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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说明 

事业单位是国家为了社会公益目的，由国家机关举办或

者其他组织利用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教育、科技、文化、

卫生等活动的社会服务组织。我国事业单位涉及领域广泛，

种类繁多，是专业技术人员的主要聚集地。事业单位人才队

伍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依靠力量，是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的有力支撑，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人才保障。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颁布实施以来，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在全国范围内实现了全覆盖。公开招聘制度

是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是事业单位进人的主

渠道。公开招聘考试作为体现公平择优原则的主要手段，社

会各界和广大考生高度关注，人民群众广泛支持。建立健全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制度，积极探索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办法，

增强公开招聘考试的规范性、针对性和科学性，对促进高质

量就业，实现事业单位选人用人考试评价目标，维护社会公

平正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依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

员暂行规定》、《事业单位岗位设臵管理试行办法》、《关于进

一步规范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深

化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意见》的规定和要求，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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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组织多领域专家，从理论和实践两

个方面，对全国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进行了深入地分析研

究，提出了针对不同行业、专业和岗位特点的公开招聘分类

实施意见，研究制定了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公共科目

笔试考试大纲。 

本大纲主要适用于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新进人员，供有关

部门和考生参考使用。 

 

 

 

 

[郑重声明] 

本大纲仅供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实施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分类考试和应试考生备考使用。未经许可，

任何其他组织和个人不得进行印刷出版、转载，不得以盈利

为目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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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公共科目分类考试大纲 

5.1  综合管理类（A 类） 

5.1.1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A类）》 

5.1.1.1  考试性质和目标 

《职业能力倾向测验（A 类）》是针对事业单位管理岗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而设臵的考试科目，主要测查应试人员从

事管理工作密切相关的、适合通过客观化纸笔测验方式进行

考查的基本素质和能力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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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1.2  考试内容与题型介绍 

⑴常识判断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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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测查综合管理基本素质，

涉及国情、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科技等方面。 

例题： 

甲单位招聘乙作为行政人员，下列哪一做法符合法律规定？ 

A．甲单位在乙入职三个月后，与乙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B．甲单位与乙签订期限为两年的劳动合同，约定二个月试用期 

C．乙在试用期内的工资为劳动合同约定工资的百分之五十 

D．在试用期内，甲单位将乙解聘，未向乙说明理由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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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言语理解与表达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准确理解和把握文字材料内涵、进行

思考和交流的能力，包括理解语句之间的逻辑关系，概括材

料主旨，把握主要信息及重要细节，准确和得体地遣词用字、

表达观点等。 

例题 1： 

细节决定差异，但是，过早地______于细节，会使你迷失在不重

要的事物中，所以首先要抓住基础，______细节。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纠结   忽略 B．沉溺   摒弃 

C．致力   考虑 D．集中   发现 

答案：A 

例题 2： 

管理学作为实践性最强的一门学科，是出现在案例之后的。只有

具备真实性、典型性、多维性的案例，才能成为教学中研究讨论的优

秀母本，由此而来的观点因为有扎实案例的支撑，也才具有生命力、

说服力、参考价值。脱离了真实案例而来的任何管理高论都是在浪费

公众宝贵的时间和热情。 

这段文字中‚由此而来‛的‚此‛指的是： 

A．案例 B．实践 

C．管理学 D．研究讨论 

答案：A 

⑶数量关系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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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算和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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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例题： 

某单位共有 160 名员工，该单位在七月份的平均出勤率为 85%，

其中女员工的平均出勤率为 90%，男员工的平均出勤率为 70%，问该

单位共有男员工多少人？ 

A．40 B．50 

C．70 D．120 

答案：A 

⑷判断推理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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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见题型有图形推理、定义判断、类

比推理、逻辑判断、综合判断推理等。 

题型一：图形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套或两套图形，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

析，找出图形排列的规律，选出符合规律的一项。 

例题：  

 

 

 

 

              A     B      C      D 

答案：C 

题型二：定义判断 

每道题先给出定义（这个定义被假设是正确的，不容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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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的），然后列出四种情况，要求应试人员严格依据定义，

