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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乡镇一本通　

如何备战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

你可能是刚下定决心备战粤考的公考小白ꎬ 你可能是不久前国考或者省考 (县

级) 失利的公考老手ꎬ 无论你经历了什么ꎬ ２０２０ 年广东乡镇公务员考试即将开始ꎬ

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历史回溯

在广东省近 ５ 年的公考历史上ꎬ 乡镇公务员考试曾经历 “合久必分ꎬ 分久必

合” 的历史演变ꎮ 时间回溯到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中共中央举行纪念邓小平同志诞

辰 １１０ 周年座谈会ꎬ 会议上习近平深刻阐述邓小平同志的崇高精神风范ꎮ 此后一个

星期ꎬ 就迎来了广东省乡镇公务员考试ꎬ 这也是距离当下最近一次对 “粤东西北乡

镇公务员” 组织单独招考ꎮ 其后ꎬ 虽然历次广东省考也专门为 “乡镇岗位” 单独出

题 (除 ２０１７ 年行测统一命题)ꎬ 但却是同一时间考试ꎮ 时至今日ꎬ 时隔六年之后ꎬ

或将再次迎来 “粤东西北乡镇公务员” 单独招考 (此处根据 ２０２０ 招考公告调整)ꎮ

整体考情

和省考 (县级) 一样ꎬ 粤东西北乡镇公务员考试同样由行测和申论两部分组

成ꎬ 行测由常识判断、 言语理解与表达、 判断推理、 数学运算、 资料分析五部分组

成ꎬ 一共 １００ 道题ꎬ 考试时间 ９０ 分钟ꎮ 其中ꎬ 考试难度较大的是常识判断、 数学运

算以及判断推理中科学推理部分ꎬ 在这几个部分ꎬ 大部分考生得分率都较低ꎮ

申论考情于 ２０１５ 年发生了重大变化ꎬ 在此之前ꎬ 乡镇公务员申论通常有 ５－９ 篇

小材料组成ꎬ 根据这些材料需要考试们作答三道小题和写一篇 ８００－１２００ 字的申论

文章ꎬ 作答时间 １２０ 分钟ꎻ 从 ２０１５ 年开始ꎬ 在材料组成和作答时限要求不变的情况

下ꎬ 乡镇申论作答题目取消了申论大作文ꎬ 题量也逐渐控制到三至四题ꎬ 整体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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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降ꎻ 直到 ２０１９ 年ꎬ 乡镇申论考题又出现一个小变化ꎬ 有五道题ꎬ 题目更加灵活ꎬ

非常贴近乡镇工作的实务ꎮ

此外ꎬ 从竞争环境而言ꎬ 粤东西北乡镇公务员一般有户籍限制ꎬ 一定程度上可

以减缓一些来自省外考生的压力ꎬ 但也会有不少国考或省考 (县级) 失利的考生再

战乡镇考试ꎬ 因此ꎬ 竞争形势并不乐观ꎬ 各位考生万万不可大意ꎬ 还需用心备考!

备战行测

从整体而言ꎬ 乡镇行测部分考查较于县级难度相对低一些ꎬ 纵观近五年考试真

题ꎬ 可以看出乡镇更侧重于基础知识考查ꎮ 诚然ꎬ 在 ２０１７ 年也有过县级以上以及

乡镇行测统一命题的情形ꎬ 但也仅此一次ꎮ 根据考生基础知识是否扎实ꎬ 备考时间

也不尽相同ꎬ 短则一个月ꎬ 长则三个月ꎬ 当下着手备考尚且来得及ꎮ 粤东西北乡镇

公务员考试行测备考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 梳理历年乡镇考试真题

第一ꎬ 很多考生在备考阶段都会大量刷题ꎬ 以求通过量变积累达到质变飞跃ꎬ

整体方向没有太大问题ꎮ 但是ꎬ 在刷题练习过程中ꎬ 题目练习的是否具有针对性ꎬ

大部分考生并未思考过这个问题ꎮ 既然参加粤东西北乡镇公务员考试ꎬ 那就一定要

重点练习历年乡镇的真题ꎮ

第二ꎬ 在刷题练习的基础上ꎬ 应该总结历年乡镇考试侧重考察的题型ꎬ 乡镇题

目数量有限ꎬ 对于一部分考生而言ꎬ 难以形成质变飞跃ꎬ 所以也需要补充一些省考

甚至国联考题目练习ꎬ 乡镇卷中侧重考察的题型ꎬ 就应该成为备考练习的重点!

第三ꎬ 在乡镇真题练习过程中ꎬ 也要关注自己易错题目类型ꎮ 根据木桶效应ꎬ

补齐短板应该是在备考过程中突破的方向ꎮ 依靠盲目刷题补齐短板ꎬ 可能并没有立

竿见影的效果ꎬ 所以需要结合所学习的知识点ꎬ 巩固、 反思、 提升!

二、 学习、 回顾基础知识

第一ꎬ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ꎬ 每个考生都有备考学习的优劣势ꎬ 无论基础如何ꎬ

既然乡镇行测侧重于基础考察ꎬ 那考生在备考过程中ꎬ 就侧重把握基础知识! 无论

是言语、 数资、 逻辑、 常识ꎬ 涉及基础知识考点ꎬ 需重点把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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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ꎬ 取舍之间见格局ꎬ 各类题型间ꎬ 也有擅长与否的区别ꎬ 在日常练习中ꎬ

对于技巧性更强的题型ꎬ 一定要重点突破ꎬ 避免失误ꎬ 比如言语、 数资、 判断等ꎬ

做到有所 “得”ꎮ 而有些题型可能精力投入和分数产出并不成正比ꎬ 比如常识ꎮ 这

时候ꎬ 就需要有所 “舍”ꎮ

“舍得” 之间ꎬ 拿下最好成绩!

备战申论

申论在乡镇公务员考试中ꎬ 就分数而言ꎬ 可谓占据了半壁江山ꎬ 分值 １００ 分ꎮ

究竟什么是申论? 在考试大纲中的定义如下: 申论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测试方式ꎬ 是

测查从事机关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科目ꎬ 考察考生阅读理解、 综合分析、

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较为基础的文字表达能力ꎮ 在乡镇公务员申论备考过程

中ꎬ 也给考生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 重视提高阅读理解能力ꎮ 众所周知ꎬ 申论考察一个基本点就是学会从大

段的文字材料中获取得分关键信息ꎬ 所以阅读理解能力就理所当然成为了做好申论

题目的基础能力ꎮ 而这种能力的训练ꎬ 就需要我们掌握一定的阅读技巧和阅读方法ꎬ

并在日常练习过程中不断强化阅读技巧ꎮ

第二、 勤读书多看报ꎬ 党报官媒不离手ꎮ 其实ꎬ 这一点是想告诉考生ꎬ 学习知

识要有针对性ꎬ 很多考生感觉申论写作难以下笔ꎬ 不知如何总结提炼材料中的观点ꎮ

在这里ꎬ 就告诫考生ꎬ 多看一些官方文章ꎬ 是可以提升这种总结能力ꎬ 官方文章总

结的内容ꎬ 更加规范ꎬ 更符合政务式表达ꎮ

第三、 光说不练假把式ꎬ 将日常积累所学ꎬ 通过亲自动笔的形式ꎬ 把内容写下

来ꎬ 勤加练习之后ꎬ 考试之中也能信手拈来ꎮ 如若平日备考时间并不充分ꎬ 没有太

长时间完成大量材料提炼ꎬ 也可以选择选取一些小材料ꎬ 写一些字数要求不多的小

短评ꎮ 日积月累ꎬ 考试能力就能得到极大提升ꎮ

第四、 当下是一个越来越看 “脸” 的社会ꎬ 你的书写ꎬ 可能比你想象的重要ꎮ

虽然在历年改卷过程中ꎬ 书写分数的占比并不高ꎬ 但是一个良好的书写ꎬ 可以让阅

卷者赏心悦目ꎬ 能更轻松找到答题得分点ꎬ 也能从侧面给阅卷考官留下一个好印象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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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心态

第一、 参加此次乡镇考试ꎬ 可能一部分考生刚刚面临了国考或者省考 (县级)

的失利ꎬ 尚未走出失败的阴霾ꎬ 也许会缺少信心ꎮ 在这种情形下ꎬ 心态调整非常重

要ꎮ 你需要从正面激励自己: １ 已经参加了考试ꎬ 考场经验会比他人丰富ꎻ ２ 已经

经历了考试ꎬ 了解了公考本身就很难一蹴而心态要稳ꎻ ３ 已经在考场做过真题ꎬ 更

能知道广东出题的策略以上这些ꎬ 其实都是你的优势! 不抛弃不放弃! 越挫越

勇! 再战巅峰!

