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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常考要点

公文

1．公文作者的法定性是指公文不是任何个人都可以任意制发的，它是由法定的作者制

成和发布的。

2．涉密公文：（1）秘密公文（2）机密公文（3）绝密公文

3．公文的稿本是指公文的文稿（草稿、定稿）和文本。

4．公文格式各要素划分为版头、主体、版记三个部分，共由份号、密级和保密期限、

紧急程度、发文机关标志、发文字号、签发人、标题、主送机关、正文、附件说明、发文

机关署名、成文日期、印章、附注、附件、抄送机关、印发机关和印发日期、页码等 18 个

要素组成。

5．决定：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销下

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6．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7．通告：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8．通知：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批转、

转发公文。

9．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

10．公文处理工作是指公文拟制、办理、管理等一系列相互关联、衔接有序的工作。

公文处理工作应当坚持实事求是、准确规范、精简高效、安全保密的原则。

事业单位

1．事业单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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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按照社会功能的不同可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为三个类别：（1）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

位。（2）经营服务类事业单位。（3）社会公益类事业单位。

3．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脱钩、分类、放权、搞活”。

4．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1）建立以聘用制为基础的用人制度。

（2）建立形式多样、自主灵活的分配激励机制。贯彻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

合，扩大事业单位内部分配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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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多层次、多形式的未聘人员安置制度。坚持以内部消化为主的原则。

（4）建立符合事业单位特点的宏观管理和人事监督制度

5.事业单位直接考核的方式招聘的人员：

（l）具有研究生学历或者硕士及以上学位的人员。

（2）具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

（3）具有技师及以上工人技术职务的人员。

（4）按照单位经费来源平行流动和顺向流动的人员。

6.回避制度

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凡有下列亲属关系的，不得在同一事业单位聘用至具有直接上下级领

导关系的管理岗位，不得在其中一方担任领导人员的事业单位聘用至从事组织（人事）、纪

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岗位，也不得聘用至双方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人员的从事组织（人

事）、纪检监察、审计、财务工作的内设机构正职岗位：

(1) 夫妻关系；

(2) 直系血亲关系，包括祖父母、外祖父母、父母、子女、孙子女、外孙子女；

(3)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包括叔伯姑舅姨、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

侄子女、甥子女；

(4) 近姻亲关系，包括配偶的父母、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子女的配偶及子女配偶

的父母、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配偶；

(5) 其他亲属关系，包括养父母子女、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及由此形成的直系血

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和近姻亲关系。

7.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 3年以上的，试用期为 12个月。

8.聘用单位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1）在试用期内被证明不符合聘用条件的；

（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个工作日，或者 1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个工

作日的；

（3）未经聘用单位同意，擅自出国（境）的，或者出国（境）后未经聘用单位同意逾

期不归的；

9.聘用单位不能解除聘用合同的情形：

（1）患职业病或者因公（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2）患病或者非因公（工）负伤，在医疗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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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10.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业技术岗位和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

11.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工资和薪级工资为基本工资）、绩效工

资和津贴补贴。

1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考核内容包括德、能、勤、绩、廉五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

绩。

13.年度考核结果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 4个等次。聘期考核结果分为合

格和不合格 2个等次。

14.奖励原则及种类：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主的原则。

奖励种类为：嘉奖、记功、记大功、授予称号。

15.人事争议处理工作渠道主要包括：1.人事争议协商；2.人事争议调解；3.人事争议仲

裁：4.人事争议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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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建设

1.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内容：坚持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

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德、个人品德为着力点，以培育“四有公民”为目标，以诚实守信为重点。

2.公民道德基本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

3.社会公德：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

4.职业道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热情服务、奉献社会。

5.家庭美德：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互助。

6.个人品德：爱国奉献、明礼遵拠、勤劳善良、宽厚正直、自强自律

经济学常识

1.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计划配置和市场配置，即计划调节

和市场调节。

2.市场机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主要由价格机制（核心）、供求机制、竞争机制和风

险机制等构成。

3.影响需求的因素：该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互补品、替代品）

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该商品的价格预期等。

4.边际效用递减规律指在一定时间内，在其他商品的消费数量保持不变的条件下，随着

消费者对某种商品消费数量的增加，消费者从该商品连续增加的每一消费单位中所得到的效

用增量是递减的。

5.宏观调控的目标主要有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稳定物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其中，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最主要的目标。

6.通货膨胀是货币（纸币）的发行量超过流通中实际所需要的货币量而引起的商品和劳

务的价格普遍和持续上涨的现象。其实质是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公考路茫茫    鸿途来导航

鸿途之路 与你携行 咨询服务：028-8440 0955



5

7.财政政策的运用

经济形势 财政政策 具体措施

经济萧条

（通货紧缩）
扩张性财政政策

财政收入

（只考虑税和债）

税：减少税收

债：增发国债

财政支出
政府购买：增加

转移支付：增加

经济过热

（通货膨胀）
紧缩性财政政策

财政收入

（只考虑税和债）

税：提高税率

债：减少国债

财政支出
政府购买：减少

转移支付：减少

8.货币政策的运用

政策工具
经济萧条（通货紧缩） 经济过热（通货膨胀）

扩张性货币政策 紧缩性货币政策

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降低 提高

再贴现率 降低 提高

公开市场业务 买入债券 卖出债券

利息率 降低 提高

9.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该系数是经济学家提出的测

定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指标。

10.恩格尔定律指出：在一个家庭或在一个国家中，食物支出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随着

收入的增加而减少。用弹性概念来表述恩格尔定律可以是：对于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来说，

