散文；汉赋与史传文学；建安风骨与魏

晋文学；唐宋诗词；古文运动与唐宋八大家；元明清戏曲与古典小说；文以载道与明清散文；

“五四”与新文学；大众传媒与当代文学。 

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基本特点。 

军事文学的审美特质与精神品格。 

 

第二节  历史常识 

一、中国史 

古代史：早期人类与氏族公社；历史朝代更替与盛衰原因；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的形成与

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土地制度变迁；城市与工商业的发展；教育和科举制

度的演变；科学技术成就。 

近现代史：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外国资本主义入侵与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性质；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运动等对国家出路的早期探索；辛亥革命与君

主专制帝制的终结。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国民党在全国

统治的建立和中国革命的新道路；日本侵略中国与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民主党派的产生与

发展；解放战争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终结；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和基本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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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中国的确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的开端；“大跃进”及其纠正；“文化大革命”及其结束；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

民经济体系的建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香港、澳门回归；反对“台独”，促进两岸关系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一

带一路”；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革。 

二、世界史 

古代史：古代希腊、罗马；西欧封建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世界三大宗教起源；新航路的

开辟；文艺复兴运动。 

近现代史：英国革命；美国革命；法国大革命；欧美工业革命；美国内战；日本明治维

新；十月革命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拉丁美洲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第

二次世界大战；民族独立运动和殖民主义体系的终结。 

当代史：联合国的成立及其演变；万隆会议；不结盟运动；两大阵营的对立；欧洲联盟；

苏联解体与东欧剧变；国际恐怖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巩固、探索与改革历程；欧美与日本

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与调整；亚非拉地区国家的局势与发展；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加

速演变。 

 

第三节  国情与时事 

一、我国人文概况 

我国的行政区划；我国的民族；我国的人口；我国的领土领海面积。 

二、我国国情国力 

自然状况；资源概况；国民素质；宗教状况；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结构；综合国力。 

三、国内国际时事  

国内重大事件；国际重大事件；近一年内国内外发生的重要新闻时事。 

 

第五章  科学技术 

第一节  科学技术基本概念 

一、什么是科学 

科学的含义与分类；科学的本质；科学精神及特点；科学方法及特点。 

二、什么是技术 

技术的含义；技术创新的定义和本质。 

三、科学技术与社会 

科学技术的社会作用；科学技术发展的社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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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学常识 

一、天文学和地球科学常识 

天文学和地球科学的历史人物及贡献；天文学和地球科学所涉及的一般原理和基本常识；

天文学和地球科学所涉及的重要自然现象。 

二、现代物理学常识 

原子核物理学；粒子物理学；宇宙学；热力学三定律；电磁理论；相对论；量子力学。 

三、生命科学常识 

细胞；蛋白质；核酸；新陈代谢；基因；遗传和变异；人类基因组计划。 

四、环境科学常识 

环境科学的概念；环境问题；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可持续发展；全球气候变化。 

 

第三节  现代高新技术 

一、生物工程技术 

生物技术的概念、基本内容；生物工程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二、现代信息技术 

现代信息技术的主要功能；现代信息技术发展与应用；量子通讯与量子计算技术的现状

和发展趋势；人工智能及复杂网络技术现状与前景展望。 

三、新材料技术 

新材料的特点及种类；新材料技术的发展与应用。 

四、激光技术 

激光的主要特征；激光的应用及发展方向；我国激光技术的现状及前景。 

五、空间技术 

火箭技术；人造地球卫星的应用；宇宙飞船、空间站和航天飞机的主要功能。 

六、新能源技术 

新能源的概念及种类；新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七、海洋开发技术 

海洋资源种类；海洋探测和海洋资源开发技术；海洋能源开发工程。 

 

第四节  计算机基础 

一、计算机基础知识 

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计算机中进制的转换；计算机中数据的表示。 

二、计算机硬件系统 

计算机硬件系统基本组成及各部件特点。 

三、计算机软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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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软件的分类；操作系统的特征；操作系统的分类及管理功能。 