第二ꎬ 就业途中临时考试的考生ꎬ 同样可能在面对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ꎬ 产

生怯懦的情绪ꎮ 这种怯懦ꎬ 不要躲避ꎬ 应当学会将这种怯懦转化为学习的动力ꎮ 不

可否认ꎬ 在备考过程中ꎬ 临时参加考试的考生已经落后了其他考生ꎬ 但是ꎬ 初生牛

犊不怕虎ꎬ 输赢在谁手中还不好说ꎬ 一切都在重新洗牌ꎬ 切记打好自己的牌ꎬ 不一

定一举成功ꎬ 但一定要不留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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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之

常识判断

在粤东西北乡镇考行测的试卷中ꎬ 常识判断模块是每年必考的内容ꎬ 而常识的

备考是很多考生在公务员考试中都面临一个大的困难ꎮ 究其原因ꎬ 第一是内容非常

多ꎬ 准备起来很繁琐ꎬ 没有头绪ꎮ 第二是很多考生基础比较差ꎬ 在面对常识的时候

基本上靠运气选答案ꎮ 常识这部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与运用ꎮ

在公务员考试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情况下ꎬ 我们对于每一分都是必争的ꎮ 随着考

试的临近ꎬ 如何高效备考也提上了我们的一个日程ꎮ 公务员考试常识考试中ꎬ 虽然

说比较灵活ꎮ 但是通过分析历年考试的一个情况ꎬ 我们也能够得出一些基本的规律ꎮ

一、 考情回顾

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ꎬ 要备考常识就要首先知道常识考什么ꎮ 省内考试的常

识判断重点测查对国情、 社情、 省情的了解程度、 综合管理基本素质等ꎬ 考察的是

学员应知应会的内容ꎬ 其中涉及政治、 经济、 法律、 历史、 文化、 地理、 环境、 自

然、 科技等方面的知识ꎮ

就题型而言ꎬ 近年来常识判断模块的考查方式是单项选择题ꎬ 题目数量是 ２０

道、 １５ 道、 １０ 道不等ꎬ ２０１９ 年是 ２０ 道ꎬ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是 １５

道ꎬ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是 １０ 道ꎮ 按 ２０１９ 年的变化来看ꎬ 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考乡镇常识

判断部分极有可能会保持 ２０ 道ꎮ

具体每个模块每年的具体题量如下图:

历史人文 地理国情 科技 经济 哲学政治 法律 时政

２０１９ １ ３ ２ １ ３ １ ９

２０１８ ５ ２ ２ ２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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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 １ ２ ９ １ ２

２０１６ ５ ８ ２

２０１５ ５ ６ ２ １ １

２０１４ ３ ３ ２ １ １

２０１３ ４ ３ １ ２

　 　 从这一图表可见ꎬ ２０１５ 年常识模块题量发生变化ꎬ 从 １０ 道增加到 １５ 题ꎬ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７ 年侧重点在科技部分ꎬ 但 ２０１８ 年发生改变ꎬ ２０１９ 年常识模块题量再次改变增

加到 ２０ 道与国考题量相同ꎬ 那么 ２０１９ 年题型分布就会作为 ２０２０ 年考察的一个很好

的参考ꎬ 所以备考的小伙伴在复习具体内容的时候应该抓住时政这个重点ꎮ 像地理

国情、 经济、 哲学、 法律这几个模块历年考察情况波动都比较小ꎬ 考察也相对少而

且平均ꎬ 但历史人文、 科技、 时政相对波动比较大ꎬ 鉴于广东出题的灵活性ꎬ 建议

在有时间的情况下大家最好对各个模块逐一攻克ꎮ

二、 命题规律

广东乡镇考常识的特点而言主要考察最新、 最前沿的知识ꎬ 所以备考的时候可

以遵循这个规律ꎬ 有针对性的复习ꎻ 另外我们常识备考要有前瞻性ꎬ 当下我国提出

乡村振新战略ꎬ 而乡镇公务员考试在内容上也有可能有针对乡村的知识点ꎬ 需要我

们提前准备ꎮ 具体内容如下:

１ 针对法律模块而言ꎬ 最新修改的法律及与乡镇有关的相关法律是热门考点ꎬ

２０１８ 年修订了 «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最新 «电子商务法»、 «村民委

员会组织法» 等ꎮ 另外ꎬ 我国国家机构的职能ꎬ 我们也要重点学习ꎮ

２ 时政部分ꎬ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习近平主席参与的重要活动及相关发言ꎬ 另

外ꎬ 国内重大要闻也需要注意ꎮ 时政是需要长期积累的ꎬ 每天都需要坚持储备ꎮ

３ 哲学政治虽然在 ２０１９ 年考了 ３ 道ꎬ 但哲学只考了一道ꎬ 另外两道为共产党

党史内容ꎬ 因此ꎬ 我们这部分需要重点关注党史内容ꎬ 另外最近一些比较重要的会

议精神需要领会ꎬ 如十九大以来召开的重要会议ꎮ

３ 科技的考察一方面考察基本的科技知识ꎬ 另一方考察最新的科技前沿比如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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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技术 (ＡＩ)ꎬ 物联网ꎬ 人造太阳计划ꎬ ５Ｇ 通信技术ꎬ 技术自主化 (华为鸿蒙

系统) 等等ꎬ 尤其要注意高新科技背后的基本原理ꎮ

４ 人文历史的话注重传统文化的考察ꎬ 如诗词歌赋ꎬ 诸子百家等知识ꎮ 而且历

史上ꎬ 历代的农业发展情况ꎬ 土地赋税制度ꎬ 比如我国最早的农业税初税亩等知识ꎬ

是考试热门ꎮ

５ 地理国情这一部分我们侧重对自然地理和中国地理的考察ꎬ 尤其是这一模块

与农业发展关系密切ꎬ 如降水ꎬ 二十四节气等ꎬ 一直以来都是考试重点ꎮ

６ 经济上近几年来都比较侧重宏观经济的考察ꎬ 尤其是经济体制的改革相关知

识ꎬ 如供给侧改革等需要特别注意ꎮ

三、 备考方略

整体上讲常识备考可分三步走:

第一步系统学习ꎬ 有针对性的学习ꎬ 根据各个模块内容在老师的指导下高效率

的学习ꎬ 全面梳理ꎬ 建立知识体系ꎮ

第二步大量练习ꎬ 根据各个模块有针对性开展题目训练ꎬ 通过做题来巩固知识ꎬ

同时也对知识进行补充ꎮ

第三步真题训练ꎬ 通过真题训练评估学习的效果ꎬ 对于比较薄弱部分进一步深

入学习ꎬ 查缺补漏ꎬ 同时在这一阶段一般已经到了备考的后期ꎬ 可以适当加大对时

政的梳理ꎮ

另外平时有时间也可通过一些趣味性的 ＡＰＰ、 电视节目如一站到底等增加知识

面ꎬ 寓教于乐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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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之

言语理解与表达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面试成绩已出ꎬ 不知参加了今年广东省考的考生几家欢喜几家

愁ꎮ 不过即使你暂时还没有进入今年的省考面试也没有关系ꎬ 因为还有广东乡镇省

考的机会在等着你ꎮ 不管是参加过还是没有参加过公考ꎬ 考前的准备工作都要做足ꎮ

因为常言道: 机会总是青睐于有准备的人ꎮ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广东乡镇言语理

解与表达的相关情况ꎮ

一、 乡镇言语理解与表达题型介绍及考情

往年言语理解这个模块的乡镇公务员考试与县级以上公务员考试合在一起考时ꎬ

乡镇言语题目有部分是与县级以上试卷相同的ꎬ 不同的部分难度比县级要低ꎮ 因此

言语理解与表达这个模块在这两类广东省考中的差别并不大ꎮ 其题型主要包括有片

段阅读、 语句表达和选词填空三大部分ꎮ 其中以片段阅读和选词填空最为重要ꎬ 大

概占言语整个题量的 ８０％－９０％ꎮ 片段阅读具体又分为主旨、 意图、 细节、 标题填

入、 态度观点、 词句理解等题型ꎮ 近两年广东乡镇公考言语理解与表达的题量均维

持在 １５ 题ꎮ

近四年广东乡镇公务员考试题型和题量分布表格如下 (２０１８ 年没有进行招聘考试):

年份 ＼ 题型
主旨

概括

意图

判断

细节

理解

词句

理解

代词

指代

标题

填入

观点

态度

语句

衔接

下文

推断

语句

排序

选词

填空

总题

量

２０１５ 乡镇 ３ ０ ５ １ ０ ０ ０ ０ １ ０ １０ ２０

２０１６ 乡镇 ０ １ ４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５

２０１７ 乡镇 ２ ２ １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１０ １５

２０１９ 乡镇 ２ ３ ５ １０

　 　 通过这张表格我们可以看出言语的总题量占行测的比重在不断下降ꎮ 但这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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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说明言语越来越简单ꎬ 越来越不重要ꎻ 相反ꎬ 恰巧说明言语越来越难ꎮ ２０１４ 年言

语题型界限分明ꎬ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主旨题在片段阅读中占了很大比重ꎬ 而 ２０１５

年改革后主旨题量锐减ꎬ 这不是因为主旨不重要了ꎬ 而是题型之间的交叉考法越来

越多了ꎬ 题型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了ꎮ 比如我们统计的意图、 细节题里面单纯

的最正宗的意图和细节的考法已经很难见到ꎬ 大部分都是主旨化的细节和意图题ꎮ

所以大家要想做对考试中的题目ꎬ 就必须对各题型有所把握ꎬ 不仅如此还要懂得比

较不同题型的差异和相同点ꎬ 这样才能在做这些边缘题型时准确选择答案ꎮ

二、 理论方法与技巧

之前已经介绍过言语主要可分为片段阅读、 语句表达和选词填空三个部分ꎮ 通

过上文表格对历年真题的考试题量整理我们也不难发现语句表达这个部分近年来考

试极少ꎮ 所以在这里我就不浪费篇章大肆介绍语句表达的方法与技巧了ꎬ 而是主要

集中精力给考生们介绍片段阅读和选词填空的技巧ꎮ

片段阅读题ꎬ 顾名思义是给大家一段文字 (这段文字通常比较长)ꎬ 然后要求

大家根据对这段文字的理解去选择问题中的答案ꎮ 这种题目对比起数量关系、 图形

推理中的一些难题ꎬ 其一点 “技术难度” 都没有ꎮ 但很多同学会被它的长篇幅而吓

到ꎬ 以致于胡乱选择一个错误答案ꎮ 其实这种题目很简单ꎬ 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

需要去阅读全部的文章ꎬ 只需要用关联词法找到文段重点阐述的内容进行理解ꎬ 这

时候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ꎮ 当然ꎬ 有时命题人为增加考试难度会在选项中设置一

