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8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

公共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报考者充分了解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8 年度考试

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特制定本大纲。

一、公共科目笔试内容

北京市各级机关 2018 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

试分为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申论两科，全部采用闭卷

考试的方式。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为客观性试题，考试时限 120

分钟，满分 100 分。

申论为主观性试题，考试时限 150 分钟，满分 100

分。

二、作答要求

（一）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

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

字笔、2B 铅笔和橡皮。报考者必须用 2B 铅笔在指定位置上

填涂准考证号，并在机读答题卡上作答。在试题本或其他

位置作答一律无效。

（二）申论

报考者务必携带的考试文具包括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



字笔、2B 铅笔和橡皮。报考者必须用 2B 铅笔在指定位置上

填涂准考证号，用钢笔或签字笔在答题纸指定位置上作

答。在非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一律无效。

三、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介绍

行政职业能力倾向测验主要测查与公务员职业密切相

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考查的基本素质

和能力要素，包括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数量关

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五部分。

（一）常识判断

常识判断主要测查报考者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以及运

用这些知识分析判断的基本能力，重点测查对国情市情社

情的了解程度、综合管理基本素质等，涉及政治、经济、

法律、历史、文化、地理、环境、自然、管理、科技等方

面。

例题：下列属于地方性法规的是

A．**省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省人才市场管理暂行条

例》

B．**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布的《**省人才流动

管理暂行办法》

C．**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省城市供水管理办法》

D．**省公务员局转发国家公务员局制定的《公务员录

用面试考官管理暂行办法》



解答：正确答案为 A。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第六十三条“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

务委员会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方性

法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市

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省、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可以制定地

