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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备考一点通

一、申论概述

申论是一种选拔人才的测试方式，测查从事机关工作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的考试科目。

申论主要考察五大能力，分别为归纳概括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贯彻

执行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而这五大能力主要通过归纳概括题、综合分析题、提出对策题、

应用文写作题、文章写作题进行考查。从难度来讲，归纳概括题和提出对策题相对简单，综

合分析题、应用文写作题、文章写作题相对较难。考生备考时，基础阶段最好分模块突破，

对于自己的薄弱环节有一个清晰地认知。

二、考情考务

2007-2018 深圳市公务员考试申论历年主题

年 份 材料数量及字数 深圳热点问题（政府与民生）

2007 年 3 则材料，3890 字。 民生类-银行业务问题

2008 年 4 则材料，7035 字。 生态类-污染治理问题

2010 年 7 则材料，6138 字。 民生类-社会医保问题

2011 上 8 则材料，5800 字。 民生类-慈善事业问题

2011 下 26 则材料，6000 字。 文化类-“大运会”与民生

2012 上 24 则材料，5630 字。 民生类-民主权利问题

2012 下 16 则材料，5602 字。 民生类-民主权利问题

2013 上 16 则材料，4422 字。 民生类-管理救助教育

2014 上 18 则材料，4665 字。 民生类-法治化城市建设

2015 年 1 月(A) 16 则材料，4752 字 文化民生类-创新创业

2015 年 1 月(B) 16 则材料，4618 字 文化民生类-创新创业

2016 年 1 月(A/B) 15 则材料，5301 字 城市建设（国际化+人才）

2016 年 4 月(硕博) 19 则材料，4148 字 城市建设-深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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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五大题型及备考技巧

(一)归纳概括：提高阅读能力，精确找点

归纳概括是对给定资料的概括、提炼、加工。概括指通过特例推出一般结论；提炼是化

繁为简；加工是找到要点后的合并过程。归纳概括题中最常考的是归纳问题、归纳原因、归

纳影响等，也会结合提出对策题综合考察。归纳概括题的常规要求是要点齐全、语言简洁、

条理清晰。只要严格按照题干、要求，问什么答什么，去材料中找要点，再将要点按照一定

条理进行加工，就能得到不错的分数。

例：（2014 年深圳市考）仔细阅读“材料 8”，根据所给内容及各段联系，依次为留有

下划线的四个段落拟出标题。（20 分）要求：（1）文字精炼，用词准确；（2）结构合理，有

逻辑性；（3）每个标题不超过 30 字，并标明段落序号。

【参考解析】

1.完善法律法规，科学调研，广开言路，以立法规范文明行为。

2.创建文明城市，组织活动，全民参与，提升市民文化素养。

3.加强宣传教育，舆论导向，群众监督，借媒体营造良好氛围。

4.优化组织领导，权责明确，强化监督，靠制度落实创建工作。

(二)综合分析：不同题型的思路+极强的分析能力

在申论的五大题型中，最让同学们感觉棘手的，除了最后的文章写作之外，恐怕就数综

合分析题了。综合分析，顾名思义，在作答的过程中必然要分两部分进行作答，首先是“综

合”，即要对作答对象首先有一个简单的解释，其次是“分析”，即是对于“综合”过程所

做的总体解释进行具体论证。一般情况下，还需要完成第三步，即谈谈“怎么办”。无论何

种的综合分析，其第一步往往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亮明自己的态度，称之为“是什么”。第

二步是论证观点，说明自己的理由，一般在综合分析的论证部分说说现状、原因、影响等等，

称之为“为什么”。第三步是落实观点，我们的落实观点部分往往是对策，也就是具体的做

法，在落实观点这个部分我们也称之为“怎么办”。

2016 年 12 月(硕博) 10 则材料，4368 字 城市建设-国际化竞争力

2017 年 3 月(A/B 卷) 16 则材料，5346 字 民生类-（政府+互联网）

2018 年 3 月（A/B 卷） 15 则材料，5408 字 生态类-（美丽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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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综合分析虽然要点很散，不易找到，但是在思维清晰的情况下，根据申论的特征概

括材料相应内容还是很简单的，要做的就是：首先，明确材料对于某一话题的价值取向，以

此来作为我们提出观点部分；其次，找到材料中出题人关于话题的论述部分；最后，在材料

中概括出出题人认为对于这一话题我们该怎么做。综合分析考验的就是大家耐心、细心、分

析材料的能力，望大家多多练习!