四、办公软件系统 

典型的中文字处理、电子表格和演示文档等常用办公软件及应用。 

五、计算机网络技术 

网络 OSI 模型；互联网和 TCP/IP 协议；计算机网络的应用。 

六、数据库技术 

数据库的基本概念；数据库的设计方法及设计过程。 

七、软件技术 

算法的概念；算法的基本特征；数据结构的基本概念；软件工程目标及开发过程。 

八、计算机信息安全 

信息安全四要素；加解密主要方法；数字签名的含义及功能；计算机病毒主要特征。 

 

第六章  国防和军队 

第一节  国防常识 

一、国防概述 

国防的基本含义；国防与国家的关系；国防的基本类型；现代国防的主要特征。 

二、中国的国防 

中国古代国防；中国近代国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建设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体制和国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建设的主要成就。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领导体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组成。 

 

第二节   军队常识 

一、人民军队概述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性质、宗旨；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军委主席负责制。 

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人员制度。 

二、军队安全保密 

军事秘密的定义；军事秘密的范围；军事秘密的密级划分；军事保密制度规定；保密工

作中的奖励与处分。 



 

 
— 13 — 

第二部分  岗位能力 

主要测查应试者与拟招考文职人员岗位要求密切相关的语言表达、沟通协调、阅读理解、

逻辑思维、数理分析等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本部分内容包括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系、

判断推理、资料分析等。 

 

第七章  言语理解与表达 

一、选词填空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常用实词、关联词和成语的理解程度以及在现实语境中的运用能力。 

常见题型有实词辨析、关联词辨析、成语辨析等。 

题目一般在题干下给出四个选项，要求应试者结合具体语境，选出 符合要求的一项。 

二、语句表达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语句的正确理解与运用的能力，涉及言语表达的准确性、规范性等问

题。 

要求应试者熟悉基本的语法知识，依靠语法知识对句子进行分析，重点检查句子成分是

否残缺、搭配是否恰当、次序是否合理、定语修饰的主体是否明确等。 

常见题型有病句辨析、歧义辨析等。 

三、阅读理解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语言文字材料的阅读、理解能力。 

常见题型有主旨概括、意图推断、态度观点、细节判断、词语理解、代词指代、语句排

序、结语推断、语句衔接、标题填入、诗词鉴赏、标点符号运用等。 

题目一般给出一段短文，短文后面是一个不完整的陈述，要求应试者从备选的四个答案

中选出一个完成陈述。备选的答案有时可能是对短文内容的一个复述，有时则满足了陈述中

其他方面的要求，应试者的选择应与所给的内容 相符合并使陈述 为完整。 

 

第八章  数量关系 

一、数字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数字的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能力。 

数字推理问题以数列为载体，要求应试者仔细观察数列中各数字之间的关系，主要通过

加、减、乘、除、平方、开方等方法，找出其中的排列规律，然后从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

合适、 合理的一个填补空缺，使之符合原数列的排列规律。 

常见题型有等差数列、等比数列、平方数列、立方数列、混合幂数列、组合数列、递推

数列、积递推数列、倍数递推数列和数字图表等。 

二、数学运算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初等数学、排列组合、概率、工程及几何等问题中数量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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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和运算能力。 

包括基础运算问题、计数问题、比例计算问题、排列组合问题、概率问题、行程问题、

工程问题、几何问题等。 

常见题型有算术计算题和文字应用题。前者给出一个算式，应试者通过对算式进行分析、

简化、计算，得出答案；后者给出表达数量关系的一段文字，应试者根据题中的数量关系，

熟练运用加、减、乘、除等基本运算法则，并利用其它基本数学知识，迅速准确地计算或推

出结果。 

 

