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预测07公考：行测大变样掌握四原则就通关-公务员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2/2021_2022__E4_B8_93_E5

_AE_B6_E9_A2_84_E6_c26_22637.htm 2007国家公务员考试大

纲行测五类题型变化 主持人：现在中公网的公务员辅导专家

李永新老师和张永生老师已经来到我们的搜狐网，欢迎张老

师、李老师给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 张永生：大家好！ 李永

新：大家好！ 主持人：我们已经做了申论的大纲解读，我想

请教一下张老师，今年的行测有哪些变化呢？ 张永生：通过

与去年的考试大纲对比，无论从整体和细节上都有一定的变

化接下来我会给着重的分析具体有哪些的变化。首先从总体

上看我们会发现2006年的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试实际上行

策分为两种。 一种是行政职业能力一和二，综合执法内考一

的，行政综合管理是行政职业能力一，这两条试卷并无区别

，但是在实践结构上还是有区别的。最明显的就是试卷一，

它考察的是两部分的内容，50%是法律常识，另外的50%是人

文科技常识，一共是20道题。 在试卷二上题量就不是20道题

，而是30道题了。而且比重超过了80%，是这样一种情况。其

他的题型、题量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是在题目上有一

些区别，但是也有一些是相同的。 那么今年实际上它打破了

二元的划分，而统一的考行政能力划分。这是一个比较大的

变化，实际上这个变化要和我们后面讲的常识判断的变化，

是有一定的关系的。通过考试大纲的对比，在试卷结构这部

分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包括实质性的变化和非实质性的变

化。 我现在重点来试卷结构有那些变化，考生应该注意哪些

问题，今后的考试有哪些趋向供广大的网友参选。首先从总



体结构还是几大部分，言语理解、常识判断、知识分析、资

料分析，这几大部分并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这具体的细节上

有一些的变化。我们下面一个一个的来分析。 首先看言语理

解这部分，根据07年考试大纲中的考试结构这一部分，言语

理解这一部分明确的提出，材料是一般包含一段话或一个句

子，要求考生选出与最相符合的一项。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

，材料已经非常的明确，就是一段话或一个句子。那我们考

生应该知道，言语理解这一部分叫言语理解，但是题型还是

有很多的，可以有文章阅读，可以有病句的判断，可以有片

断阅读等等，那么中央国家机关2006年选的题型就是片断的

阅读。 还可以从一个侧面来验证我们的这个判断，就是从07

年考纲的例题实际上是给了两个，一个是标准的片断阅读的

内容，主要是考察考生对所给材料的具体细节的把握。另一

个例题是一个选词填空，这两部分实际上都是属于片断阅读

这个领域的。考察的选词填空也是在片断阅读中选词填空，

所以今年的言语考试的题型已经明确的明确了，这个是大家

复习应该注意的一个问题。 而且还有一个变化，就是说，对

言语理解这一部分的考察要求进行了具体化。写得非常的明

确，包括七个方面，一个是根据材料查找主要的信息技重要

细节，二正确的理解阅读材料中指定词语的语句。第三个是

判断与阅读材料原意是否一致，根据上下文的隐含信息，作

为倾向和目的，这个实际上就是选词填空。 言语理解这一部

分实际上缩小了大家备考的范围，但是缩小了范围，但是对

大家的要求更高，难度就会加大。在考题的过程当中，我们

对这一部分通过研究已经找到了他比较有效的应对方法，主

要是分为两种，一个是原意型的，一个就是主观型的。主观



型的重在理解，作者的意图，原意型的基本的逻辑知识，把

它用到言语理解上去来进行选择。在这个场合，我就简单提

到这一点，这是言语理解的大体情况，变化应该说还是比较

大的。 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数量关系。数量环境从总体上看

是两种题型数字推理和述评预算。而且07年的考纲形成了重

点目的，就是考生对计算判断和推理的能力，就是考察这种

能力。在数字推理这一部分所给的例题不同于去年，但是06

年实际上并没有明确的界定。实际上我们认为这是一种朝着

专业化方向发展的一种倾向，这种题已经越来越专业了。这

就要求我们对其他的数量更加的明确。 数量关系这一部分也

有一些变化。首先是什么呢？我们来看所给的例题和去年所

给的不同。去年的是给的是一个算式，大家把这个结果选出

来就可以。今天是一个运用题。这个向我们透露了一个非常

重要的信息。在结合考试大纲中的说明，我们就可以看出这

种倾向是非常明显的，表明数学运算部分将更加注重考生对

实际问题解决的能力，更加注重基本数学知识的运用。我们

认为这是今年考纲变化，以及今年命题的一个趋势。它不单

纯是考察考生的计算能力，而是要利用数学的基本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这个时候大家就应该注意这种题型的备考。 实际