例：（2011 年 5 月深圳市考）“材料 2”中徐永光和陈光标分别提到“慈善的暴力行为”

和“暴力慈善”，请结合材料 2，谈谈两者有什么不同。（20 分）要求：不超过 150 字。

【参考解析】

一、含义不同：

1.慈善的暴力行为：以牺牲受赠人的尊严谋取名利或商业利益的慈善作秀行为；

2.暴力慈善：用高调的捐款行为刺激中国富人，通过施加压力，使其加入慈善的队伍，

推动慈善事业的进步。

二、方式看法不同：

1.前者为批判与讽刺，后者为自我开脱与辩解。

2.前者认为未通过基金会捐款，渠道不正规，后者辩称慈善最大化。

(三)提出对策：总结思路找出方法

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要求借助自身的实践经验或生活体验，在对给定资料理解分析

的基础上，发现和界定问题，作出评估或权衡，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措施。具体的作答方

法有三种：第一种直接对策只需要从原文中直接找出，此种方法最为简单易行，虽不一定适

用于每道题的每一个要点，但基本大多题都会有所涉及。第二种间接对策相对复杂，需要适

度的言语转换，其中包括问题推对策，原因推对策，经验教训推对策三种间接推导方法。第

三种自创对策是当材料中无直接对策的关键词汇也无可间接推导的问题、原因、经验教训，

便需要动用个人经验及知识储备，进行填充扩展，根据原文涉及的点去展开。

例：（2013 年深圳市考）请仔细阅读材料 9，针对该人大代表的“呼吁”，提出切实有

效的解决措施。（25 分）要求：1.综合考虑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2.500 字以内。

【参考解析】

1.工会部门应丰富外来务工者业余文化生活，建立文化设施，组织定期的职业技能培训，

联合企业组织有利于员工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培养打工者的兴趣爱好；

2.政府完善劳动保障制度，给打工者提供住房等福利补贴，减轻其生活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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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政府教育部门降低外来务工子女入学的门槛，公平享受城市教育资源，促进家庭团聚，

鼓励外来务工者以家庭为单位打工；

4.加强与输出地政府合作，推动共同发展。联合输出地通过税收、政策优惠推动输出地

企业的发展，提供就业岗位，促进经济发展的均衡，引导务工者回流。

5.执法部门严格执法，完善对外出打工人员登记制度，便于加强日常监督与管理，消除

安全隐患，严惩非法同居行为；

6.妇联部门加强日常宣传教育工作。关怀外来务工妇女心理情况，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人

生观、家庭观，解决家庭矛盾。

7.政府部门应提倡带薪休假制度，鼓励务工人员常回家夫妻团聚。

(四)应用文写作：本质是归纳概括+格式

应用文写作题的本质是归纳概括+格式。因此，应用文写作题目要想得高分，阅读理解

和归纳概括能力仍是王道，在掌握了扎实的归纳概括能力基础上，考生对各个类型的公文格

式亦需要重视，此处，仅向考生介绍一类通用格式，考生在遇到此类题型时，结合具体题目

要求灵活使用即可。

通用格式包括标题、称谓、正文和落款四个部分，常用格式如下：

1.标题

标题的形式一般为“发文机关+关于+事由+的文种”，格式上应居中书写。

2.称谓

即主送机关(发文对象)，应该在写完标题后，另起一行居左顶格书写，并在称谓后加冒

号。

3.正文

是应用文写作题主体部分，通常由开头、主体、结语三部分组成。

(1)开头

开头，介绍背景、现状、问题，重要性等。常见开头的表达形式主要有这三种，第一种

根据式：常表达为“根据……”、“按照……”，第二种，目的式：常表达为“为了……”、“为……”，

第三种原因式，是指介绍背景、问题、分析重要性必要性等，这种开头在考试中更为常见，

如让我们写一个节水的倡议书，常常可以以当前水资源短缺和浪费的现状作为开头。

(2)主体

应用文写作题的行文主体部分大多依据题目要求列举相关事项，阐明事实、理由或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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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等。一般来讲，讲话宣传类贯彻题型的主体部分主要是罗列讲话的内容(包括问题、原

