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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 2023 年度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
公共科目考试大纲

为便于报考者充分了解重庆市 2023 年度公开考试录用公

务员公共科目笔试，特制定本大纲。

一、公共科目笔试内容

重庆市 2023 年度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公共科目笔试分为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两科，主要测查从事公务员工作应当

具备的基本能力和基本素质，特别是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公共科目笔试全部采用闭卷考试的方式。其中，行政职业

能力测验为客观性试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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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主要包括常识判断、言语理解与表达、

数量关系、判断推理和资料分析等部分。

常识判断主要测查报考者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

面应知应会的基本知识以及运用这些知识进行分析判断的基

本能力。

言语理解与表达主要测查报考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思考

和交流、迅速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字材料内涵的能力，包括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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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材料查找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正确理解阅读材料中指定词

语、语句的含义；概括归纳阅读材料的中心、主旨；判断新组

成的语句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致；根据上下文内容合理推断

阅读材料中的隐含信息；判断作者的态度、意图、倾向、目的；

准确、得体地遣词用字等。

数量关系主要测查报考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

决数量关系问题的能力，主要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

断、运算等。常见的题型有：数字推理、数学运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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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的题型有：图形推理、定义判

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等。

资料分析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数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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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题型介绍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涉及多种题目类型，试题将根据考试目

的、报考群体情况，在题型、数量、难度等方面进行组合。以

下是部分常用题型介绍。

1.常识判断例题

匾额是中国古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显示建筑物的性质。

下列匾额与建筑物对应正确的一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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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明镜高悬——贡院

B．万世师表——关帝庙

C．还我河山——武侯祠

D．正大光明——乾清宫

（答案：D。关于匾额的具体内容可能很多人都没有系统

的知识，但是仔细考察四个选项，你可以依据有关历史常识，

判断出 A、B、C 三个选项的对应关系都不准确，只有 D 选项

中的匾额与建筑物能够对应，故正确答案为 D。）

2.言语理解与表达例题

（1）在古代，每遇战乱，手艺人都会成为战争双方争夺

的对象，这是因为手艺人掌握着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技术，他

们代表着当时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如今，尽管现代科学技术

取代了手工技能，成为当今时代最强大的生产力，但传统工艺

完全可以借助现代科技而提升，继续服务于大众。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与现代科技联姻是传统工艺发展的有效途径

B．任何时代，社会发展的第一要素是社会生产力

C．现代科技的进步对传统手工艺产生的深远影响

D．现代科技可以解决制约着生产的传统工艺难题

（答案：A。从文中最后一句中，“传统工艺”借助“现代科

技”得到“提升”，可以看出，与现代科技联姻可以使传统工艺

得到发展。因此，A 选项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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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说话不仅是一种生理功能，更是一种能力。会说话

的人，纵然 ，滔滔不绝，听者也不以为苦；纵

然 ，一字千金，也能绕梁三日。成功人士大多是成

功的说话者，毫不夸张地说，其成功至少有一半是用舌头

的。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能言善辩 讷口少言 实现

B．绘声绘色 不露声色 完成

C．口若悬河 片言只语 创造

D．侃侃而谈 缄口不言 获取

（答案：C。从上下文的意思，及词语本身的含义，可知

选项 C 更为贴切。)

3.数量关系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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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适、

最合理的一个来填补空缺项，使之符合原数列的排列规律。

例题：1 2 4 8 16 （ ）

A．16 B．24 C．32 D．36

（答案：C。原数列是一个等比数列，后一项是前一项的

2 倍，故正确答案为 C。）

第二种题型：数学运算。每道题给出一个算术式子或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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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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地劳动部门租用甲、乙两个教室开展农村实用人

才培训。两教室均有 5 排座位，甲教室每排可坐 10 人，乙教

室每排可坐 9 人。两教室当月共举办该培训 27 次，每次培训

均座无虚席，当月共培训 1290 人次。

问甲教室当月共举办了多少次这项培训？

A．8 B．10

C．12 D．15

（答案：D。根据题意可知，甲教室每次培训可坐 50 人，

而乙教室每次培训可坐 45 人。由此可计算出甲教室举办的培

训次数为 15 次。）

4.判断推理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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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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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黑点在正方形中顺时针移动。在第 5 个图形