方性法规，报省、自治区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后施行”的规定。

（二）言语理解与表达

言语理解与表达着重测查报考者对语言文字的理解和

驾驭能力。这种能力包括：对词、句子、篇章一般意思和

特定意义的理解；对比较复杂的概念和观点的准确理解；

对语句隐含信息的合理推断；根据上下文，恰当选用词

语；准确地辨明句义，筛选信息。

例题：阅读下文，回答相应的问题。

铁路新线路的开辟与否往往必须在建路花费尽可能少的

要求与新建路线的贸易运输量尽可能多的要求之间取得妥

协。

这段文字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新建铁路的线路

A. 应该是一条造价最低的线路

B. 其选择决定了新兴贸易中心的位置



C. 决定于是否与终点之间的距离最短

D. 不会总是具有最低建造成本的路线

解答：正确答案为 D。仔细考察四个选项，可以发现，

选项 A 与题中“妥协”的含义不相符；选项 B 和 C 都无法

从题中得出；只有选项 D 是这段文字支持的一种主要观

点。

（三）数量关系

数量关系着重测查报考者对规律的发现、把握能力和

抽象思维能力，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

运算等。

第一种题型：数字推理。每道题给出一个数列，但其

中缺少一项，要求报考者仔细观察这个数列各数字之间的

关系，找出其中的排列规律，然后从四个供选择的答案中

选出最恰当的一个来填补空缺项，使之符合原数列的排列

规律。

例题：2 9 16 23 30 （ ）

A．35 B．37 C．39 D．41

解答：正确答案为 B。这一数列的排列规律是前一个数

加 7等于后一个数，故空缺项应为 37。

第二种题型：数学运算。每道题给出一个算术式子或

者表达数量关系的一段文字，要求报考者熟练运用加、

减、乘、除等基本运算法则，并利用其他基本数学知识，



准确迅速地计算或推出结果。

例题：84.78 元、59.50 元、121.61 元、12.43 元以及

66.50 元的总和是

A. 343.73 B. 343.83 C. 344.73 D. 344.82

解答：正确答案为 D。你只要把最后一位小数加一下，

就会发现和的最后一位数是 2，只有 D符合要求。

（四）判断推理

判断推理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

能力，涉及对图形、语词概念、事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

解、比较、组合、演绎和归纳等。

第一种题型：图形推理。每道题给出一套或两套图

形，要求报考者通过观察分析找出图形排列的规律，选出

符合规律的一项。

例题：

解答：正确答案为 D。因为只有 D能使两套图形具有相

似性，仅仅元素不同，一个是半圆，一个是半个正方形，

但两套图形中元素的排列规律完全相同。

第二种题型：演绎推理。每道题给出一段陈述，这段

陈述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要求报考者根据这段

陈述，运用一定的逻辑推论，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答案。正



确的答案应根据所给的陈述选出，不需要附加陈述之外的

任何信息。

例题：彭平是一位计算机编程专家，姚欣是一位数学

家。其实，所有的计算编程专家都是数学家。我们知道，

今天国内大多数综合性大学都在培养着计算机编程专家。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

A．彭平是由综合性大学所培养的

B．大多数计算机编程专家是由综合性大学所培养的

C．姚欣并不是毕业于综合性大学

D．有些数学家是计算机编程专家

解答：正确答案为 D。观察 A、B、C、D 四个选项，似

乎都有一定道理。只有结论 D 是由陈述“所有的计算机编

程专家都是数学家”直接推出来的，是不需要附加任何假

设和补充得出的结论。

第三种题型：定义判断。每道题先给出一个概念的定

义，然后要求报考者根据这个定义，从四个备选的事物或

行为中选出一个最为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典型事物或

行为。

例题：生态经济的操作定义为，不破坏环境、不污染

环境的经济，不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经济。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生态经济的是

A. 某地利用开山伐树筹集来的资金修建成马路后，极



大地方便了村民的出行

B. 某市在发展煤炭经济时注重改进技术、提高资源利

用率，以保护并修复环境

C. 某村利用家畜—沼气—经济作物的沼气工程发展当

地经济

D. 某乡运用新型肥料和农药发展鱼藕混养模式，农民

收成再创新高

解答：正确答案为 C。A 选项开山伐树还是会对环境造

成破坏；B 选项政府是为了开发不可再生资源，不符合生态

经济的定义要求；D选项对农药、肥料的过分依赖会破坏当

地的水生环境和土地资源。

第四种题型：事件排序。每道题给出五个事件，每个

事件是以简短语句表述的，接着给出四种假定发生顺序的

数字序列，要求报考者选择其中最合乎逻辑的一种事件顺

序。在回答问题时，要根据报考者的一般知识和对事件间

的逻辑关系的理解做些补充或合理的假设，以填补缺欠的

信息。注意要以最少的假设来联系和安排这五个事件的发

生顺序。

例题：（1）收集书籍（2）购买材料 （3）打造书架

（4）雇用木工（5）排列书籍

A．4-3-1-2-5 B．1-4-2-3-5

C．4-3-2-1-5 D．3-2-1-4-5



解答：此题的正确答案为 B。收集书籍（1）-雇用木工

（4）-购买材料（2）-打造书架（3）-排列书籍（5），这一

顺序相对于其他顺序而言最为合理。

（五）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表等

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力，这部分内容通常由统计

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针对一段资料一般有若

干个问题，考生需要根据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

较、计算，才能从问题后面的四个备选答案中选出符合题

意的答案。

例题：根据下表，回答①--②题

博物馆四个入口处自动计数器的读数

自动计数器在上午不同时间的读数（人数）

时间
入口

7:00 8:00 9:00 10:00 11:00

1 7111 7905 8342 8451 8485

2 8432 9013 9152 9237 9306

3 5555 5921 5989 6143 6233

4 954 1063 1121 1242 1299

① 从上午 7：00到 11：00通过入口 1进入博物馆的参

观人数是

A．580 B.94 C.1374 D.1594

② 在上午 7：00到 8：00之间，通过人数最多的入口



是

A．1 B.2 C.3 D.4

解答：题①应为 8485-7111=1374，答案是 C；题②比较

两数之间的差,差值最大的是入口 1的两个数，故答案是A。

四、申论介绍

申论是测查从事机关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

科目，主要测查报考者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

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要求全面把握给定资料的内容，准

确理解给定资料的含义，准确提炼事实所包含的观点，并

揭示所反映的本质问题。

综合分析能力——要求对给定资料的全部或部分的内

容、观点或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多角度地思考资料内

容，作出合理的推断或评价。

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要求借助自身的实践经验或

生活体验，在对给定资料理解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和界定

问题，作出评估或权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措施。

文字表达能力——要求运用说明、陈述、议论等方

式，准确规范、简明畅达地表述思想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