些相似的迷惑选项ꎬ 这时候大家只需把握住文段的主体和关键词进行同义转换就可

以选择答案ꎮ

例如: 肉食悖论指的是ꎬ 一些人喜欢吃肉ꎬ 但不能联想到提供肉的动物死去的

场景ꎮ 研究者发现ꎬ 人们通过一种被称为 “语言伪装” 的方法ꎬ 让有感觉的生灵与

潜在的食物来源之间的关联变得更模糊ꎬ 以此来消除这种认知失调ꎮ 例如ꎬ 我们提

到肉时不直接说动物的名称ꎬ 英语里把猪肉叫做 ｐｏｒｋꎬ 牛肉叫做 ｂｅｅｆ 或者叫做培根

什么的ꎮ 而 １８ 世纪的日本ꎬ 由于当时的幕府禁止人们吃兽肉ꎬ 偷吃肉的人以植物名

称代替肉类ꎬ 把马肉称为樱肉ꎬ 把鹿肉称为红叶ꎬ 把野猪肉称为牡丹ꎮ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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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语言伪装” 是人类自欺欺人的表现

Ｂ 日本人对植物的热爱超过动物

Ｃ 文化因素是消解肉食悖论的关键

Ｄ “语言伪装” 有助于克服认知失调

【华图点拨】 这个文段是一个分总分的行文脉络ꎬ 文段首先提出肉食悖论的定

义ꎬ 然后指出人们通过一种方法来克服这个认知失调ꎬ 最后通过例子来论证ꎬ 通过

行文脉络的方法可以快速的找到文段主旨句在中间ꎮ “研究者发现ꎬ 人们通过一种

被称为 “语言伪装” 的方法ꎬ 让有感觉的生灵与潜在的食物来源之间的关联变得更

模糊ꎬ 以此来消除这种认知失调ꎮ”ꎬ 找到主旨句后我们再来看选项ꎬ Ｄ 选项与主旨

句表述一致ꎬ 为正确选项ꎮ

Ａ 项ꎬ 属于无中生有选项ꎬ 排除ꎻ Ｂ 项ꎬ 也属于无中生有选项ꎬ 且属于例子里

面的内容ꎬ 非重点文段ꎮ Ｃ 项 “文化因素” 文中未提及ꎮ

故正确答案为 Ｄꎮ

对于选词填空题ꎬ 我们在选择答案时则要更加注重文段的语境包括一些关键的

字眼、 文段的感情色彩、 词语程度轻重、 语体风格、 固定搭配等ꎮ

例如: 我们现在认为ꎬ 严格意义上的地图应该仅仅是对某一片特定区域的

记录ꎬ 它必须严谨如卫星所拍摄到的照片一样ꎮ 而过去ꎬ 地图被认为是一

种复杂的手工绘制作品ꎬ 且有着各种不同的主观色彩ꎬ 因为对于同一个地方而言ꎬ

不同的地图表现出来的内容会 ꎬ 如今ꎬ 人们加诸地图的主观性正在逐渐消

失ꎬ 人类随之失去的ꎬ 也是地图蕴含着的重要的文化和历史信息ꎮ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全面　 各有千秋 Ｂ 客观　 千差万别

Ｃ 真实　 殊途同归 Ｄ 清晰　 如出一辙

【华图点拨】 在这道题中我们就要应用转折关联词来做题ꎬ 在第一空中ꎬ 所要

填的词与转折关联词 “而” 后面的 “主观” 相对应ꎬ 因此我们第一个空所要填的词

为 “客观”ꎮ 再把 Ｂ 选项中的另一个词代入验证ꎬ 是符合文意的ꎬ 因此我们可以快

速的选出正确的答案 Ｂ 选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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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之

数量关系

在广东省乡镇考试中ꎬ 数量关系部分ꎬ 主要考察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两大模块ꎬ

其中数字推理为 ５ 个题目ꎬ 数学运算为 １０ 个题目ꎮ

数字推理是直接给出一串数字和一个空格ꎬ 要求考生根据所给的数字找出其中

的关系ꎬ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根据规律ꎬ 推导出空格处要填写的数字ꎬ 见例 １ 所示:

【例 １】 ４ꎬ ７ꎬ １０ꎬ １３ꎬ (　 　 )

Ａ １５ Ｂ １６

Ｃ １７ Ｄ １８

【华图点拨】 Ｂꎮ 题干中所给的数字 ４ꎬ ７ꎬ １０ꎬ １３ꎬ ( 　 　 )ꎬ 是一个公差为 ３

的等差数列ꎬ 那么 (　 　 ) 为 １３＋３＝ １６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数学运算是通过一段文字来阐述多个量之间的关系ꎬ 要求考生快速理解题目中

隐藏的数量关系ꎬ 通过计算或者推导得出正确选项ꎬ 见例 ２ 所示:

【例 ２】 在一次知识竞赛中ꎬ 甲、 乙两单位平均分为 ８５ 分ꎬ 甲单位得分比乙单

位高 １０ 分ꎬ 则乙单位得分为 (　 　 ) 分ꎮ

Ａ ８８ Ｂ ８５

Ｃ ８０ Ｄ ７５

【华图点拨】 Ｃꎮ 题干中根据 “甲、 乙平均分为 ８５ 分”ꎬ 可得总分为 ８５×２ ＝ １７０

(分)ꎮ 设乙得分为 ｘꎬ 那么甲得分为 ｘ＋１０ꎬ 由题意有 ｘ＋ｘ＋１０＝ １７０ꎬ 解得 ｘ ＝ ８０ꎮ 因

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一、 考情分析

数字推理主要考察多级数列、 递推数列、 幂次数列、 分数数列、 多重数列和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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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组合数列这 ６ 大数列ꎻ 数学运算主要考察工程问题、 经济利润问题、 行程问题、

容斥问题、 排列组合与概率、 构造问题以及一些杂题ꎮ 这些题型主要是根据近 ６ 年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没单独的乡镇题目) 考试的内容来划分ꎬ 下面通过表格的形式直观

感受下具体的出题情况ꎮ

表一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年数字推理考情统计表

多级数列 幂次数列 递推数列 分数数列 多重数列
拆分组

合数列
其他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１ １ １ １ １ ５

２０１５ 年 ２ １ １ １ ５

２０１６ 年 ２ １ １ １ ５

２０１９ 年 ４ １ ５

表二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年数学运算考情统计表

基础

计算

工程

问题

经济利

润问题

行程

问题

容斥

问题

排列组合

与概率

构造

问题
杂题 合计

２０１４ 年 ５ １ １ ２ １ １０

２０１５ 年 ３ ２ １ １ ２ １ １０

２０１６ 年 １ １ ２ ３ １ ２ １０

２０１９ 年 ４ １ １ ２ １ １ １０

　 　 从以上两个表格中可知ꎬ 在数字推理和数学运算中并不是所有的题型每年都会

出现ꎬ 而是考察部分题型ꎮ 在数字推理中ꎬ 多级数列是每年必考的ꎬ 其它数列选考ꎻ

在数学运算中ꎬ 工程问题和基础计算是必考的ꎬ 其它题型是选考的ꎬ 所以要想拿高

分ꎬ 在备考过程中必考的题型和选考的都应该要掌握ꎮ

在备考过程中ꎬ 掌握知识点只是第一步ꎬ 熟练运用才是我们的目标ꎮ 很多同学

对于相关的知识点都能记住ꎬ 但是一到做题就卡壳ꎬ 尽管做了大量的题目ꎬ 一遇到

新题ꎬ 即使只是变换了一下背景ꎬ 又会卡壳ꎬ 导致做题速度慢ꎬ 所以在考试中往往

会把数量关系的题目放到最后去做ꎬ 结果就是没时间做ꎬ 全靠蒙ꎮ 平时花费大量时

间去备考ꎬ 考试又没时间去做ꎬ 难免会有点惋惜ꎮ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ꎬ 我们应

该要科学、 合理地备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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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备考建议

在我们备考过程中对于基础的知识肯定是要记住ꎬ 常用的解题技巧需要多多去

练习ꎬ 而且需要不断的自我总结和反思ꎮ 但是进入考场ꎬ 大家都很清楚ꎬ 时间很紧ꎬ

经常做不完ꎬ 那就需要一些策略了ꎮ 考卷中的 ５ 道数字推理和 １０ 道数学运算有难

有易ꎬ 建议考生应该先做简单题ꎬ 再解决难度较大的题目ꎮ

如何确定这道题的难易呢? 哪些是高频考点呢? 一般而言ꎬ 这两个参考要素结

合起来ꎬ 我们把所有的题型分为三个级别ꎮ

数字推理中ꎬ 一级重点有多级数列、 多重数列、 幂次数列和拆分组合数列ꎬ 二

级重点有分数数列ꎬ 三级重点有递推数列和图形数阵ꎮ

数学运算中ꎬ 一级重点有工程问题、 容斥问题、 行程问题和趣味杂题ꎬ 二级重

点有经济利润问题、 构造问题ꎬ 三级重点有排列组合问题、 概率问题和几何问题ꎮ

无论在考试时还是备考时ꎬ 都是优先一级重点ꎬ 保证一级重点正确率ꎬ 接着争

取二级重点ꎬ 最后三级重点ꎮ 如果考试时间不足ꎬ 可以跨过三级重点ꎬ 先做后面的ꎮ

但是备考时ꎬ 还是要准备的ꎬ 以防考试时此类题目考的特别简单ꎬ 自己没有拿到分ꎮ

我们的一级重点的题型ꎬ 都是有套路有公式有方法的ꎬ 并且大都有很明显的外

部题型特征ꎮ 这里给大家以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试卷中的几道题为例ꎬ 跟大家说说我