上数量关系尤其是数学运算这种是这个测试中非常有代表的

，也是难度非常大的题型。在以往我们辅导的过程当中，都

会发现很多的考生对这部分困难是比较大的。实际上我们辅

导思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也是我们一贯所主张的。要求大

家能够不断的丰富自己的题型方法，掌握更多的题型，掌握

这种题型背后的实质性的东西。 真正能够把这种题型吃透，

考试的时候要不断的提升对这种题型的把握。我们认为做这



种题应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一般就是会做，就是你能够

把这个题做出来，但是在考试的实题当中仅仅会做是不可以

的。第二个你不仅要会做，而且要用最简单和最快速的方法

解决这样个问题。因为这样才可以在那样的一个极短的时间

内把考题做完、做对。第三个实际上就是看到问题就能写出

答案，这对一部分的题是可以做到的，前提是你对这个考题

理解非常透彻。 所以还是应该引起大家的更多的重视和精力

放到解决实际问题，基本的运用这个方向。这是数量关系部

分。 第三部分就是判断推理，这仍然是沿用了去年的考法，

四种题型。第一种题型是是图形推理，在考纲的变数上面有

明确的改变，每道题或者给出两套题型要求考生认真的观察

，找出图形排列的规律，选出符合排列规律的一项。06年要

求是这样的，要求考生从四个备考的答案中选出一个最符合

的一个，使图形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这两年的考纲还是有

区别的，今年更加强调的是这种排列的规律。 而且通过他所

给的例题我们可以看出他实际上给的是一个视觉推理的例题

。我们知道实际上图形推理这一部分，我们基本上可以分为

这么几大类。一个是古典的图形推理变化规律，另外就是视

觉推理，第三种是多图形推理，第四种是空间推理或者叫空

间还原，第五种是图形的主拼。实际上今年的考纲给出的是

一个视觉性推理的例题，根据考纲中所描述的，给出一套或

者是两套要求考生认真的观察，找出图形排列规律，我们会

发现今年视觉推理将成为今年考察的重点。 第二种是定义判

断，这两年并无实质性的变化，今年考纲中对这一部分说明

更加简洁，定义判断这部分已经发展得非常成熟，成熟之后

，又要达到一定的区分度，就是对考生的区分、成绩的区分



，难度必然要加大。从去年的考试的情况来看，我们实际上

就可以看到这种倾向了，今年的考纲出来之后我们认为这个

倾向就更加的明确。 定义片断部分我们认为难在什么地方，

从现在的倾向来看主要难在专业背景知识的把握上。虽然定

义判断这个题目中，把这个概念定义已经给了大家。但是实

际上大家如果没有一个非常坚实的背景知识，对于给定了这

样一个概念也不能够准确的把握这个定义，从而就很难把握

。这实际上要求一个更高标准的要求，要求大家有丰富的知

识面。这个背景知识面的提高，是需要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积

累的，需要大家多读书。 定义判断这一部分我们认为它有这

样一种发展的倾向，当然我们所讲的定义判断的解题的基本

方法上，关键的词法还是非常实用的。在这种方法掌握基础

之上，大家要尽量的丰富自己的背景知识，以便对自己的理

解透彻更加有帮助。第三部分就是考内容推理，不考时间排

序，这一部分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所给的例题跟去年是一

样的。实际上大家复习的就是内部的推理时间排序就不考了

。 第四部分也是判断推理中的一个重头戏。就是逻辑判断，

以往叫做演绎推理，这一次考方把它改为逻辑判断，我认为

这是更加科学的。实际上我们在以前的考题当中，把它归入

为逻辑判断，我们认为是更加科学的，而且这种表述向我们

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说逻辑这一部分，对大家

的逻辑性的基础知识要求会更加的严格、更加高。逻辑这一

部分将会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我们去看以往的考题会发现

，在05年、或者是04年以前，演绎推理部分的内容，大家没

有推理的逻辑性的知识，绝大部分的题都可以也对的。从今

年来看如果没有一个逻辑学的基础知识，仅凭对这种材料的



理解是很难判断。今年将演绎推理名称改为逻辑判断，这个

就要求学生在备考的时候，要把逻辑性的基础知识，这个基

础打牢。这样才能在考试当中能够更好的去应对这种题型。

这是第三部分，判断推理。 实际上我们通过这个大纲的分析

可以看出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应该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五