从中选出一个最符合或最不符合该定义的答案。 

例题： 

冗余设计是指在人力资源聘任、使用、解雇、辞退、晋升等过程

中要留有充分的余地，使人力资源整体运行过程具有一定的弹性，当

某一决策发生偏差时，留有纠偏和重新决策的余地。 

根据上述定义，以下不属于冗余设计的是： 

A．某物业配电室配备了两个人，即使一人有事外出，也可以保

证有人值班 

B．篮球比赛中双方各出场 5 名队员，但通常每支职业篮球队有

12～15人 

C．某公司每年都会招一批大学生，让他们在各个岗位实习，作

为储备干部培养 

D．设计部的一名员工辞职，公司立即从质检部抽人兼任，同时

人力资源部开始紧急招人 

答案：D 

题型三：类比推理 

每道题给出一组相关的词，要求应试人员通过观察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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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年证︰年龄 

A．资格证︰工作 B．毕业证︰学位 

C．伤残证︰医疗 D．学生证︰身份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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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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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臵疑的。要求应试人员根据这段陈述，运用一定的逻辑推论，

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例题： 

为缓解上下班高峰时段城市交通拥堵状况，某市计划对这一时段

进入中心城区的私人汽车征收 10 元交通拥堵费，该费用将超过乘坐

公共交通工具进入该区域的费用。专家称，很多人会因此选择乘坐公

共汽车或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从而缓解这一时段的交通压力。 

以下各项如果为真，哪项不能削弱专家的论断？  

A．该市公共交通不发达 

B．该市非上下班时段交通拥堵也很严重 

C．中心城区的停车费远高于要缴纳的交通拥堵费 

D．私人汽车车主多为高收入人群，对 10元交通拥堵费不以为然 

答案：B 

题型五：综合判断推理 

每道题给出若干材料，要求应试人员综合运用各种推理

能力，选择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例题： 

材料一： 

有研究人员发现，吃过度加工食物的志愿者摄入的热量，比吃未

加工食物的志愿者多数百卡路里。在两周内，前者的体重就增加 1000

克左右。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过量食用过度加工食物是引起肥胖

的主要原因，与营养成分没有太大的关系。 

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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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项共有 1615 名成年人参加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记录了他们

每天的睡眠时间以及食物摄入量。同时也测量了其他代谢指标，例如

血压、血脂、血糖以及甲状腺功能，此外还记录了他们的体重和腰围。

结果发现，平均而言，每晚睡 6个小时的人比睡 9小时的人腰围粗 3

厘米。研究人员据此认为，睡眠时间过短会导致肥胖。 

材料三： 

一个国际研究小组对参与一项大型心脏病研究的 6500 多人进行

了基因检测。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出现 FGF21基因变异的人，比那些

不携带这种基因的人喜欢吃甜食的可能性高出了约 20%，研究人员据

此得出结论，基因是导致大部分人喜爱甜食的决定性因素，高糖摄入

导致肥胖，因而肥胖的概率也更大，因此基因才是肥胖的决定性因素。 

材料四： 

《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配偶中的一方肥胖，

那么另一方也肥胖的可能性约为 37%。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肥胖是透

过关系网络传染的。 

根据上述材料，回答下列 1〜5题： 

1.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材料一的结论？ 

A.很多营养学家认为导致肥胖的原因是食用了过量的脂肪和碳

水化合物 

B.过度加工食品会扰乱肠道和大脑之间传递的神经信号，导致暴

饮暴食 

C.过度肥胖会使人的身体代谢机能下降，从而更患上与年龄有关

的疾病 

D.过度加工的食物因味道鲜美、方便食用且价格相对低廉而深受

消费者喜爱 

答案：B 

2.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材料三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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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参与检测的人中发现两人出现 FGF21基因变异，样本数量较