因、影响、对策等)；指导意见通知类贯彻执行的主体部分主要是总结工作成绩及问题，并

重点阐述具体工作内容等。总之，具体应用文写作题型的行文主体内容需要考生依据题目的

命题意图，结合材料具体内容，去提炼相关要点，加工书写即可。

(3)结语

常提出呼吁、希望、要求等，且常使用公文习惯用语。具体结语的内容需要根据文种和

题目要求进行书写，有时结语也可省去。

(五)文章写作：立意+语言表达是文章评分高下之关键

申论文章即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之所以客观是因为立意有很多个但最符合给定资料

和命题人原意的立意只有一个，之所以主观是因为结构和论证方式多种多样。因此申论要得

高分文章必须写得好，文章写得好，立意必须精准，表达必须有力，结构必须清晰。

申论文章的一种典型结构——引论→分析问题→论述解决问题→结尾

1.引论

引论是指文章的开头，开头部分应该怎样写，这里首先要强调的是，申论文章讲求时效

性，讲求开门见山，一般用一两个自然段引出主题。申论文章要有开门见山直入主题的开头，

同时开头要力争做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三种申论文章开头的常见写法：

第一，引用名言开头 这里强调的是：申论文章中的引用部分要尽可能是“时代最强

音”，因为时代的最强音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高瞻远瞩、统领全局、深入总结实践经验、反

复调查研究的智慧的结晶，是我们时代的主旋律。当然是我们工作的指导思想，也是我们申

论文章有力的论据。

第二，举例开头 举实例作为文章的开头是申论文章中常用的一种方法，这种例子可以

是给定材料中的，也可以是世人皆知的材料以外的内容，但一定强调事例本身的说服性、典

型性。这里再强调一点，开头所举事例要尽可能做到语言生动、内容精练、举例典型、直入

主题。

第三，直接分析论述开头 在一些情况下，直接对问题进行深入论述，同样也是一个很

好的开头办法。申论文章讲求时效性，直接深入论述也不失是一种很好的真正“开门见山”

的开头方式。 强调一点，直接将分析论述开头，就更要强调分析的深入性。

2.分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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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问题是申论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申论文章的分析部分一般可以就主题的以下

5个方面中的一个或几个进行分析：

（1）解决问题的重大意义；

（2）问题的严重性、迫切性；

（3）问题的复杂性、艰巨性；

（4）问题原因的分析；

（5）问题出在哪些方面；

3.论述解决问题

（1）有一些情况，我们可以对对策的具体意义进行一定的分析。这样更利于统一思想、

发挥对策的作用。或者直接地说，更能够反映出考生对对策的深入认识。对于对策意义的分

析，篇幅不能过长，因为它本身不是对文章主体内容的分析，而仅是对某一具体对策的意义

分析。所以既要深入、准确，又要精辟、简练。

（2）有一些对策，特别是我们重点谈论的对策，为了能将如何实施对策或者是实施对

策的意义说得更加深入、准确、明了，也可以采用联系实际举例的方法进行阐述。这里值得

注意的是：①举例一定要针对性强。例子应该非常直接、有力地说明问题。②实例可以从给

定材料中找，也可以采用“众所周知”的具体实例。③实例的论述要简明扼要，不能占太大

篇幅。

4.结尾

平时经常用“凤头猪肚豹尾”六个字来谈写作。意思是开头要精彩亮丽，中间要充实丰

富，结尾要响亮有力。这句话当然也适合申论文章的写作。申论文章尤其强调结尾部分不能

拖泥带水，要响亮有力。同时要言简意赅，要有一个响亮有力“豹尾”。

这里重点强调一点：与其它文章不同的是，申论文章在结尾不提倡引人深思、发人思考、

留有引起思考的问题。申论文章不强调其可读性，当然不需要像一些艺术性的文章在结尾留

有悬念。有些小说，甚至结尾又重新制造的悬念，给人感觉结尾又是一个新的开始。申论文

章也不提倡像新闻稿件、新闻综述、杂文、普通议论文那样，结尾给人以引人深思、发人深

省的感觉。申论文章要求将该论述的问题论述清楚、透彻。所以建议考生结尾以概括、总结、

点题为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