中，应该正好移动到左上角。）

第二种题型：定义判断。每道题先给出一个概念的定义，

然后分别列出四种情况，要求报考者严格依据定义选出一个最

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答案。

例题：职业枯竭是指人们在自己长期从事的工作重压之下，

产生身心能量被工作耗尽的感觉。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职业枯竭状态的是：

A．老周不能胜任自己现有的工作，每天都会忙得焦头烂

额

B．刚参加工作的小李觉得这份工作太累，产生了跳槽的

念头

C．刘经理每天工作繁忙，缺乏充足的休息，情绪也越来

越糟糕

D．在从事过许多不同的职业之后，老王觉得所有工作都

索然无味

（答案：C。根据题干所给定义，正确答案为 C。）

第三种题型：类比推理。给出一组相关的词，要求通过观

察分析，在备选答案中找出一组与之在逻辑关系上最为贴近或

相似的词。

例题： 螺丝：螺帽

A．水杯：暖瓶 B．线：纽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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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插座：插头 D．筷：碗

（答案：C。螺丝和螺帽是一组必须配套使用的东西，选

项 C 中插头与插座的关系与螺丝与螺帽的关系一样。）

第四种题型：逻辑判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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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题：在一次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一座唐代古墓中发

现多片先秦时期的夔（音 kuí）文陶片。对此，专家解释说，

由于雨水冲刷等原因，这些先秦时期的陶片后来被冲至唐代的

墓穴中。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专家的观点？

A．在这座唐代古墓中还发现多件西汉时期的文物

B．这座唐代古墓保存完好，没有漏水、毁塌迹象

C．并非只有先秦时期才使用夔文，唐代文人以书写夔文

为能事

D．唐代的墓葬风俗是将墓主生前喜爱的物品随同墓主一

同下葬

（答案：B。该选项中“古墓保存完好，没有漏水、毁塌

迹象”从根本上排除了“雨水冲刷”的可能性，最能质疑专家的

观点。）

5.资料分析例题

针对一段资料一般有 1～5 个问题，报考者需要根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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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推测和计算，从四个备选答案

中选出符合题意的答案。

例题：根据以下资料回答问题：

表 2010年三大经济圈产业结构及增长速度（%）

长三角 珠三角 京津冀 全国

占地区

生产总

值比重

增长

速度

占地区

生产总

值比重

增长

速度

占地区

生产总

值比重

增长

速度

占国内

生产总

值比重

增长

速度

第一产业产值 4.7 3.6 5.0 4.4 6.6 3.3 10.2 4.3

第二产业产值 50.6 13.4 50.4 14.5 43.8 15.2 46.8 12.2

第三产业产值 44.7 10.7 44.6 10.1 49.6 11.4 43.0 9.5

三大经济圈中，2010 年三次产业增长速度均超过全国平

均水平的有几个？

A．0 B．1

C．2 D．3

（答案：B。通过比较表格提供的数字，可以看出，三次

产业增长速度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只有珠三角，故正确答案

为 B。)

三、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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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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试卷分为“申论 1”、“申论 2”和“申论 3”，行政执法类

职位申论考试类型为“申论 3”，乡镇机关职位申论考试类型为

“申论 2”，其他职位申论考试类型为“申论 1”。

（一）试卷结构

试卷由注意事项、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三部分组成，考生

根据给定资料，综合运用相关知识进行分析判断、整理加工，

按照作答要求进行答题。试题主要是主观性试题。

（二）测评要素

1. 申论 1

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

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等。

阅读理解能力——全面把握给定资料的相关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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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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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理解把握给定资料所反映

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措施或办法。

文字表达能力——熟练使用指定的语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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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2. 申论 2

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贯彻执行能力、群众工作

能力和应用写作能力等。

阅读理解能力——要求能够准确理解材料的主要内容，对

材料中所涉及的理论、政策、观点及事实本质等有明确的认识，

并进行准确分析和解读。

贯彻执行能力——要求能够站稳政治立场，准确理解上级

要求和工作目标，依据法律、法规、政策等，结合基层实际情

况，提出具体落实措施，有效完成任务。

群众工作能力——要求能够站在群众角度思考问题，善于

了解群众真实诉求，以有效手段组织动员群众，灵活运用各种

措施和办法化解复杂矛盾，解决实际问题。

应用写作能力——要求能够结合材料，根据工作任务，恰

当组织语言，准确、得体、有条理地进行书面表达。

3. 申论 3

主要测查考生的阅读理解能力、依法办事能力、公共服务

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阅读理解能力——准确理解归纳给定资料的主要内容，

对所涉及的观点和事实进行恰当的解释，并作出合理的推断。

依法办事能力——结合执法一线工作实际，遵循依法行

政的原则，综合运用恰当有效的方法完成任务、解决问题、实

现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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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能力——能够全面准确了解公众需求和愿望，

灵活运用各种措施和办法为公众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服务。

文字表达能力——熟练使用指定的语种，对事件、观点进

行准确合理的说明、陈述或阐释。

四、作答要求

（一）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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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指定位置上作答。在非

指定位置作答或用铅笔作答一律无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