们的一级重点的题型ꎮ

多级数列:

【例 ３】 ５ꎬ １５ꎬ ４５ꎬ １３５ꎬ (　 　 )

Ａ １８５ Ｂ ２２５

Ｃ ３５５ Ｄ ４０５

【华图点拨】 Ｄꎮ 原数列依次为 ５ꎬ １５ꎬ ４５ꎬ １３５ꎬ ( 　 　 )ꎬ 是一个公比为 ３ 的

等比数列ꎬ 那么 (　 　 ) 为 １３５×３＝ ４０５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多级数列一般数列不太长ꎬ 多大整体较平缓或呈倍数关系ꎬ 是考频最高的一类ꎮ

工程问题:

【例 ４】 甲施工队每天能完成某项工程的 １ / ９ꎬ 乙施工队施工效率是甲施工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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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倍ꎮ 则甲、 乙两队共同施工 (　 　 ) 天就能完成该工程ꎮ

Ａ ２ Ｂ ３

Ｃ ４ Ｄ ５

【华图点拨】 Ｂꎮ 工程问题ꎬ 可以用赋值法ꎮ 赋值甲队的效率是 １ꎬ 则工程的总

量是 ９ꎬ 乙队的效率为 ２ꎮ 两队一起合作完成需要 ９÷ (１＋２) ＝ ３ (天)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工程问题中的给定时间型和效率制约型都可以用赋值法解决ꎬ 这就要求我们对

题目进行有效识别ꎬ 判定解题方法ꎬ 之后才能灵活运用ꎮ

行程问题:

【例 ５】 小王家距离单位 １ ２ 公里ꎬ 每天步行上班ꎮ 速度为每分钟 １００ 米ꎬ 则他

上班需要花 (　 　 ) 分钟ꎮ

Ａ １２ Ｂ １５

Ｃ １８ Ｄ ２０

【华图点拨】 Ａꎮ 行程问题ꎬ 小王上班的路程为 １ ２ 千米ꎬ 即 １２００ 米ꎬ 速度为

１００ 米 /分钟ꎬ 则需要花 １２００÷１００＝ １２ (分钟)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总体来说ꎬ 乡镇考题行程类问题都比较基础ꎬ 用心复习基本都能轻松掌握ꎮ

当我们对这些题型掌握的非常熟练的时候ꎬ 就会找到快速拿到分数的方法ꎬ 进

而在考试时ꎬ 有舍有得ꎬ 取舍得当ꎬ 进而所向披靡ꎬ 拿下高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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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之

判断推理

粤东西北乡镇公务员行测考试对于判断推理的考查主要有: 图形推理、 逻辑判

断、 类比推理和科学推理四大模块ꎮ 熟悉每个模块的基础知识点ꎬ 同时深入了解粤

东西北乡镇公务员考题的命题特点ꎬ 对于我们考生的备考意义重大ꎮ

华图教育深钻粤东西北乡镇公务员考试的命题情况多年ꎬ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ꎮ

近三年的省考行测ꎬ ２０１７ 年乡镇和县级行测同卷ꎬ ２０１８ 年没有乡镇卷ꎬ ２０１９ 年乡

镇考试单独命题ꎬ 同时考情发生较大变化ꎮ 下面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乡镇公务员考试

判断推理部分的四大模块ꎮ

一、 图形推理

乡镇公务员行测考试中ꎬ ２０１８ 年以前的图形推理ꎬ 以平面图形的规律推理为主

要命题形式ꎬ 但 ２０１９ 年这部分发生较大变化ꎬ 出现五道立体类图形的考题ꎮ 分析历

年的考题ꎬ 我们发现平面图形的变化规律主要有: 位置类 (平移、 旋转、 翻转、 静

态位置)、 样式类 (叠加、 样式运算)、 数量类 (点、 线、 角、 面、 素)、 属性类

(对称、 曲直、 开闭)ꎮ 立体类图形的考点目前主要有: 立体重构、 空间旋转和三视

图ꎮ 下图是近几年的图形推理的主要考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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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推理题类似猜谜语ꎬ 谜底就是我们的考点ꎬ 有些考点可能隐藏很深ꎮ 我们

知道猜谜语重要的技巧是思维开阔ꎬ 善于联想ꎬ 不走寻常路ꎮ 而图形推理要找到隐

藏的考点ꎬ 也有些技巧ꎬ 其中最常用的方法就是两步走ꎬ 先观察后推理ꎮ 根据已有

的知识体系寻找可能的规律ꎬ 比较这些图形的的共性和个性ꎬ 找到规律进行推理ꎮ

下面通过两道图形题给大家介绍图形推理的基本解题思路及方法ꎮ

【例 １】 下列选项中最符合所给图形规律的是 (　 　 )ꎮ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平面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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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ꎮ

组成元素相似ꎬ 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ꎮ

第二步ꎬ 两段式ꎬ 第一段找规律ꎬ 第二段应用规律ꎮ

第一段图 １ 和图 ２ 叠加得到图 ３ꎬ 第二段应用规律ꎬ 图 １ 和图 ２ 叠加得到 Ｃ 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例 ２】 下列选项ꎬ 不可能是所给立方体展开图的是 (　 　 )ꎮ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立体类ꎮ

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ꎬ 本题属于空间重构类的题型ꎮ

第二步ꎬ 分析选项ꎮ

Ａ 项: 选项图形中三个对角线面存在相对面关系ꎬ 题干三个面为相邻关系ꎬ 不

能拆成ꎻ

Ｂ 项: 选项图形与题干图形一致ꎬ 排除ꎻ

Ｃ 项: 选项图形与题干图形一致ꎬ 排除ꎻ

Ｄ 项: 选项图形与题干图形一致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通过上面的题目ꎬ 我们知道图形推理中观察和推理这两种能力非常重要ꎬ 再加

上我们自身对知识点的熟悉程度ꎬ 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图形题的解题速度及正确率ꎮ

二、 逻辑判断

逻辑判断部分在广东省考中涉及八大类考点ꎬ 即翻译推理、 平行结构、 真假推

理、 分析推理、 归纳推理、 原因解释、 加强论证和削弱论证ꎮ ２０１８ 年以前的乡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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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ꎬ 该部分是十道题ꎬ ２０１９ 年减少为五道题ꎮ 下图是近几年的逻辑判断部分的主要

考点分布图:

对于逻辑判断部分ꎬ 论证题是主要的考点ꎮ 比如下面两道题ꎮ

【例 ３】 在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中ꎬ 服务业占了很高的比重ꎮ 根据他们的经验ꎬ

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可以促进就业ꎮ 但是ꎬ 服务业具有较高的进入壁垒ꎬ 这也是我国

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ꎮ 因此ꎬ 我国可以通过打破服务业的行业壁垒

进一步促进就业ꎮ

以下最可能是上述论证潜在假设的是 (　 　 )ꎮ

Ａ 服务业促进就业的规律适用于我国

Ｂ 我国创造就业的能力弱于发达国家

Ｃ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也存在行业壁垒

Ｄ 其他行业对促进就业没有显著作用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加强类论证ꎮ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 “论证潜在假设”ꎬ 确定为加强论证ꎮ

第二步ꎬ 找论点和论据ꎮ

论点: 我国可以通过打破服务业的行业壁垒进一步促进就业ꎮ

论据: 发达国家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可以促进就业ꎮ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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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项ꎬ 建立联系ꎮ 发达国家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可以促进就业ꎮ 我国也想通过提

高服务业占比来促进就业ꎬ 就需要两者之间建立联系ꎬ 属于潜在假设ꎻ

Ｂ 项ꎬ 无关选项ꎮ “创造就业能力” 与论点中强调的 “服务业占比和促进就业

之间的关系” 没有必然联系ꎬ 不属于潜在假设ꎻ

Ｃ 项ꎬ 无关选项ꎮ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存在行业壁垒ꎬ 也不能说明在我国提高服

务业占比能够促进就业ꎬ 不属于潜在假设ꎻ

Ｄ 项ꎬ 无关选项ꎮ 该项强调的是 “其他行业” 与 “促进就业” 之间的关系ꎬ 并

未提及到服务也占比与促进就业的关系ꎬ 与论点没有必然联系ꎬ 不属于潜在假设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例 ４】 近年来ꎬ 随着大型野生动物园的兴起ꎬ 有人提出ꎬ 传统城市动物园已经

没有存在的必要性ꎮ 但传统城市动物园具有票价低ꎬ 交通便利等优点ꎬ 中小学组织

参观十分方便ꎬ 因而具有极强的教育功能ꎬ 所以传统城市动员不可或缺ꎮ

以下不属于上述论证缺陷的是 (　 　 )

Ａ 忽视了野生动物园和传统城市动物园具有并存的可能性

Ｂ 默认了具有极强教育功能的传统城市动物园就应该保留

Ｃ 忽视了票价低ꎬ 交通便利不等同于方便中小学生组织参观

Ｄ 默认了方便中小学主持参观的动物园都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削弱类论证ꎮ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提问方式 “不属于上述论证缺陷”ꎬ 确定为削弱类论证选非题ꎮ

第二步ꎬ 找论点和论据ꎮ

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ꎮ

论据: 城市动物园具有票价低、 交通便利等优点ꎬ 中小学组织参观十分方便ꎬ

因而具有很强的教育功能ꎮ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ꎬ 野生动物园与传统动物园是否可以并存ꎬ 与传统城市动物园存在的必要

性无关ꎬ 不是该论证的缺陷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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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项ꎬ 题干的论证过程正是默认了具有很强教育功能的动物园就应该保留ꎬ 才

