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迎加入备考群：604200554

第三部分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欢迎加入备考群：604200554

目 录

第一章常识判断........................................................................................1

第二章言语理解与表达............................................................................8

第三章数量关系........................................................................................9

第四章判断推理......................................................................................13

第 五 章 资 料 分 析 ...............................................................................17

（扫码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招警快讯）



欢迎加入备考群：604200554

1

第一章常识判断

第一节时事汇总

一、近一年重点时政

(一)重点时事

1.《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

2019年1月2日,《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1个百分点

2019年1月4日电,为进一步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优化流动性结

构,降低融资成本,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1

个百分点,其中,2019年1月15日和1月25日分别下调0.5个百分点。

同时,2019年一季度到期的中期借贷便利(MLF)不再续做。

2019年9月16日电,为支持实体经济发展,降低社会融资实际成

本,央行决定于今日(9月16日)起全面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个百分点。这是央行自今年1月后,第二次宣布全面降准。

3.副主席王岐山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2019年年会

当地时间2019年1月23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达沃斯世界

经济论坛2019年年会,发表题为“坚定信心,携手前行,共创未来”

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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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8年度克利夫兰奖

北京时间1月31日,美国科学促进会宣布,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

建伟教授领衔的“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科研团队被授予2018

年度克利夫兰奖,以表彰该团队通过实现千公里级星地双向量子纠

缠分发推动大尺度量子通信实验研究做出的贡献。

5.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发布

2019年2月19日,新华社发布了201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见》。

这是新世纪以来第16个聚焦“三农”的一号文件。

文件共分为八个部分,围绕八大主题展开:

（1）聚力精准施策,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2）夯实农业基础,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

（3）扎实推进乡村建设,加快补齐农村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短板；

（4）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道；

（5）全面深化农村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活力；

（6）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

（7）发挥农村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8）加强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落实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

针。

(二)最新科技成就

1.位于新疆塔里木盆地的西北油田主力区块塔河油田累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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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产量破1亿吨，成为我国首个海相碳酸盐岩油田为主、个体原油

产量达到亿吨级目标的油田。

2.由新疆油田公司提交的玛湖1井区块油藏新增整装规模石油

探明储量日前通过了储量审查会评审。这标志着玛湖地区整体勘探

再获重大进展,玛湖1井区块将形成玛湖地区第一个整装规模、储量

最高的大油区。

3.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快速辅助定位系统,填补了我国移动通

信领域卫星导航辅助定位服务技术空白,用户已突破3亿规模。

4.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峡公铁两用大桥,也是中国首座跨海公铁

两用桥———平潭海峡公铁两用大桥将于9月底贯通,预计2020年

全面通车。

5.袁隆平“海水稻”团队在黑龙江设立国内首个“海水稻”寒

地育种工作站,计划未来3年在东北推广1500万亩海水稻。

第二节必考速记

一、高频模块考点

(一)人文部分

学派 人物 时期 著作 内容

儒家
孔子 春秋

编纂《春秋》,

修订五经

创办私学,有教无类。主张

“德治”“仁”“礼”

温故而知新、见贤思齐、为政以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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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战国 《孟子》

性善论,主张“仁政”“民贵君

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

下；舍身取义

荀子 战国 《荀子》

性恶论。朴素唯物主义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学派 人物 时期 著作 内容

道家

老子 春秋 《道德经》

主张“无为而治”“道法自然”

“小国寡民”上善若水；祸兮福

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庄子 战国 《庄子》

主张“天人合一清静无为”

庖丁解牛、庄周梦蝶、鹏程万里、濠梁观

鱼

法家

商鞅 战国 《商君书》
主张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严刑峻法、变革、

法制

韩非 战国 《韩非子》
法术势统一；法莫如显,而术不欲

见

墨家 墨子 战国 《墨子》 兼爱、非攻、尚贤、节用

兵家 孙武 春秋 《孙子兵法》

“兵圣”,世界最早的军事著作兵

者,国之大事；凡战者,以正合,

以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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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历史部分

朝代 事件 简介

唐

贞观之治
唐太宗在位期间政治清明,被称为贞观之治,为后来

的开元盛世奠定了基础

玄奘取经 唐太宗时期高僧玄奘去天竺(今印度)取经

开元盛世
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政局稳定,经济繁荣,

唐朝进入全盛时期,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

安史之乱

公元755—763年发生的一场由安禄山与史思明二人

主导的政治叛乱,是唐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也造成

了唐后期藩镇割据的局面

宋
庆历新政

范仲淹主持。主要内容:澄清吏治,富国强兵,厉行

法治

元

王安石变法

颁布农田水利法、青苗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

强兵。王安石被列宁誉为“中国十一世纪伟大的改

革家”

行省制度

行省:元朝地方最高行政机构,并为一级政区名称。

简称行省,或只称省

管理台湾
澎湖巡检司:管辖澎湖、台湾地区,是我国在台湾附近

岛屿设立专门政权机构的开始

对外交流

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写下《马可·波罗游记》

一书,生动描述了大都、杭州等城市的繁荣景象,激

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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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 事件 简介

