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大纲一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68/2021_2022__E5_85_9A_

E6_94_BF_E9_A2_86_E5_c25_168863.htm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实施人才

强国战略、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和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

要求，规范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的科目、测评要素、内

容、方式方法及实施程序，推进党政领导干部 考试与测评工

作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

工作条例》和《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

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有关规定，总结近年来

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工作的经验，结合党政领导干部队伍实

际，针对党政领导干部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能力素质要求和职

位特点，制定本考试大纲。 第二条 本考试大纲是全国党政领

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与测评工作的基本依据。 公

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包括公共科目笔试、专业科目笔试和

面试。 第三条本考试大纲主要适用于地方党委、人大常委会

、政府、政协、纪委工作部门或者工作机构的领导成员或者

其人选的公开选拔考试，中央、国家机关内设的司局级、处

级机构领导成员，县级以上地方各级党委、人大常委会、政

府、政协、纪委、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机关或者工作部门

的内设机构领导成员的竞争上岗考试，以及其他适于公开选

拔和竞争上岗的领导成员或者其人选的考试。 县级以上党委

、政府直属事业单位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的领

导成员的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参照本考试大纲执行。 

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的公开招聘和竞争上岗考试，可参照本考



试大纲执行。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考试

与测评工作在党委（党组）领导下进行，由组织人事部门组

织实施。 第二章 公共科目笔试 第五条 公共科目笔试范围包

括政治、经济、法律、管理、科学技术及历史、国情国力、

公文写作与处理，主要测试应试者胜任党政领导工作必须具

备的基本素质，特别是运用有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

方法分析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 第六条 公共科目

笔试方式与试卷结构如下： （一）测试方式为闭卷。 （二）

试卷满分为１００分或１５０分。 （三）测试时限为１５０

分钟或１８０分钟。 （四）试题难度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

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 试卷中不同难度的试题比例为：较难

试题约占２０％,中等难度试题约占５０％，较容易试题约占

３０％。 （五）试题内容比例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

质的要求确定。 （六）试题类型分为客观性试题和主观性试

题。客观性试题包括判断题、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

择题）等；主观性试题包括辨析题、论述题、案例分析题、

写作题、申论题等。选拔职位的职级越高，主观性试题的比

例应越大。 第七条 公共科目笔试测评要素主要有： （一）理

论素养。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领导工作中需要的其他基本理论

的掌握程度和灵活运用的能力。 （二）公共知识素养。对履

行领导工作职责应具备的公共科目基本知识的掌握程度和具

体应用的能力。 （三）政策法规水平。对党和国家的方针政

策、有关法律法规的理解掌握程度和结合实际贯彻执行的能

力。 （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对领导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进

行全面系统分析，抓住问题实质，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



的解决办法的能力。 （五）文字表达能力。以规范、简练、

清楚、严密、准确的文字表达思想观点的能力。 测评要素比

例根据领导职位对知识和能力素质的要求确定。 第八条 公共

科目笔试内容包括： 一、政治 该部分内容包括马克思列宁主

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

共党史、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时事

政治。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 1．哲学 (１）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 哲学和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与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点 （２）物质和意识 世界的物质性 

意识的起源、本质和作用 物质和意识的关系及其实践基础 （

３）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世界的普遍联系和永恒发展 两种根

本对立的发展观 对立统一规律 量变质变规律 否定之否定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 （４）认识和实践 以实践为基础的能

动反映论 认识和实践的相互作用 认识运动的总规律 真理和检

验真理的标准 真理发展的辩证性质 真理与价值 主体认识能力

（５）社会规律和人的活动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地理环境和人

口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

用 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和人的活动的自觉能动性 （６）社

会基本矛盾和社会形态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 经济基础和

上层建筑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运动 社会形态的划分和更替 （

７）阶级和国家 阶级的起源和实质 阶级斗争在阶级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 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 阶级的消灭和国家的消亡 

（８）社会意识及其形式 社会意识的本质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

立性 社会意识的作用 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 （９）人民群众和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两种历史观的根本对立 人民群众在历史

上的作用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１０）社会进步和人的解放 



社会进步及其标准 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人的本质 人的价值 社

会发展与人的全面发展 2．政治经济学 （１）生产方式与经

济制度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 经济制度及其类型 （２）商品与货

币 商品 货币 价值规律 （３）资本与剩余价值 货币转化为资

本 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资 （４）资本积

累 资本主义再生产与资本积累 资本有机构成和相对人口过剩 

（５）资本的流通过程 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周转 社会资本的再

生产和流通 （６）剩余价值的分割与国民收入分配 利润和平

均利润 商业资本和商业利润 借贷资本和利息 资本主义地租 

资本主义国民收入分配 （７）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 资本

主义基本矛盾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３．科学

社会主义 （１）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成为科学 空想社会主义

的历史功绩及其局限性 两大发现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立 科学

社会主义是关于工人阶级和人类解放的伟大学说 （２）马克

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

必然性 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 未

来社会的发展阶段和基本特征 （３）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

发展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阶段 社会主义在一国数

国首先胜利 民族殖民地问题的理论 新经济政策与社会主义建

设的构想 （４）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

过程 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从一国实践到

多国实践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

主义的复杂性、艰巨性、长期性 （二）毛泽东思想 １．马克

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 马克

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毛

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毛泽东思



想的科学内涵和科学体系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

社会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 农

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３．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 人民民主专政 中国社会主