得出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ꎬ 该项指出了论证的缺陷ꎻ

Ｃ 项ꎬ 题干的论证过程正是默认了票价低、 交通便利就等于方便中小学组织参

观ꎬ 才得出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ꎬ 该项指出了论证的缺陷ꎻ

Ｄ 项ꎬ 题干的论证过程正是默认了方便中小学组织参观的动物园就具有很强教

育功能ꎬ 才得出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ꎬ 该项指出了论证的缺陷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三、 类比推理

广东乡镇的类比推理主要考查二元型 (两词) 和三元型 (三词) 两种题型ꎮ

２０１８ 年之前的乡镇考试ꎬ 该部分考查十道题ꎬ 而 ２０１９ 年减少为五道题ꎮ

类比推理的解题技巧主要有以下两种:

第一种ꎬ 找关系ꎬ 先横后纵ꎬ 即横向观察寻找题干词与词之间的逻辑关系ꎬ 之

后再进行纵向比较ꎬ 择优选择ꎮ

第二种ꎬ 造句子ꎬ 即利用语感对题干和选项给出的词组分别进行造句ꎬ 通过句

子可以更直观地看出词项之间的关系ꎮ

我们简单看两道例题:

【例 ５】 民风 ∶ 淳朴

Ａ 阳光 ∶ 灿烂 Ｂ 书本 ∶ 文化

Ｃ 树木 ∶ 开花 Ｄ 喜悦 ∶ 笑容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语法关系ꎮ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淳朴” 的 “民风”ꎬ “淳朴” 与 “民风” 构成偏正结构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ꎬ “灿烂” 的 “阳光”ꎬ “灿烂” 与 “阳光” 属于偏正结构ꎬ 与题干逻辑关

系一致ꎬ 当选ꎻ

Ｂ 项ꎬ “书本” 是获取 “文化” 知识的工具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排除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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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项ꎬ “开花” 是 “树木” 的一种状态ꎬ 且 “开花” 是动宾短语ꎬ 二者不属于

偏正结构ꎬ 排除ꎻ

Ｄ 项ꎬ “喜悦” 时会露出 “笑容”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例 ６】 纺织 ∶ 布匹

Ａ 矿石 ∶ 金属 Ｂ 努力 ∶ 收获

Ｃ 工作 ∶ 奉献 Ｄ 耕种 ∶ 粮食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对应关系ꎮ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布匹” 是 “纺织” 之后得到的成品ꎬ 二者属于动作与成品之间的对应关系ꎬ

且 “布匹” 是具体的事物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ꎬ “矿石” 可分为 “金属” 矿物和非金属矿物ꎬ 二者属于交叉关系ꎬ 排除ꎻ

Ｂ 项ꎬ “努力” 之后可以获得 “收获”ꎬ 二者属于因果对应关系ꎬ 但 “收获” 不

是具体的事物ꎬ 排除ꎻ

Ｃ 项ꎬ “工作” 中需要 “奉献” 精神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但与题干对应方式

不同ꎬ 排除ꎻ

Ｄ 项ꎬ “耕种” 之后可以获得 “粮食”ꎬ 二者属于动作与成品之间的对应关系ꎬ

且 “粮食” 是具体的事物ꎬ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ꎬ 当选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类比推理ꎬ 我们在备考阶段需要认真总结常考的逻辑关系ꎬ 比如包含关系、 同

一关系以及对应关系等ꎮ 同时ꎬ 也需要熟练使用纵向比较技巧ꎬ 比如比较词性、 词

义以及感情色彩等ꎮ

四、 科学推理

科学推理自 ２０１５ 年首次出现在乡镇公务员考试中ꎮ 考察内容基本都为中学物理

知识ꎬ 个别题涉及化学知识ꎬ ２０１７ 年加入少量生物学考点 (光合作用、 遗传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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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地理学考点 (城市内部空间结构)ꎻ 这部分考察重点在于对考点性质的理解认识ꎬ

定量计算考察较少ꎮ 本部分的考情一直在变化ꎬ 从最初的 ５ 道题ꎬ 增加到 １０ 道题ꎬ

再到 ２０１９ 年ꎬ 增加至 １５ 道题ꎬ 考生们需要引起重视ꎮ 近几年的主要考点分布图

如下:

下面我们看两道考题ꎮ

【例 ７】 人在短时间内从低海拔处上升至高海拔处时ꎬ 环境气压变化大ꎬ 但鼓膜

内的气压不变ꎬ 鼓膜会感觉不适ꎮ 这时ꎬ 可通过做咀嚼运动或大口呼吸缓解ꎬ 其原

理是 (　 　 )ꎮ

Ａ 通过转移人的注意力ꎬ 减少不适感

Ｂ 吸入更多的氧气ꎬ 使机体的新陈代谢加快

Ｃ 疏通咽鼓管ꎬ 使外耳道与鼓室之间的气压平衡

Ｄ 提高鼓膜的震动频率ꎬ 缓解不适症状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物理学知识ꎮ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的压强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海拔越高、 气压越低ꎬ 在短时间内突然从低海拔上升至高海拔处ꎬ 外界气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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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巨大变化ꎬ 而鼓膜内的气压不变ꎬ 因此容易造成不适ꎮ 张大嘴做咀嚼运动ꎬ 并

大口吞咽空气ꎬ 这样做可以使咽鼓管张开ꎬ 因咽鼓管连通咽部和鼓室ꎬ 这样口腔内

的气压 (即鼓室内的气压) 与鼓膜外的气压保持平衡ꎬ 保持鼓膜内外大气压的平

衡ꎬ 解除不适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例 ８】 细胞膜能够防止细胞外物质自由进入细胞ꎬ 保证细胞内环境的相对稳

定ꎮ 这是因为 (　 　 )ꎮ

Ａ 细胞膜具有流动性

Ｂ 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

Ｃ 细胞膜主要由氨基酸构成

Ｄ 细胞膜具有维持细胞形状的功能

【华图点拨】 本题考查生物学知识ꎮ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生物学中细胞的基本结构ꎮ

第二步ꎬ 根据细胞膜的特性进行分析ꎮ

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ꎬ 很多小分子物质可以通过自由扩散进入细胞ꎬ 如氧气

和二氧化碳ꎮ 氧气进入细胞ꎬ 被利用产生ꎬ 使得细胞外氧气浓度始终高于细胞内ꎬ

使得自由扩散具有一定方向性ꎬ 有利于生命体生存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拓展】 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主要是表现在对离子、 氨基酸等的选择性ꎬ 这些

物质通过细胞膜需要载体ꎬ 而载体的本质是蛋白质ꎬ 所以说对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

起主要作用的是蛋白质ꎮ

对于科学推理的备考ꎬ 建议考生评估自己的学科能力ꎬ 结合乡镇的考情ꎬ 练习

一些中考的物理题ꎮ 有的放矢ꎬ 才能事半功倍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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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之

资料分析

资料分析是广东省 (乡镇) 考中一类重要题型ꎬ 一般出现于行测试卷的最后一

部分ꎮ 简单来说ꎬ 题目中会给出一段统计性的资料ꎬ 要求考生根据给出的资料信息ꎬ

推算出来一些问题的答案ꎮ 主要类型有文字类资料、 表格类资料、 图形类资料和综

合类资料 (主要是前面三种基本资料的组合) 四种基本形式ꎮ 通常ꎬ 资料的来源均

为国家及地方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报表ꎮ 此类题目综合考查应试者的阅读、 理解、 分

析、 计算等方面的能力ꎮ 资料分析模块考察方式和题型较为固定ꎬ 知识点及相关解

题技巧也比较少ꎬ 考生只要经过系统学习ꎬ 很容易在一段时间内取得明显提升ꎮ

资料分析的题目在形式上主要分为比较类、 计算类和综合分析类ꎮ 比较类通常

是比较各选项数值的大小 (直接读数或者计算) 和排序ꎻ 计算类一般要经过一定的

数学运算后才能得出答案ꎻ 综合分析题要求应试者分别判断几种说法的正误ꎬ 再根

据题目要求进行选择ꎮ 按考查要点分类ꎬ 资料分析的题目主要有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量、 增长率、 比重、 平均数和倍数等题型ꎮ

综合整理近六年来乡镇资料分析的题目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没单独的乡镇题目)ꎬ

我们进行了一些简单的统计ꎬ 整理出考察最多的题型: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考乡镇资料分析考情统计

题型 综合分析 简单比较 简单计算 平均数和倍数 增长率和增长量比重相关

题量 １１ １２ ７ ６ １６ ９

　 　 从上表可以看出ꎬ 综合分析类是考察最多的题型ꎬ 甚至一篇资料会考察两道综

合分析ꎬ 这也是这个模块中相对最难的题型ꎬ 每一道题目均以类似 “以下说法中正

确的是” 这样的设问方式呈现ꎬ 实际上相当于 ４ 道小题ꎬ 建议考生采用合理方式猜

测ꎻ 其次是简单比较和简单计算ꎬ 这两类题目计算量都很小 (简单的加减法运算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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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不用计算、 直接寻找数据即可得到答案)ꎬ 合计起来实际上是考察最多的题型ꎬ

这两类题目都十分简单ꎬ 是很好的拿分点ꎮ

广东省考历年资料分析都考 ３ 篇资料ꎬ 每篇资料对应 ５ 道题目ꎬ 共计 １５ 道ꎮ

往年省考乡镇题目比县级以上稍微简单一点ꎬ 但 ２０１７ 省考不再区分县级以上和乡

镇ꎬ 两者考题一致ꎮ 然而ꎬ ２０１９ 年广东省县级以上和乡镇再次以两套题出现ꎬ 且乡

镇资料分析是 ４ 篇 ２０ 题ꎬ 资料分析考察比重加大ꎮ

考生在做这个模块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基本上有以下几种:

１ 资料或者题目读不懂

资料分析的材料主要来自统计局的报表 (经过一定的加工)ꎬ 有一定的专业性ꎬ

这就需要考生先对一般的统计术语以及常见的图形和表格有一定的了解ꎬ 并且能够

很好的掌握ꎻ

２ 做题时数据找不到

资料分析篇幅较大ꎬ 数据繁杂ꎬ 阅读起来比较困难ꎬ 所以我们建议考生在做题

时采用结构阅读法ꎬ 在做题之前先利用较短的时间浏览所给材料ꎬ 把握材料的整体

逻辑结构和核心词语ꎬ 并对关键词进行标注ꎮ 在做题时ꎬ 可以根据阅读时标注的重

点ꎬ 快速定位所需要的数据的所在段落ꎮ

３ 找到数据但是不会列式

有些考生找对了数据ꎬ 但是不知道如何列式ꎬ 有些考生会在考试的时候临时推

导公式ꎬ 这又浪费大量的时间ꎮ 这就要求我们在平常的练习过程中ꎬ 注重理解ꎬ 而

不是死记硬背ꎬ 甚至在练习的时候自己推导公式ꎬ 在理解和自行推导的基础上自然

而然地背下公式ꎮ

资料分析中最为基础的三个公式: 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

增长率＝增长量÷基期量

比重＝部分值÷整体值

可以说其他公式都能由这三个公式推导出来ꎬ 如基期量 ＝ 现期量÷ (１＋增长

率)ꎬ 考生可以尝试把诸如增长量、 基期倍数等较为复杂的公式自行推导出来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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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不会计算或者计算速度太慢

资料分析大部分题都不需要精算ꎬ 其精髓在于估算和分析ꎮ 怎么快速的估算或

者定性分析ꎬ 那需要掌握一定的速算技巧ꎬ 如尾数、 直除法、 特殊值法、 公式法、

观察法等ꎮ 如:

【例 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全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及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共计 (　 　 ) 万公里ꎮ

Ａ ７７ ５ Ｂ ９７ ４

Ｃ １１７ ２ Ｄ １３７ ７

【华图点拨】 Ｄꎮ 定位折线图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分别为

２３ 万公里、 ２５ １ 万公里、 ２９ ３ 万公里、 ２８ ５ 万公里、 ３１ ８ 万公里ꎬ 共计 ２３＋２５ １＋

２９ ３＋２８ ５＋３１ ８ꎬ 选项数据与材料精确度一致ꎬ 且个数各不相同ꎬ 采用尾数法计

算ꎬ ０＋１＋３＋５＋８ꎬ 个位数为 ７ꎬ 应选 １３７ ７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例 ２】

２０１８ 年ꎬ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３７１ 元ꎬ 扣除价格因素ꎬ 实际增

长 ８ ３％ꎬ 实际增速高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 １ ７ 个百分点ꎬ 圆满

完成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增速的年度目标任务ꎮ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来源 (单位: 元)

类别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人均工资性收入 ３６２７ ３２１０

人均转移净收入 ２７１９ ２３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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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类别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７ 年

人均经营净收入 ３８８８ ３７２３

人均财产净收入 １３７ １１９

　 　 ２０１８ 年ꎬ 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约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　 　 )ꎮ

Ａ ２０％ Ｂ ２５％

Ｃ ３０％ Ｄ ３５％

【华图点拨】 Ｄꎮ 定位第二段文字材料 “２０１８ 年ꎬ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 １０３７１ 元”ꎬ 以及表格材料中 ２０１８ 年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为 ３６２７ 元ꎮ 根据比重＝部分量 /整体量ꎬ 观察选项出现了首位相同但第二位不同的

情况ꎬ 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三位可得 ３６２７ / １０４ꎬ 直除首两位商接近 ３５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例 ３】

２０１８ 年ꎬ 全省新登记企业最集中的三个行业分别是批发和零售业、 租赁和商务

服务业、 制造业ꎬ 新登记企业数分别为 ３６ １４ 万户、 １５ １９ 万户、 ９ ２５ 万户ꎬ 分别

同比增长 ０ ２３％、 增长 ２２ ９８％、 下降 ６ ８％ꎮ

２０１８ 年ꎬ Ｂ 省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新登记企业数较上年增加约 (　 　 ) 万户ꎮ

Ａ ２ ８ Ｂ ３ ８

Ｃ ４ ８ Ｄ ５ ８

【华图点拨】 Ａꎮ 已知现期量和增长率的增长量计算ꎬ 定位文字材料第三段

“２０１８ 年ꎬ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新登记企业数为 １５ １９ 万户ꎬ 同比增长 ２２ ９８％”ꎬ 根

据增长量计算 ｎ＋１ 原则ꎬ １
５
<２２ ９８％< １

４
ꎬ ２２ ９８％≈ １

４ ５
ꎬ 则 ２０１８ 年租赁和商务服

务业新登记企业数较上年约增加
１５ １９
１＋４ ５

＝ １５ １９
５ ５

ꎬ 首位商 ２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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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４】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 Ａ 省无公害农产品生产情况

项目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农药使用总量 (万吨) ５ ８０ ６ １５ ６ ２８ ６ ５１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 (千克 /亩) １ ４７ １ ５６ １ ５９ １ ６６

“三品一标” 总数 (个) ２５７０ ２５６１ ２１１３ １９０５

新增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个) ２２１ ２３５ １９４ ２７０

无公害农产品产地 (个) — １７４０ １８９５ １７０１

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 (万亩) １０５０ ６５０ ３８０ ３３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ꎬ Ａ 省平均每年新增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　 　 ) 个ꎮ

Ａ １８４ Ｂ ２０２

Ｃ ２２１ Ｄ ２３０

【华图点拨】 Ｄꎮ 平均数计算ꎬ 定位表格中 “新增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一行ꎮ 解法一: 观察法ꎮ 观察表格ꎬ 四个年份中ꎬ 有 １ 个年份低于 ２２１ꎬ １ 个年份恰

好等于 ２２１ꎬ 其余 ２ 个年份均高于 ２２１ꎬ 且 ２０１４ 年远高于 ２２１ꎬ 故平均数必然高于

２２１ꎬ 排除 Ａ、 Ｂ、 Ｃ 选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解法二: 中间值法ꎮ 根据平均数 ＝ 总数 /总个数 ꎬ 代入数据可得ꎬ ２３０ ＋

－９＋５＋４０－３６
４

＝ ２３０＋０＝ ２３０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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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广东省乡镇岗位公务员考试之

申论

申论从字面上看ꎬ “申” 可以理解成申述、 申辩、 申明ꎬ “论” 则是议论、 论

说、 论证ꎮ 所谓申论也就是对某个问题阐述观点、 论述理由ꎬ 合理地推论材料与材

料以及观点与材料之间的逻辑关系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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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申论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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ꎮ

阅读理解能力———要求全面把握给定材料的内容ꎬ 准确理解给定资料的含义ꎬ

准确提炼事实所包含的观点ꎬ 并揭示所反映的本质问题ꎮ

综合分析能力———要求对给定材料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观点或问题进行分析和

归纳ꎬ 多角度地思考资料内容ꎬ 作出合理的推断或评价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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ꎬ 在对给定材料

理解分析的基础上ꎬ 发现和界定问题ꎬ 作出评估或权衡ꎬ 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

措施ꎮ

文字表达能力———要求熟练使用指定的语种 (现代汉语)ꎬ 运用说明、 陈述、

议论等方式ꎬ 准确规范、 简明畅达地表述思想观点ꎮ

仔细研读这四大能力的定义ꎬ 深入理解它们非常有助于我们做题ꎮ 其实这四大

能力可以基本对应广东乡镇考四大基本题型: 概括题ꎬ 综合分析题ꎬ 提对策题和文

章写作ꎮ 还有一类题型是应用文写作题ꎬ 但广东乡镇考比较少考查到ꎮ

接下来ꎬ 就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各个题型ꎬ 并分别提出备考建议ꎬ 希望能够给

大家一些备考方向ꎬ 提高备考效率ꎮ

一、 材料阅读

在介绍题型之前ꎬ 必须先给大家普及一下材料阅读法ꎮ 材料阅读是作答申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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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能力ꎬ 是贯穿四大题型的一条主线ꎮ 可以这么说ꎬ 能理解材料内容内涵ꎬ 驾驭

好材料ꎬ 那么申论就已经成功了一半ꎮ

材料阅读法包括三部分ꎬ 分别是材料类型、 阅读方法、 材料要素分析ꎮ

(一) 材料类型

材料类型

理论性
权威

一般
{

事实性
事实陈述

个别案例
{

ì

î

í

ïï

ïï

材料类型的划分ꎬ 主要是用来帮助学生对材料进行定性ꎬ 方便学生根据材料的

不同性质使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和分析方法对材料进行处理ꎮ

(二) 阅读方法

阅读方法

首尾句原则

观点句原则

要素词原则

关联词原则

ì

î

í

ï
ï
ï

ï
ïï

不同的阅读方法的使用方法和适用范围都是不同的ꎬ 首尾句原则主要通过阅读

材料的首句、 尾句来确定文章的主要内容、 核心思想ꎻ 要素词原则是指通过阅读材

料中出现的直接反映要素的词语来确定要点ꎬ 进而完成作答任务的方法ꎻ 观点句原

则是指通过阅读材料中的观点性语句寻找作答要点的方法ꎻ 在阅读材料的过程中ꎬ

关联词出现的地方往往是关键信息出现的地方ꎬ 重点注意几种关联词的掌握: 转折、

因果、 并列、 递进等ꎬ 尤其是转折、 因果ꎮ 多种阅读方法的灵活掌握和运用ꎬ 有助

于我们高效地处理材料ꎬ 获得所需信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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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材料要素

