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　言 １　　　　

前　言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欲看日出守拂晓,今朝公考奋起时

漂泊在茫茫公考大海上,苦苦找寻上岸之船的你,内心渴求一座能够指引方向的灯塔.而紧贴考情、立

足权威的«２０１８年江苏公务员考试一本通»,正是那座照亮你上岸之路的灯塔.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一直秉持着与最新真题接轨的理念,囊括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最全面、

最前沿的考试内容,书中不仅有详实新颖的考点讲解,更有实用易懂的技法呈现.在公考之海上,它将载着

你乘风破浪、实力通关.

 特色一览 

本书突破了现有公考辅导教材的单一讲解模式,内容呈现出如下亮点:

一、思维导图攻克难题壁垒

　　掌握图形推理的

常见规律,做题时挖掘

共性、寻找特殊,图形

规律敏感度将逐渐内

化于心、得以强化

二、知识新颖囊括最新热点

　　常识判断网罗诸

多领域热点和最新考

点,填补空白、清除盲

区,不断提升考生的知

识储量和对选项的判

断力

第三节　建军９０周年

考点梳理　

２０１７年８月１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９０周年纪念日,南昌是“军旗升起的地方”.下面简要梳理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历程.

　　一、南昌起义

１９２７年８月１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由我党掌握的武装力量在南昌举行起义,
打响了中国共产党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

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二、秋收起义

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是由毛泽东在湖南东部和江西西部领导的一次武装起义,是中共党史、军史上的三

大起义之一.秋收起义在全国第一次打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旗帜.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广
州起义标志着我党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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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维一体剖析申论脉络

传技巧

精讲各类题型作答技巧

专题八　作文的标题、开头与结尾

　　一、标题

　　(一)标题写作的要求

１．扣题

根据给定的主题、句子揭示的内容、给定资料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以及作答要求来写.当作文的题

目要求与给定资料内容有差异时,更应该按照题目的要求来写作.

２．显旨

显旨是申论作文的主体要求.标题创作要求直观,能够直接体现主旨,否则很难让阅卷老师在短

时间里理解考生所表达的涵义.

３．醒目

标题不宜过长,一句话或两句话皆可.醒目,即做到单句尽量坚定有力,双句尽量对仗,亮明观点,

表明态度,明确要求.这样才会给阅卷老师留下深刻的印象.

拓视野

线上线下结合拓展阅读

真　题 资料主题 拓展阅读

２０１７年江苏
创 新 基 层 公

共文化服务

«创新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方式»,中国文化报,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４日

«新常态下,公共文化服务如何更精彩»,光明日报,２０１５年８月１日

«让公共文化服务真正姓“公”系列评论»,新华网,２０１７年１月１日

２０１６年江苏
社 会 风 气 与

家风

«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人民日报,２０１６年２月１９日

«家风乃吾国之民风»,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４日

«家风家教能促进法治建设»,光明日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８日

巧借鉴

优质申论范文指导写作

　　【习题】

请根据“背景资料”,以“文化自信”为话题,联系实际,自选角度,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不拘泥于材料,论述深刻,总字数１０００~１２００字.
【高分范文】

坚定文化自信　彰显大国魅力

　　从张骞出使西域到郑和七下西洋,从玄奘西行到鉴真东渡,先人们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中传承

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使其成为人类文明百花园中的瑰宝,更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核心.然而今

天,一些洋节日在中国大行其道,而我们的很多传统节日则被冷落遗忘,中华传统文化正遭受着外来文

化的冲击.为此,我们必须守住文化之根,坚定文化自信.

 优质服务 

我们的网站与微信公众号每天为大家奉上最新的考试资讯、考试资料和线上课程等,欢迎访问与关注.

名称 学宝教育江苏公务员考试网 学宝云课堂视频课程 学宝在线题库 微信公众号

网址 www．jsgwy．com．cn www．chinaexam．org exam．chinagwy．org jiangsugwy

二维码

　　书中难免存在疏漏与不足,欢迎大家积极来信批评指正,我们会在您的支持下不断做出精品.

最后,祝愿广大考生金榜题名,马到成“公”!

编　者

２０１７年３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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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六　概括特定内容类 (３９１)

　　专题七　概括主要内容类 (３９４)

　　专题八　概念解释类 (３９８)

　　专题九　拟写标题类 (４０１)

　　　　巩固强化 (４０５)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０７)

第二节　综合分析类试题 (４０８)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４０８)

　　专题二　题型精讲 (４０９)

　　专题三　误区规避 (４２３)

　　　　巩固强化 (４２５)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２７)

第三节　提出对策类试题 (４２８)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４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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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题二　题型综述 (４２８)

　　专题三　方法精析 (４３０)

　　　　巩固强化 (４３５)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３６)

第四节　应用文写作类试题 (４３７)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４３７)

　　专题二　党政机关公文 (４３７)

　　专题三　公关礼仪文书 (４４４)

　　　　巩固强化 (４５２)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５４)

第五节　作文论证类试题 (４５６)

　　专题一　考情及趋势分析 (４５６)

　　专题二　申论作文的特点与阅卷规则 (４５６)

　　专题三　审题立意 (４６０)

　　专题四　立意三维度 (４６２)

　　专题五　内容三要素 (４６３)

　　专题六　如何写分论点 (４６７)

　　专题七　论据的选择 (４７１)

　　专题八　作文的标题、开头与结尾 (４７５)

　　　　巩固强化 (４８２)

　　　　巩固强化参考答案 (４８５)

第五章　作答能力提升 (４８８)

第一节　写作亮点 (４８８)

　　专题一　核心方法 (４８８)

　　专题二　亮点收集 (４８９)

第二节　报摘素材 (４９２)

　　专题一　读报园地 (４９３)

　　专题二　报摘主题 (４９６)

第三节　锤炼表达 (５０１)

第六章　申论热点解读 (５０６)

第一节　分享经济 (５０６)

第二节　河长制 (５０８)

第三节　网络扶贫 (５１１)

第四节　创意文化产业 (５１３)

第五节　坚守生态保护红线 (５１６)

第六节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 (５１９)

第七节　工匠精神 (５２１)

第八节　文化传承助推城市创新 (５２３)

第九节　建设美丽乡村 (５２５)

第十节　治理庸政懒政 (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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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塑造中国品牌 (５２９)

第十二节　雾霾治理 (５３１)

第十三节　政府 APP工程 (５３４)

第十四节　国学“入教” (５３６)

第十五节　文化养老 (５３７)

第七章　高分范文评析 (５４１)

第一节　文化自信 (５４１)

第二节　互联网＋政务 (５４３)

第三节　长征精神 (５４４)

第四节　品牌经济 (５４６)

第五节　勤俭节约 (５４８)

第六节　传统文化教育 (５５０)

第七节　旅游文化 (５５２)

第八节　网络文化 (５５３)

第九节　公务员责任意识 (５５５)

第十节　信息化建设 (５５７)

第十一节　文化发展中的法治思维 (５５９)

第十二节　文化产业发展 (５６１)

第十三节　法治型政府 (５６２)

第十四节　现代农业 (５６４)

第十五节　互联网经济 (５６６)

第八章　最新考试真题 (５６８)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A、B、C类合卷) (５６８)

２０１７年江苏省录用公务员考试«申论»真题卷(A、B、C类合卷)参考答案 (５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