富裕程度越高，则食物支出的收入弹性就越小；反之，则越大。

国情、省情

1．中国疆域面积广大，陆地面积有 960万平方千米，还有 37万平方千米的海洋国土。

在世界各国中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是世界第三大国，第四位为美国。

2．主要岛屿：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是我国三大岛屿，其中台湾岛是我国第一大岛，

被誉为“宝岛”。

3．主要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云贵高原、黄土高原。

4．鄱阳湖（赣））、洞庭湖（湘）、太湖（苏）、洪泽湖（苏）、巢湖（皖）为我国五大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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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湖泊，其中鄱阳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

5．我国共有 56 个民族，其他 55 个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民族分布的特点是大杂居、

小聚居、交错杂居。其中云南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有 25 个世居少数民族。我国

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壮族。

6．中国五大宗教为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和伊斯兰教。

7．四大佛教名山：五台山（山西）、九华山（安徽）、普陀山（浙江）、峨眉山（四

川）

8．四大道教名山：青城山（四川）、齐云山（安徽）、龙虎山（江西）、武当山（湖

北）

9．四大石窟：莫高窟（甘肃敦煌）、云冈石窟（山西大同）、龙门石窟（河南洛阳）、

麦积山石窟（甘肃天水）

10．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

11．社会主义基本路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

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

12．严控三条控制底线：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

13．3 个民族自治州为：阿坝州、甘孜州、凉山州。

14．4 个自治县（木里藏族自治县、峨边彝族自治县、马边彝族自治县、北川羌族自治

县）。

15．民族：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唯一的羌族聚居区，藏族聚居人口仅次于西藏。

16．古蜀文明：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神鸟”被批准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广汉三星堆遗址（其鼎盛时期的代表）

17．著名的平民教育家、被国际学术界并列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

大名人”之一的晏阳初（巴中人）。

18．四川整个的地理概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呈现出“西高东低”、“四周高，中间低”

的地势大观。

19．湿地：四川湿地资源极其丰富，主要类型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沼泽和沼泽化草

甸湿地及库塘四大类。全省单个面积大于 100平方千米的湿地共有 51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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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河流：四川共有大小河流 1419条，号称“千河之省”或“千水之省”。长江横贯

全省，也是流经四川最大的河流。宜宾以上称金沙江，宜宾至湖北宜昌河段又名川江或蜀江。

21．旅游资源：四川有 3处世界自然遗产，即九寨沟、黄龙和大熊猫栖息地；有 1处世

界文化遗产，即都江堰—青城山；有 1 处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即峨眉山——乐山大

佛。加入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网络的保护区有 4处（九寨、卧龙、黄龙、稻城亚丁）。

22．20.秦汉时期，巴蜀文化得到空前发展。最突出的标志是，汉景帝时蜀郡守文翁在

成都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官办学校“蜀郡郡学”，又称“文翁石室”。

常识

1.三次科技革命时期

第一次科技革命 第二次科技革命 第三次科技革命

开始时间 18 世纪 60 年代 19 世纪 70 年代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

理论基础 牛顿力学原理 电磁感应原理 爱因斯坦相对论原理

产生标志 纺织机的使用 电力的广泛使用
原子能、电子计算机、

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

进入时代 蒸汽时代 电气时代 信息时代

2.光学现象

光学现象 原理与应用

光的反射
光在两种物质分界面上改变传播方向又返回原来物质中的现象。

镜子、水面的倒影、月光下的水坑、潜望镜。

光的折射

光从一种透明均匀物质斜射到另一种透明物质中时，传播方向发生改变的现象。

凹凸透镜、水中的筷子、水中的鱼、海市蜃楼、彩虹、渔夫插鱼要插鱼的下方。

光的散射
光通过不均匀介质时一部分光偏离原方向传播的现象。

晴天的时候天空是蓝色的。

直线传播
光在同种均匀媒质中沿直线传播。

手电筒的光、影子的形成、小孔成像、日食、月食、激光准直、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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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营养物质：碳水化合物（糖类）、油脂、蛋白质、维生素、水和无机盐（矿物质）是

人体所需的六大营养物质。

4.酒越陈越香，因为的主要成分是乙醇，把酒埋在地下，保存好，放置几年后，乙醇就

和白酒中较少的成份乙酸发生化学反应，生成的乙酸乙酯具有果香味。

5.气象灾害预警信号，根据紧急程度和发展态势一般划分为四级：Ⅳ级（一般）、Ⅲ级

（较重）、Ⅱ级（严重）、Ⅰ级（特别严重），依次用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表示

6.生物工程主要包括遗传工程（基因工程）、细胞工程、微生物工程（发酵工程）、酶

工程（生化工程），以基因工程为首要标志。

7.激光治疗的主要优点是不出血或少出血，而且作用区域小，不伤害周围的健康组织，

病人无痛苦、无感染，病源扩散几率小等。

8.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9.五经：《诗经》《尚书》《礼》《易》《春秋》。

10.《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年间，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作者司马迁，

首创“纪传体”，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鲁迅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

离骚”。

11.“四大奇书”：《三国演义》（罗贯中）、《水浒传》（施耐庵）、《西游记》（吴承恩）、《金

瓶梅》（兰陵笑笑生）

12.李时珍《本草纲目》，记载药物一千八百多种，方剂一万多个，全面总结了 16 世纪

以前的中国医药学，被誉为“东方医药巨典”。

13.《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合称为“乐府双璧”。

14.大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

15.五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

公考路茫茫    鸿途来导航

鸿途之路 与你携行 咨询服务：028-8440 0955

http://www.5ykj.co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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