明

永乐盛世 永乐盛世是明成祖朱棣统治时期所出现的盛世

郑和下西洋

明成祖时期,郑和于1405—1433年七下西洋,从刘家

港出发,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张居正改革

“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

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

修筑长城

明长城东起鸭绿江畔辽宁虎山,西至祁连山东麓甘肃嘉

峪关,从东向西行经辽宁、河北、天津、北京、山西、内

蒙、陕西、宁夏、甘肃、青海十个省(自区、直辖市)的

一百五十六个县域,总长度8851.8公里

对外交流 原产美洲的甘薯、玉米、马铃薯、烟草、辣椒传入中国

清

收复台湾

1662年郑成功打败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岛；1683年,

康熙皇帝命施琅收复台湾；1684年,清廷在台湾设置

台湾府,隶属于福建省

西藏管理

1728年,雍正时期开始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同达赖和

班禅共同管理西藏。1792年,乾隆皇帝确立了西藏宗

教和政治领袖达赖和班禅必须经过中央政府册封的

“金瓶掣签”制度



欢迎加入备考群：789859228

7

(三)科技部分

二、常识判断高分技巧

(一)信息对应法

1.题干与选项关键词相对应。

2.选项信息自我对应。常见于:

①人物与著作、朝代、流派、名言、战役等；

②事件与典故；

血液,由血浆(约占55%)、血细胞(又称血球,约占45%,由红细胞、白细

胞、血小板组成)构成,对维持生命起重要作用

静脉血

含较多二氧化碳,呈暗红色。注意:体循环中静脉中流的血是静

脉血,动脉中流的是动脉血,肺循环中肺动脉中流的是静脉

血,肺静脉中流的是动脉血

动脉血 含氧较多、二氧化碳较少,呈鲜红色

红细胞

主要的功能是运送氧。红细胞较少,就会贫血

血红蛋白是红细胞中唯一一种非膜蛋白,是高等生物体内负责运

载氧的一种蛋白质,红细胞运送氧的功能主要来源于血红蛋白

白细胞

人体免疫系统的卫士。白细胞疾病:白细胞减少症、急性白血病、慢

性白血病、恶性淋巴瘤等

血小板 止血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出血性疾病:紫癜、血友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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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地理位置与城市；

④产业信息与特点；

⑤季节信息与现象等。

(二)自带光环法

含有国家领导人的选项往往是正确答案

第二章言语理解与表达

必考速记

一、逻辑填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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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旨概括

第三章数量关系

第一节猜题技巧

在数量关系中,我们可根据不同的选项特点及提问方式采用行

之有效的猜题技巧,常见的选项特点及提问方式有:

选项

特点

提问问最值(大

或小)
猜题技巧:一般选四个数值中第二小的数值。



欢迎加入备考群：789859228

10

及提

问方

式

选项有相关

猜题技巧:题目出现倍数,答案选项有相关性,根据相关

选项选答案。

如甲是乙的2倍,答案中有30、45、50、60,问乙则选30。

选项是区间 猜题技巧:尽量选中间的两个区间。

无明显特征 猜题技巧:一般选四个数值中第二小或第二大的数值。

实在没有时间

ABCD均匀分布,可以根据这个规律,没做的题都选未选

过的选项；如果全没做直接都选A或者都选B或者都选C或

者都选D均可。

【注】猜题有风险,使用需谨慎。建议各位考生先将较容易的题目完成,然后将

剩余题目的答案涂成已确定答案中出现频率较低的选项。

第二节必考速记

一、基础应用题

基础应用题是中的高频题型, 主要用方程法解题。难点在于找

到题目中的等量关系或者每个量之间的相互联系, 找到彼此的关

联才是解题最重要的一步。

主要考查一元一次方程、 二元一次方程, 注意二元一次方程

的常用解法——消元法。

二、经济利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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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程问题

四、 工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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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几何问题

六、排列组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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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概率问题

第四章判断推理

一、图形推理

【截面图速解技巧】

图形推理中截面图的题目,因其需要较强的空间思维,让许多

考生敬而远之,华图在线教育专家通过技巧总结,让这类题目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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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怕。

设问方式:左图xxx多面体,将其从任一面剖开,右边哪一项不

可能是该多面体的截面?