少 

B.FGF21基因变异的小鼠在饮食中摄入的蔗糖比例比正常小鼠高 

C.研究人员发现 FGF21 基因变异与嗜酒和吸烟也存在着某种联

系 

D.睡眠不好、压力过大等因素都会导致人们摄入大量甜食 

答案：B 

3.小王认为材料一的结论‚过量食用过度加工食物是引起肥胖的

主要原因‛和材料三的结论‚基因可能才是引起肥胖的决定性因素‛

互相矛盾，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解释小王的疑惑？ 

A.引起肥胖的因素可能同时包括很多种 

B.引起肥胖的主要原因可能同时有多个 

C.决定性因素可以包括多个主要原因 

D.肥胖的因素包括主要因素和次要因素 

答案：C 

4.如果上述研究结果都是可信的，由此我们可以推知： 

A.导致肥胖的因素一定不只有这四种 

B.导致肥胖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基因 

C.导致肥胖的因素既有先天因素，又有后天因素 

D.导致肥胖的因素既有已发现的因素，又有未发现的因素 

答案：C 

5.下列哪项建议，不是基于四项材料的结论得出的？ 

A.平时少吃多锻炼，有利于减肥 

B.保证充足的睡眠时间有利于减肥 

C.和伴侣一起减肥可能更容易成功 

D.吃粗加工或不加工的食品利于减肥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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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资料分析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对各种复合性的数据资料进行综合

理解与分析加工的能力，资料通常以统计性的图表、文字材

料等形式呈现。 

例题：根据以下资料回答问题： 

2010年末，某市民用车辆拥有量达 309.7万辆，同比增长 8.7%，

其中，进口车拥有量 12.54万辆，增长 43.2%。 

2010 年某市民用车辆拥有量 

品  种 拥有量（万辆） 同比增长（%） 

汽车 170.25 15.6 

电车 0.02 -8.8 

摩托车 129.12 0.4 

拖拉机 1.16 0.7 

挂车 3.54 23.0 

其他类型

车 
5.60 12.9 

2010 年末，该市个人车辆拥有量 229.83 万辆，同比增长 9.2%。

个人汽车拥有量 103.85万辆，增长 21.9%，其中个人轿车拥有量 86.54

万辆，增长 21.8%。 

2010年该市新注册车 39.76万辆，同比增长 44.1%，其中新注册

汽车 33.79万辆，增长 50.1%。全年报废车辆 5.81万辆，下降 53.1%。 

2010年末，该市机动车驾驶人员数量为 448.48万人，同比增长

9.2%，其中汽车驾驶人员 412.56万人，增长 13.7%。 

1．2009年末，该市民用车辆中进口车所占比重约为多少？ 

A．5% B．4% 

C．3%   D．2% 

答案：C 

2．下列说法与资料相符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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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0年该市拥有的民用车辆中汽车所占比重超过 6成 

B．2010年该市汽车拥有量大幅上涨的原因是报废车辆数量大幅

下降 

C．2010年该市进口车拥有量同比增速低于民用车辆平均水平 

D．2009年该市新注册车辆数多于报废车辆数 

答案：D 

5.1.2  《综合应用能力（A 类）》 

5.1.2.1  考试性质和目标 

《综合应用能力（A 类）》是针对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公开

招聘工作人员而设臵的考试科目，旨在测查应试人员综合运

用相关知识和技能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5.1.2.2  考试内容和测评要素 

主要测查应试人员的管理角色意识、分析判断能力、计

划与控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 

管理角色意识：对管理岗位的职责权限有清晰认识，能

够从管理者的角度理解、思考和解决问题，具有服务意识。 

分析判断能力：面对工作情境，能够发现和界定问题，

分析问题原因及影响因素，做出恰当的评估和判断。 

计划与控制能力：能够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要求，利用

可支配的资源，设想可以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使工作按预

想的进程和方向发展，以获得期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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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协调能力：能够在管理工作中向有关人员征询意见，

传递信息，施加影响，获得支持与配合。 

文字表达能力：能够根据管理工作需要撰写文稿，准确

和清晰地进行书面表达。 

5.1.2.3  试卷结构 

试卷由注意事项、背景材料和试题三部分组成，以主观

性试题为主。试题内容主要涉及事业单位管理岗位典型的工

作任务，如观点归纳、资料分类、草拟信函、会务安排、应

急处理、联络通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