材料要素是指材料中可以完成作答任务的基本元素ꎬ 体现材料的脉络与内在联

系ꎬ 通过材料要素的寻找能够准确的构建起材料与答案的关联ꎬ 帮助题目的作答ꎮ

材料要素主要包括: 表现、 影响、 原因、 对策等ꎬ 其中表现分为成绩和问题ꎬ 影响

包括意义和危害ꎮ

二、 概括题

(一) 考情与真题感知

概括题是广东乡镇考申论必考题型之一ꎬ 相对于国考联考的归纳概括题来说难

度较低ꎮ

年　 份 题　 干 要　 求

２０１２ 年

乡镇

总结成田镇和北岭镇 “生态村” 建设的主要方法ꎮ

(本题 ３０ 分)

要求: 全面准确ꎬ 条理清

晰ꎬ 文字流畅ꎮ 篇幅不超

过 ２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５ 年

乡镇

请根据材料 １ꎬ 概括说明 Ａ 镇在建立乡镇 (街道) 领

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中的具体做 法ꎮ

(本题 ２０ 分)

要求: 总结全面ꎬ 概括准

确ꎻ 表达清晰ꎻ 篇幅不超

过 ２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７ 年

乡镇

假如你是调研小组的一员ꎬ 请根据材料 １ 指出 Ａ 镇电

商产业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ꎮ (本题 ３０ 分)

要求: 归纳全面ꎬ 准确ꎻ

条理清楚ꎻ 语言流畅ꎻ 篇

幅不超过 ３００ 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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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法与技巧

在答题过程中ꎬ 重难点在于提炼要点和扩大外延ꎬ 对于广东乡镇考来说ꎬ 扩大

外延相对来说用的就少ꎬ 一般直接提炼要点就可以了ꎮ 提炼要点其实就是去具象概

念ꎬ 提取最核心的观点ꎬ 具体方法是 “三去原则”ꎬ 即去论据ꎬ 论证分析ꎻ 去事例ꎬ

理论说明ꎻ 去日期ꎬ 具体数据ꎮ

(三) 真题示例

【２０１４ 年广东乡镇考】 请根据 “材料 １”ꎬ 概括说明 Ａ 镇在建立乡镇 (街道)

领导干部驻点普遍直接联系群众制度中的具体做法ꎮ (２０ 分)

要求: 总结全面ꎬ 概括准确ꎻ 表达清晰ꎻ 篇幅不超过 ２００ 字ꎮ

“以前要到镇里才能见到杨书记ꎬ 现在不用了ꎬ 每周二他都会来ꎮ 有啥事儿直

接去村委会找他就行了ꎮ” 村民李伯口中的 “杨书记”ꎬ 就是 Ａ 镇党委书记ꎮ 也是直

接联系新园村的驻点团队负责人ꎮ

杨书记说: “现 在 镇 党 政 领 导 班子成员全部带队当组长ꎬ 我自己和镇里的 ４

名干部组成的驻点团队ꎬ 以及村干部和大学生村官组成的辅助团队ꎬ 每周星期二都

到村里上班ꎮ” 驻点的联系制度实行后ꎬ 不少地方乡镇干部的下乡ꎬ 逐渐由以往的

不固定变成一种习惯ꎬ 成为日常工作中固定的一部分ꎬ 雷打不动ꎮ

【解析】 从上述文字我们可以发现ꎬ 杨书记每周二去村委坐班ꎬ 这实际就是一

种工作的常态化ꎬ 而去村里坐班就是具体的做法ꎻ 另外ꎬ 还可以总结出: 党政领导

班子带队当领导ꎬ 组建驻点团队和辅助团队ꎬ 每周二到村里上班ꎬ 从不固定到固定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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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组成驻点团队就是一种做法ꎮ 因此ꎬ 这两段文字就可以得出 “领导负责ꎬ 组建团

队ꎬ 定期驻点ꎮ 由镇领导、 村干部、 大学生村官组成驻点团队ꎬ 定期入村ꎬ 联系常

态化” 这一答案要点ꎮ

三、 综合分析题

(一) 考情与真题感知

综合分析题题型细分为: １ 要素明确类ꎻ ２ 要素不明确类: 理解类试题、 评价

类试题、 比较类试题ꎮ 之前只考过要素明确类的综合分析ꎬ ２０２０ 年 广东乡镇考趋势

应该还是要素明确类的综合分析ꎮ

年　 份 题　 干 要　 求

２０１５ 年

乡镇

请根据材料 ４ꎬ 分析说明 Ｄ 县在加强农村基层治理方面

取得的成功经验ꎮ (本题 ３０ 分)

分析全面ꎬ 说明透彻ꎻ 条

理清晰ꎬ 表达准确ꎻ 篇幅

不超过 ３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６ 年

乡镇

假设你是 Ｃ 镇扶贫工作队队员ꎬ 请根据资料 ３ 分析指

出该镇扶贫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ꎮ (本题 ３０ 分)

分析全面、 透彻ꎬ 条理清

晰ꎬ 表达准确ꎮ 篇幅不超

过 ３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７ 年

乡镇

根据给定材料 ２ꎬ 分析说明 Ｂ 镇推动菠萝产业发展的成

功经验ꎮ (本题 ３０ 分)

分析全面ꎬ 说明透彻ꎬ 条

理清晰ꎬ 表达准确ꎬ 篇幅

不超过 ３００ 字ꎮ

(二) 方法与技巧

要素明确类的分析题本质是概括能力的延伸ꎬ 在概括的基础上适当合理地分析

与推导ꎬ 得到答案ꎬ 也就是比概括题走得更深一步ꎬ 看到材料深层次的含义ꎮ 但同

时也注意是合理的推导ꎬ 千万不能过度引申ꎮ

(三) 真题示例

【２０１６ 年广东乡镇考】 请根据资料 ２ 中驻村干部小张的工作日记ꎬ 简要分析导

致 Ｂ 村贫困的主要原因ꎮ (本题 ３０ 分)

要求: 分析全面、 透彻ꎬ 条理清晰ꎬ 表达准确ꎮ 篇幅不超过 ３００ 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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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村干部到果苗场了解村民就业情况ꎮ 据果苗场郭老板介绍ꎬ 他承包的果苗场

需要 ３ 个技术人员和 １５ 个工人ꎬ 因为村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ꎬ 也没有果苗培育专业

技能ꎬ 他不得不高价从县里雇用技术人员ꎮ 本来也想帮忙安置一些贫困户ꎬ 帮助他

们增加收入ꎬ 但他们不是嫌劳动强度大ꎬ 就是嫌工资低不肯来ꎬ 现在场里只有 ２ 名

贫困户ꎬ 而其他工人都是从隔壁村雇来的ꎮ

通过阅读ꎬ 大家可能知道这段想要表达 Ｂ 村贫困的其中一个原因ꎬ 但如果直接

抄关键词好像没得抄ꎬ 这时候我们就要动动脑子去分析原因了ꎬ 通过 “郭老板” 的

话ꎬ 不难发现这段话中表达的重点是 “村民普遍文化素质较低ꎬ 缺少农业专业技

能ꎬ 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ꎬ 从而得到答案要点ꎮ

四、 提对策题

(一) 考情与真题感知

对策是用来解决问题或为了达成某种目标削弱负面影响的行为策略或措施ꎮ 广

东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省份ꎬ 对考生实际解决问题的能力非常注重ꎬ 因此提对策题的

考查相对来说也较为频繁ꎮ 特别是乡镇考试ꎬ 对策题的比重和分值都比较高ꎮ

年　 份 题　 干 要　 求

２０１４ 年

乡镇考

假如你是 Ａ 镇的一名乡镇干部ꎬ 请根据材料 ２ꎬ 为当地

政府帮助种粮大户走出经营困境提出建议ꎮ (本题 ２０

分)

建议合理ꎬ 针对性强ꎬ 条

理清晰ꎬ 表达准确ꎬ 篇幅

不超过 ２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５ 年

乡镇考

假如你是 Ｃ 区农业部门的工作人员ꎬ 请根据材料 ３ꎬ 就

如何破解当地荔枝产业发展困境提出建议ꎮ (本题 ３０

分)

考虑全面ꎬ 思路清晰ꎻ 符

合实际ꎬ 有效可行ꎻ 篇幅

不超过 ３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６ 年

乡镇考

通过两轮扶贫开发 “双到” 工作ꎬ Ｄ 镇扶贫工作取得

了一定成效ꎬ 但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ꎮ 请根据

资料 ３ꎬ 就 Ｄ 镇进一步做好精准扶贫工作提出对策建

议ꎮ (本题 ４０ 分)

建议合理、 有针对性ꎬ 条

理清晰ꎬ 表达准确ꎮ 篇幅

不超过 ５００ 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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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２０１７ 年

乡镇考

请根据材料 ３ꎬ 就破解 Ｃ 镇休闲旅游发展难题提出对

策ꎮ (４０ 分)

考虑全面ꎬ 思路清晰ꎻ 针

对性强ꎻ 有效可行ꎻ 篇幅

不超过 ６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９ 年

乡镇考

请你根据材料ꎬ 列出本次观摩会 Ａ 镇需完成的前期准

备工作ꎮ (１５ 分)

考虑全面ꎬ 安排合理ꎻ 符

合实际ꎬ 表达清晰ꎻ 篇幅

不超过 ２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９ 年

乡镇考

请你根据材料ꎬ 提出具体的措施ꎬ 以妥善解决该起矛

盾纠纷、 做好相关善后工作ꎮ (２５ 分)

措施合理ꎬ 处理得当ꎬ 考

虑 全 面ꎻ 篇 幅 不 超 过

３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９ 年

乡镇考

请你根据材料ꎬ 为园中村如何打造 “红色村” 党建示

范工程提出建议ꎮ (２５ 分)