部分就是常识判断，实际上这是07年中央国家机关公务员考

试大纲当中，变化最明显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变化最为明显

。 我们知道我们来看一下2006年考纲，关于常识判断这一部

分如何表述的？06年的考纲说常识判断部分涵盖法律、政治

、经济、管理、人文、科技等方面，主要侧重测查法律知识

涉及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我们再来看今年对常识

这一部分是如何说的，常识判断主要的侧重测查报考者的法

律知识运用能力。经济法、刑法、诉讼法等，实际上他最大

的一个变化在于什么呢，取消了关于常识判断部分涵盖法律

政治、经济、管理、人文科技等方面这样的法，那已经非常

的明确告诉我们，常识判断这一部分就是考察法律常识。 当

然在法律常识领域之内，它扩大了法律常识的考核面。以往

考察的主要是宪法、行政法、经济法、民法、今年加上了刑

法和诉讼法。这个大家应该注意，实际上这个常识判断部分

，它一个最大的变化占有缩小面。常识判断这一部分我们在

以前的辅导当中以及其他的考生所反映的情况一个最重要的

情况，就在于对于复习范围如何把握的问题，我们一贯主张

是什么呢，就是以法律常识为主。 其他的考的人文科技常识

是不可复习的，你复习也是没有效果的，所以我们出的人民

日报版出版的教材上也只有法律常识。其他的实际上中央虽

然在考纲中说，要考察政治、管理等等方面的常识，实际上



实践中没有考察过。今年他把这部分的内容。虽然他把考生

的范围缩小了，但是这个难度降低未必是这样。它只考法律

常识必然会对法律常识难度加大，而且从这个情况上已经看

出这种倾向，虽然叫常识，但是我们实际看06年的考试它不

仅仅是常识这样的情况，已经朝法律和专业性这样的方面发

展。 法律常识的难度会必然加大，这个考试的时候应该注意

大家的重视。有的网友可能会说这种考试是不是对学法律的

同学更加有优势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也不完全的否定，可

能学法律的同学他们有一点优势，但是不会很明显。大家可

以看大纲中的职位表，今年的职位表上我们发现一个非常重

要的信息，具体的职位对专业的要求更加的严格，不限制专

业的职位大幅度的减少。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职位都是有

专业的限制的。就是说你考的职位实际上是跟你所学的专业

的，跟你学共同专业的人在竞争。而绝大部分的情况下不是

在和学其他专业的人在竞争。那么也就是说这种法律常识，

虽然只考这一部分，对这种学法律专业的同学有一点优势，

但实际上并不是非常大。 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所讲的，他跟

行政职业能力测试跟取消这种二元划分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因为在06年一年中法律常识占50%，二卷占80%。今年取消了

这种一、二卷的划分。实际上这两者是统一的。这是常识判

断这一部分，我认为首先又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法律的难度

必然会加大，应该引起重视。而且这个法律知识它毕竟属于

记忆性的东西会更多，大家对最后的划分，可能效果会比其

他的好一些。 这时候我们还要注意一个问题，考纲当中实际

上说得很明确，主要是考的是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大家主

要是复习现行法的一些具体规定，以及这些具体规定在实际



的案例当中的具体运用，这个是大家复习的方向，这一部分

就暂且讲到这里。 资料分析这一部分从表述上并没有实质性

的变化，但是例题不同于去年。06年所给了一个例题，是一

个表格性的例题，今年所给的一个例题是曲线图和柱状图，

这样一个混合的图形。我们在看例题之下所给出的两道题目

，我们会发现一个变化，这两种变化对所给材料的深入的把

握，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题目的综合性更加的强。也就是说你

要综合整个材料的内容，才能够把这个题解答出来。这也是

难度在加大的一种表现，就要求大家对这一部分有更强的一

种把握能力，对材料有一个更强的、深入的、综合性的把握

。这是资料分析这一部分。 资料分析这一部分根据我们以前

的研究情况来看，应该说绝大部分的情况，不存在大家不会

做的问题，关键是在那样一个极短的时间内，能够准确的、

快速的做出题目。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些基本的方法，要区分

这种精算和估算。精算就是要给出一个非常精算的数值，估

算我们只需要算出一个大概的数值，这个数值可以将其他的

选项排除掉就可以了。至于如何区分，什么样的情况下，精

算什么样的情况下估算，我们经过选项来判断，主要的是通

过选项来判断。我们给四个数值差距非常大，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估算，因为我们估算出一个结果，我们估算