第九章  判断推理 

一、图形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图形的抽象思维和推理能力。 

要求应试者通过观察、辨别、推理、想象等综合性思维，提炼图形所蕴含的信息内容，

进而推出新的信息。图形推理既涉及图形空间结构上的联系，又涉及图形元素之间内容上的

联系。 

常见题型有图形中的几何特性、图形中的数量关系、图形中的相对位置、图形中的旋转

移动和翻转、图形中的组合与叠加、图形的空间形式推理等。 

题目一般给出一套或两套图形，要求应试者通过观察分析找出图形排列的规律，从备选

答案中选出 符合规律的一项。 

二、定义判断 

主要测查应试者运用定义来观察事物的本质、联系、内涵、发展趋势的能力，运用抽象

概念进行判断以及短时间领悟关键要领的能力。 

常见题型有单定义判断、多定义判断等。 

题目一般先给出一个或多个定义，然后提供四个选项，要求应试者通过细致的逻辑分析，

严格根据定义选出 符合要求的选项。 

三、类比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词组意境的分析、理解、推断和概括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根据两个或两类事物对象在一系列属性上相同或相似，推出它们在其它属性

也相同或相似的推理方法。 

常见题型有两词型、三词型、对当型等。 

题目一般要求应试者判断词语组合之间的类比关系，从给出的四个答案中选出一组，这

一组之间的关系与题干给出的词组之间的逻辑关系 为贴切或相似。 

四、逻辑判断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信息的理解、分析、判断、归纳、综合、演绎、比较的逻辑推理能力。 

要求应试者根据某种一般性原理和个别性特征，得出关于个别例证的新结论。逻辑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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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必要性推理，即条件如果正确必然有正确的结论，涉及的内容包括社会、经济、军事、自

然、人文等各个领域。 

常见题型有对当关系的判断、直接推导的判断、加强型判断、削弱型判断、假设型判断、

解释说明型判断、真话假话型判断等。 

题目一般给出一段陈述，这段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要求应试者根据这段

陈述，运用一定的逻辑推理，选择一个 恰当的答案。 

五、事件排序 

主要测查应试者在未掌握全部必要事实的条件下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根据事物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一般知识对事件作出排序，以便所选的选项 合

乎逻辑。 

常见题型有直接排序、代入排序、排除排序、首尾排序等。 

题目一般给出几个事件（一般为五个），每个事件以简短词语或语句表述，然后给出的备

选项是表示五个事件的四种假定发生的顺序，要求应试者选择 合理、 合乎逻辑的事件排

序序列。 

 

第十章  资料分析 

一、文字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文字材料的内容进行推理、分析和概括的能力，运用数据信息进行计

算、统计分析与处理的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文字资料的主要类型及其结构特点，了解常用的数字表述形式、数量单

位和统计术语，分析文字材料的结构，理解关键名词的含义，理清各项内容之间的时间关联

或者逻辑关系。 

常见题型有孤立语段型、多段语段型等。 

题目一般给出一段文字资料，然后列出几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四个备选答案，要求应试

者根据资料提供的信息选择 符合要求的答案。 

二、表格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者的数字运算能力，特别是快速计算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表格资料的组成及类型、常用的数量单位和统计术语、统计算法，根据

表格内容进行诸如增长量、增速、比重、发展趋势指标的分析和计算。 

题目一般给出一个表格资料，然后列出几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四个备选答案，要求应试

者根据资料提供的信息选择 符合要求的答案。 

三、图形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者的直觉判断和估算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图形资料的类型和特点、常用的数量单位和统计术语，解读不同类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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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的信息含义，掌握数据信息计算和统计分析方法，根据图形中包含的数据资料及其相互关

系计算所需指标。 

题目一般给出饼图、趋势图、柱状图、网状图、混合图等图形资料，然后列出几个问题，

每个问题有四个备选答案，要求应试者根据资料提供的信息选择 符合要求的答案。 

四、混合型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者对各种资料的综合分析能力。 

要求应试者了解文字、表格和图形资料的各自特点，从不同类型资料中查找、印证数据

信息，对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比较和处理。 

题目一般给出文字与表格、文字与图形、图形与表格、文字含表格与图形等混合型资料，

然后列出几个问题，每个问题有四个备选答案，要求应试者根据资料提供的信息选择 符合

要求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