考虑全面ꎬ 符合实际ꎬ 可

行 性 强ꎻ 篇 幅 不 超 过

３００ 字ꎮ

(二) 方法与技巧

提对策题最根本的是知道对策有哪些来源ꎬ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分析:

从材料中概括对策ꎬ 就像我们做概括题一样ꎬ 材料中给出对策了ꎬ 我们可以直

接抄关键词ꎻ 但很多时候材料都是给出问题ꎬ 这时候我们就要反推或者根据自身经

验来提了ꎮ

(三) 真题示例

【２０１４ 年广东乡镇考】 假如你是 Ａ 镇的一名乡镇干部ꎬ 请根据材料 ２ꎬ 为当地

政府帮助种粮大户走出经营困境提出建议ꎮ (本题 ２０ 分)

要求: 建议合理ꎬ 针对性强ꎬ 条理清晰ꎬ 表达准确ꎬ 篇幅不超过 ２００ 字ꎮ

另外一个问题也困扰着马功成ꎬ 尽管马功成认识到 “越是规模经营ꎬ 越需要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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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 的道理ꎬ 但是ꎬ 基层农技站服务人手少ꎬ 服务能力不足ꎬ 不能给马功成提

供足够的技术支持ꎮ 提对策ꎬ 首先要界定问题ꎬ 这里显示的问题是基层农技站服务

人手少ꎬ 服务能力不足ꎬ

那么我们直接反推ꎬ 建议政府增派农技专业人员加强技术指导ꎬ 传授农技知识ꎬ

从而得到答案要点ꎮ

五、 应用文写作

(一) 考情与真题感知

应用文写作考察的能力是可以是阅读理解能力ꎬ 综合分析能力或者提对策能力ꎬ

其本质是概括题ꎬ 分析题或者是提对策题ꎬ 但是多了一个应用文的框架及结构ꎮ 只

有 ２００９ 年广

广东省考考查了一道题ꎬ 出题频率很低ꎬ 但是刚刚过去的 ２０１８ 县级考试中考察

了 “短评” 这一应用文体ꎬ 特别是 ２０１９ 年乡镇考察了 “提纲” 这一应用文体ꎮ 这

提醒我们ꎬ 乡镇考试的考情有变化ꎬ 应用文写作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ꎮ

年　 份 题　 干 要　 求

２００９ 年

省考

请以事故调查组成员身份ꎬ 就材料 ５ 中施工方和业主

方对事故责任认定的争论ꎬ 给 Ｈ 市政府写一份简报ꎬ

篇幅不超过 ３５０ 字ꎮ (本题 ２５ 分)

概括准确ꎬ 条理清晰ꎬ 语

言流畅ꎮ

２０１８ 年

县级

请根据材料 ２、 ３、 ４ꎬ 以 “人才是第一资源” 为题目ꎬ

写一篇短评ꎮ (本题 ３０ 分)

１ 论点鲜明ꎬ 论据确凿ꎬ

论证严密ꎻ ２ 内容与所给

材料联系紧密ꎬ 思想性

强ꎻ ３ 条理清晰ꎬ 行文流

畅ꎻ ４ 篇 幅 不 超 过

５００ 字ꎮ

２０１９ 年

乡镇考

为动员群众广泛参与ꎬ 请你根据材料ꎬ 拟一份人居环

境综合整治的入户宣讲提纲ꎮ (２０ 分)

要求考虑全面ꎬ 符合实

际ꎬ 表达清晰ꎬ 篇幅不超

过 ２００ 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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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法与技巧

(三) 真题示例

【２００９ 年广东省考】 请以事故调查组成员身份ꎬ 就材料 ５ 中施工方和业主方对

事故责任认定的争论ꎬ 给 Ｈ 市政府写一份简报ꎬ 篇幅不超过 ３５０ 字ꎮ (本题 ２５ 分)

要求: 概括准确ꎬ 条理清楚ꎬ 语言流畅ꎮ

同学们仔细去审一下要求ꎬ “概括准确”ꎬ 说明它本质上就是一道概括题ꎬ 概括

双方对事故责任认定的观点ꎬ 能够看到这里ꎬ 其实这道题也就迎刃而解了ꎮ 再加上

简报的格式就可以了ꎮ

六、 文章写作

(一) 考情与真题感知

文章写作占的分值最高ꎬ 一般为 ５０ 分左右ꎮ 目前乡镇在 ２０１４ 年考过作文ꎮ

【２０１４ 年广东乡镇考】 请根据全部给定材料ꎬ 结合你对粤东西北地区的了解ꎬ

围绕 “农村经济发展” 这一主题ꎬ 自拟题目ꎬ 写一篇议论文ꎮ (本题 ５０ 分)

要求: １ 以给定材料为基础ꎬ 主题明确ꎬ 思想性强ꎻ

２ 论点鲜明ꎬ 论据确凿ꎬ 论证严密ꎬ 合乎逻辑ꎻ

３ 结构完整ꎬ 条理清晰ꎬ 行文流畅ꎻ

４ 篇幅在 ８００ 字左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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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方法与技巧

(三) 真题示例

【２０１４ 年广东乡镇考】 请根据全部给定材料ꎬ 结合你对粤东西北地区的了解ꎬ

围绕 “农村经济发展” 这一主题ꎬ 自拟题目ꎬ 写一篇议论文ꎮ (本题 ５０ 分)

要求: １ 以给定材料为基础ꎬ 主题明确ꎬ 思想性强ꎻ

２ 论点鲜明ꎬ 论据确凿ꎬ 论证严密ꎬ 合乎逻辑ꎻ

３ 结构完整ꎬ 条理清晰ꎬ 行文流畅ꎻ

４ 篇幅在 ８００ 字左右ꎮ

拿到题目ꎬ 首先认真审题ꎬ 先审题干ꎬ 题干中出现 “结合全部给定资料”ꎬ 那

么我们在写作的时候就要兼顾到所有材料ꎮ 以 “农村经济发展” 为题目ꎬ 即给定标

题作文ꎬ 不需要自己想题目了ꎬ 撰写一篇议论文ꎬ 议论文必备的三大要素论点论据

论证一定要有ꎮ 再审要求ꎬ 文章主题与所给材料联系紧密ꎬ 思想性强ꎬ 也就是要结

合全部材料来构思文章ꎬ 另外思想性强要求我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ꎬ 深入理解材

料ꎻ 论点鲜明也就是是开头一定要点明中心论点ꎬ 论据确凿说是所举实例不能编造

一定要有真实的来源ꎬ 其实我们直接用材料中的事例就可以ꎻ 论证严密、 合乎逻辑

是说我们在论证的时候要一步步的推出来ꎬ 同学们出现最多的问题是思维过于跳跃ꎬ

就像我们做一道数学证明题一样ꎬ 不能直接从条件推到结论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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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ꎬ 我们就要去认真分析材料确定中心论点和分论点ꎮ 仔细分析就会发现

材料 １ 农村经济发展存在务农劳动力老化、 农村生产兼业化等问题ꎮ 材料 ２ 讲种粮

大户ꎬ 也就是优秀乡土人才面临的问题ꎮ 材料 ３ 讲家庭农场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方式

的发展和面临困难ꎮ 材料 ４ 讲的是西源水果合作社的成功经验ꎬ 合作社是合作经济

组织的代表ꎮ 材料 ５ 讲了合作社存在的问题ꎮ 材料 ６ 讲了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经济发

展的效果和问题ꎮ 材料 ７ 讲了立体经营模式的出现和发展ꎮ 材料 ８ 讲了特色经济的

发展 (葛根猪、 竹资源、 螃蟹)ꎮ 所以纵观整篇材料ꎬ 每则材料都与农村经济发展息

息相关ꎮ

再接下来我们要着手写作ꎬ 开头第一段可以用内涵解释法也可以用名言警句法

开头ꎬ 都是比较好的开头方法ꎬ 开头最后一句一定要点明中心论点ꎮ 每一段第一句

一定要写明分论点ꎬ 分论点要尽量透过现象看本质ꎮ 比如这篇文章ꎬ 从材料 ２ 种粮

大户 (优秀乡土人才) 面临的问题以及材料 ６ 龙头企业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效果和

问题ꎬ 可以提取出一个分论点ꎬ 即想要发展好农村经济ꎬ 应该发挥优秀群体的带头

领跑作用ꎮ 以此类推ꎬ 总结出文章的分论点ꎬ 一般三个分论点比较合适ꎮ

有了中心论点和分论点ꎬ 这篇文章的骨架就已经出来了ꎬ 然后展开对分论点的

论证ꎬ 论证方法常用的有三种ꎬ 举例论证ꎬ 道理论证和对比论证ꎮ 对第一个分论点ꎬ

对于材料中个别案例较多的分论点ꎬ 可用举例论证法ꎻ 对于材料中出现了事物发展

前后的对比ꎬ 宜采用对比论证法ꎬ 最重要的根据不同的分论点灵活选用论证方法ꎮ

最后ꎬ 总结三个分论点然后回归主旨ꎬ 总结升华ꎮ 这样就完成这道题的写作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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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语

本手册对公考备考方向的指导及解题技巧的点拨到这里告一段落ꎬ 但各位考生

的复习进程将继续进行ꎮ 请各位务必牢记ꎬ 正确的备考方向和实用的解题技巧是成

“公” 之路的必备要素ꎬ 而本手册即是这两大要素的缩影ꎮ 希望各位考生在后续的

学习中将这两个缩影放大ꎬ 形成系统的理论知识体系和应试技巧体系ꎮ 不带盲目、

不存侥幸、 明确方向、 认真备考ꎬ 抵达成 “公” 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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