常见图形:

1.正六面体

①截面边数≤6；

②不可能截出钝角三角形和直角三角形；

2.圆锥

不能截出鸡蛋形状(一头大一头小),只能截出标准的椭圆。

3.正四棱锥

①不能截出长方形；

②不能截出曲面。

4.镂空图形

镂空部分没有与刀面接触,所以在截面图中不会出现线条(如下图

中的线段AB,在截面图中不会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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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面体速解技巧】

公共棱法:定位两个面的公共棱,匹配题干和选项中两个面上

的图案与公共棱之间的关系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排除。

如上,展开图面1和面2为相邻面,面2中的一条线与公共棱垂直,

立体图形中,面2中的线与两个面的公共棱是平行的,所以不匹配,

排除，立体图形中相邻面的位置关系和展开图中保持一致,符合。

二、定义判断

同类项比较:在选非题中,选项结构、关键信息、感情色彩等与

其他三项均不一致的,大概率为答案选项。

在选是题中,出现两个(甚至三个)高度一致的选项,可判定均

为错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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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类比推理

造句子,是类比推理中万能的速解技巧,适用于外延关系、内涵

关系、语法关系。

外延关系,如种属关系与组成关系,用“A是B的一种”造句子的

为种属关系,用“A是B的一部分”造句子的为组成关系。

内涵关系,比如“鞋匠∶缝纫机∶大头皮鞋”,造句子为“鞋匠”

使用“缝纫机”制造出“大头皮鞋”,同时选项中能够严格使用这

个句式造句子的选项为正确答案。

语法关系,比如“老师∶学生”,造句子为“老师”教导“学生”,

借助造句子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为主宾关系。

四、逻辑判断

【翻译推理速解技巧】

如果Ａ，那么Ｂ，前推后；只有Ｂ，才Ａ，后推前。

翻译形式：Ａ→Ｂ

推理规则：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否前肯后得到可能结论。

Ａ且Ｂ：全真为真，一假为假；Ａ或Ｂ：一真为真，全假为假。

要么Ａ、要么Ｂ：仅一真一假为真，全真或全假为假。

德·摩根定律：¬(Ａ且Ｂ）＝¬Ａ或¬Ｂ；¬（Ａ或Ｂ）＝¬Ａ且¬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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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肯定式：Ａ或Ｂ＝¬Ａ→Ｂ＝¬Ｂ→Ａ。

提示：关注推理规则的逆向运用以及各个关联词的替代表达形式。

【真假推理速解技巧】

矛盾关系：必有一真，必有一假。

（１）“ａ是ｂ”和“ａ不是ｂ”

（２）“所有的Ｓ都是Ｐ”和“有的Ｓ不是Ｐ”

（３）“所有的Ｓ都不是Ｐ”和“有的Ｓ是Ｐ”

（４）“Ａ→Ｂ”和“Ａ且¬Ｂ”

（５）“Ａ且Ｂ”和“¬Ａ或¬Ｂ”；“Ａ或Ｂ”和“¬Ａ且¬Ｂ”

反对关系：两个“所有”，必有一假；两个“有的”，必有一真。

（１）“所有的Ｓ都是Ｐ”和“所有的Ｓ都不是Ｐ”

（２）“有的Ｓ是Ｐ”和“有的Ｓ不是Ｐ”

第五章资料分析
增长率相关考点汇总

题型特征 计算公式 速算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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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1.增长率(现期)

比(基期)增长/

下降了x%

增长率=增长量/基期

量

=
现期量-基

期量基期量

=
增长量 现期量-增长量

减少率=减少量/基期

量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值法(插值法)

2.现期量

已 知 基 期 量 和

增 长 率 ,求现期

量

现期量=基期量×(1+

增长率)

①乘法估算—放缩法

②特殊值法

3.基期量

已 知 现 期 量 和

增 长 率 ,求基期

量

基期量=
现期量

1+增长率

（1）若增长率≤5%

化除为乘公式法

A/(1±r)≈A∓ Ar

(2)若增长率>5%

①截位直除法

②特殊值法

常用速算方法回顾:

1.尾数法:加减法计算中,若选项与材料精确度一致且选项

尾数出现不同的情况时,优先计算尾数。

2.截位舍相同:加减法计算中,若选项与材料精确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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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粗略计算时,考虑截位舍相同。

3.截位直除法:列式之后,通过观察答案选项,若选项首位不

同,则对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处理,第三位考虑四舍五入；若

选项首位相同,第二位不同,则对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处理,

第四位考虑四舍五入。

4.特殊值法:列式之后,通过观察其中是否存在特殊值,若存

在,则把特殊的百分数转换成分数后再进行计算。

5.分数性质:在进行分数比较时,通过观察分子分母的大小

关系,分子相对大且分母相对小的分数值较大。

6.直除法:分数比较时,通过观察答案选项或被比较数据,若

其差距较大,则在分数值量级一致的情况下通过直除商首位或首

两位来求得结果或进行相应的比较。

7.化同法:当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母有明显的倍数关系时,

将一个数的分子分母同时乘以一个数,以使两个分数的分子或分

母变得差不多然后再利用分数性质进行比较的方法。

8.差分法:分数比较时,其中一个分数的分子与分母均略大

于另一个分数,可将分子分母都大的分数称为“大分数”,分子分

母都小的分数为“小分数”。“大分数”和“小分数”分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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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分别做差,得到的差可以写成一个新的分数,为“差分数”,用

“差分数”代替“大分数”与“小分数”作比较:

①若差分数>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

②若差分数<小分数,则大分数<小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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