义改造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两

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 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 中国工业化的

道路 ４．统一战线 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极端重要性 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基本经验 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 民族区域自治和民族团结 实

现祖国统一 ５．人民战争和人民军队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

主要形式 人民战争及其战略战术 人民军队的宗旨、任务和党

指挥枪的原则 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国防 ６．党的领导和党的建

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党的建

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 执政党建设面临的新考验 ７．思想

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思想政治工作的

基本内容和根本原则 ８．政策和策略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从实际出发制定和实行政策和策略 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

中形成的若干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政策和策略原则 ９．国际

关系和外交方针 独立自主的新型外交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反

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 １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实

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和根本点 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

工作路线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１１．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科学认识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

展毛泽东思想 （三）邓小平理论 １．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 马克思主义

在当代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２．邓小平理论的精髓 党的思想路



线的重新确立 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统一 坚持党的思想路线

的重大意义 ３．社会主义的本质与根本任务 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 社会主义的本质 社会主义的根本

任务 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含义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的主要矛盾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５．社会主义改革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

发展 “三个有利于”标准 改革开放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６.

社会主义对外开放 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 中国的发展离不

开世界 对外开放的基本原则 对外开放与自力更生 ７．社会主

义建设发展战略 “三步走”发展战略 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８．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

意义 ９．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 党的领导与人民民主的关系 坚持社会主义基本

政治制度 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１０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

的重要特征 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 １１.“一国两制”构想与祖国统一 “一国两制”科学构

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国两制”构想的主要内容 “一国两制”

构想的伟大实践及其意义 １２．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战略 和平

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按照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１３．社会主义事业

的领导核心和依靠力量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

导 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 巩固和发展



新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 （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１.“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实践基础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形成的历史方位 中国共产党８０年奋斗的基本经

验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基本经验 深化对“三个规律”的认

识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２.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

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

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 党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 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３.“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 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代

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个代表”的内在联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系统的科

学理论 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把

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

系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 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

度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尊重劳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提高对外开放水平 社会主

义政治文明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

统一 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 依法治国和以德治

国相结合 走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

展 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 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党的

建设的总方针 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５．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要求 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 核心在

坚持党的先进性 本质在坚持执政为民 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

态 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五）中共党史 １．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时期 五四运动与工人



阶级队伍的壮大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 民主革命纲领和策略方针的制定 ２．新民主主义革命时

期 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八七会议与土地革命的兴起 农

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辟 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与挫折 遵义会

议与红军长征的胜利 瓦窑堡会议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

制定 延安整风 七大和抗战的胜利 七届二中全会和党的工作重

心的转移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３．从新民主主义

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时期 建国初期的形势和党的任务 过渡时期

的总路线 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 ４．社会主义建设的探

索时期 八大前后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 社会主义建设

道路探索中的失误 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 “左”倾错误的严重

发展 “文化大革命”及其教训 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工作重点的转移 《关于建

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十二大与经济体制改革的

全面展开十三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十三届四中全会

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 十四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目标的确立 十五大与跨世纪的战略部署十六大与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六）党的学说和党的建设 １.马克思主义党的学

说的创立和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党的学说的基本思想 列宁新型

无产阶级政党学说的基本原理 毛泽东党的学说主要内容 邓小

平党的建设理论主要内容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的学说

的发展 ２．党的性质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

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 ３．党的纲领和路线 坚持党的最高纲领与最



低纲领的统一 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 党的政治路线和党的建设的关系 ４

．党的宗旨和群众路线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充分发挥党密切

联系群众的优势 树立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 加强和改进新形

势下党的群众工作 ５．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

和组织的领导 坚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

律的范围内活动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

建设 ６.党的思想建设 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

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 深

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与时俱进 ７．党的干部队伍建设 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作用 

全面贯彻干部队伍“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 党的各级领

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 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必须坚持

的原则 ８．党员队伍和党的基层组织建设 坚持共产党员标准 

党员的教育管理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 党的基层组织在党的建

设中的地位和作用党的基层组织的基本任务 增强党的阶级基

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９．党的民主集中制与党的制度建设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 党的民主集中制

的基本原则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 建立健全党内民主制度 正确

处理民主和集中的关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 加强党内监督 严

肃党的纪律 １０．党的作风建设与反腐倡廉 执政党的党风关

系党的生死存亡 党的作风建设的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

众的血肉联系 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党的作风建设的“八

个坚持、八个反对”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 深入持久地开

展反腐败斗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