的结果哪个最接近这其中四个相近我们就可以排除掉。选项

中所给的四个选项数值非常的接近，我们通过估算是无法排

除的。可能你得出的结果和其他的四个都是接近的，这个就

没有办法进行估算。要通过材料中所给的具体的数值来判断

是否进行估算。而他给的数值是一万零几，我们就可以把它

看成是一万。比如说他给的是九百多，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



把它看成一千，这个在运用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大大的提升我

们的速度。 在结合选项差者的情况下我们的准确率也不会有

问题。这种备考一定是要从这个角度去把握才可以。这个是

在试卷结构上的变化，中央机关在行政考试这一部分将更加

的规范了，而且在更加的注重考生能力的测查，我们认为这

种难度也会更大，对考生的要求也将更高，大家应该认真备

考，认真对待。 主持人：下面我们又请到中公网的专家李永

新老师谈谈行政测验在大纲变化基础上，在考生备考的角度

应该如何的调整？ 李永新：这个问题其实很关键，刚才张老

师讲到了我们大纲的一些新的变化，也简单的谈了一些我们

应该注意的地方，但是这里面作为考生在新的变化当中的情

况下，我们怎么才能够快速有效的提高自己的分数，这里面

还有一些新的要求。我觉得这里面第一个要把握总体的精神

，这个精神非常的明确。无论在题型的变化上，题量的变化

上，就只有一个，就是要提升能力。我们通常讲叫难度增加

，但是从研究的角度来讲，叫提升的能力。考生在备考上面

首先要抓住一个，就是应对能力，这个大家应该好好的备考

，我觉得有这几件事大家要注意好。第一个针对现在变化，

演绎推理变成了一种逻辑，这个就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

为，这个逻辑由演绎到逻辑的变化我们要把它分清楚，逻辑

分成什么，要掌握清楚，分为演绎推理和逻辑推理。就是三

大论，这是演绎推理，所谓可能性的推理，包括削弱、加强

、支持、反驳、推理，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和变化，你马上就

应该应到我在备考上应该把这些题型的内容全面的掌握，这

是一条线。一个由演绎推理概念变为逻辑概念，会有很大的

不同丰富的变化，所以我们要把这些全部题型掌握。削弱、



加强、支持、反驳、推理，还有矛盾全面的掌握。这是逻辑

的一条线的变化，题型有丰富的变化，在备考上一定要全面

的应对全面的学习。另外一方面大家还要掌握方法，不同的

题型有不同的方法，该用矛盾法的就用矛盾法、假设法、特

殊值法、计算法、引证法、分析法等等我们说了矛盾八法。 

所以你在做应对这样一个新的变化的时候，既要掌握题型的

变化和丰富的变化另外一方法还要掌握基本方法。第二块数

学运算，历来都是国家机关的重要难点。我们分析我们发

现06年也好，和05年的变化和去年和今年的变化也好，虽然

在大纲中没有直接明确讲，他一定会有一些新的题型出现。

你比如说去年我们出现了一些新题型，今年在去年这个基础

上还要出现一些新的题型。比如说日期、在数等等在这个上

面，还要出一些新的题型，所以大家要关注，要把重点放在

新的题型重点和分析上。第三块也有一些表达，07年考纲大

家可以看到，很有可能会出一些选词思维填空。但是我们发

现这个选词还不一样，严格叫语句连贯，空一句话也好，这

种情况很有可能出现，我们07年会保持一种态势。这样的一

个语句也好，在整个的材料当中是否符合作者、或者材料的

意图。所以对这种题型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简单的理解为

一种选词填空，还要把重点放在对语言的理解上，这是解决

言语表达非常关键的一点。 其实我觉得坦诚的讲，对行策表

达得好要抓三个基础，数学、语言和逻辑。我谈了三个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刚才张老师反复讲到强调常识这一块。 张

永生：重点强调的就是首先考的范围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明确

了，就只考法律常识。我们认为对考生来说，从复习角度来

说，大家有一个明确的范围，大家集中精力去看某一部分，



但是在难度上会加大。其实从前两年对考试的题的变化上，

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趋势，今年的考纲出来之后这种趋势会

更加的明确。已经会超出常识这样一个层面，朝着更加专业

化的方向发展。而且涉及面会更广，从去年的宪法、行政法

、民法、经济法，到今年的宪法、民商法、刑法、经济法、

诉讼法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扩大了范围这个应该是大家注意

的。在最后备考的时候大家也应该注意，应该是选择一个比

较好的复习材料，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大家不能够有

一个不能好的教材的话，至少要看一些重要的法律文本。比

如像宪法、民法通则、合同法、公司法，行政许可法、公务

员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

，刑法里面有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这些大家是必须要

看的。对一些非法律专业的同学，这一方法的难度可能会更

大一些，这个时候大家应该做一个比较系统的备考，起码对

这种法律和部门法和具体的法如何规定的，应该有一个基本

的把握。只有在这个基础之上才能定一些运用的办理题目。

实际上对这些法律常识提高了更多的要求，这个是考生应该

非常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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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