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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代码：438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统一入学考试 

《警务硕士专业综合》考试大纲（2015 版） 

 

第一部分   公安学基础 

Ⅰ.考 查 目 标 

要求考生准确把握公安学基础知识，具备分析、判断和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

具体包括： 

1．正确理解和掌握公安学基础重要定义、特征、内容和相关规定。 

2．准确把握公安学基础基本原理、基本理论、基本原则、基本规律，以及

相关的政策方针。 

3、运用公安学基础相关理论知识准确说明、分析、判断公安实践中的问题。 

Ⅱ.科目分值和试卷题型结构 

一、科目分值及考试时间 

438《警务硕士专业综合》整张试卷满分为 150 分，答题时间为 180 分钟。

考查内容包括公安学基础和公文写作两个小科目，各占 75 分值，本科目“公安

学基础”考试用时建议在 90 分钟以内。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名词解释 

简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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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或案例分析 

Ⅲ. 考 查 内 容 

第一章  警察概述  

一、警察与警察学  

（一）警察的概念  

（二）警察学的概念 

二、警察的起源与发展阶段  

（一）警察的起源 

（二）警察产生的历史条件 

（三）警察的发展阶段 

（四）警察与国家 

第二章 公安概述 

一、公安与公安学  

二、公安学的研究对象  

第三章  公安机关的组织机构与管理体制  

一、公安机关的建立与发展  

（一）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公安保卫工作  

（二）新中国成立后的公安机关 

二、公安机关组织机构的设置  

三、公安机关组织机构设置的原则 

四、公安机关的管理体制  

第四章 公安机关的性质和宗旨  

一、 公安机关的性质  

二、 公安机关的宗旨  

第五章  公安机关的职能和任务  

一、公安机关的职能  

（一）警察职能简述  

（二）公安机关职能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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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安机关的基本职能 

（四）公安机关的专政职能和民主职能的关系 

二、公安机关的任务与基本任务  

三、公安机关任务与维护社会稳定  

 第六章  公安机关的职责和权力  

一、 公安机关的职责与义务 

（一）公安机关职责概念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法定职责 

（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法定义务 

二、公安机关的权力  

（一）公安机关权力概述  

（二）公安机关权力的特点  

三、公安机关权力的构成  

（一）治安行政管理方面的权力  

（二）刑事诉讼方面的权力  

（三）武装方面的权力 

（四）紧急状态处置方面的权力  

四、公安机关权力的实施与控制 

（一）公安机关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  

（二）公安机关权力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三）公安机关权力的控制和监督  

（四）公安机关权力的配置  

第七章  公安工作及其构成 

一、公安工作概述  

二、公安工作系统  

三、公安工作的特点  

（一）国家性与社会性相结合 

（二）“剑”的作用与“盾”的作用相结合  

（三）实力性权威与非实力性权威相结合  

（四）隐蔽性与公开性相结合  

（五）集中性与分散性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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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机动性与稳定性相结合  

第八章  公安工作的根本原则  

一、党对公安工作的领导 

（一）党对公安工作领导的内容和特点 

（二）党对公安工作领导的原则  

二、党对公安工作领导的必要性  

（一）公安机关的性质所决定  

（二）公安机关武装性特点所决定  

（三）确保公安机关的战斗力和纯洁性的要求  

（四）公安机关的任务所决定  

（五）正确制定公安决策的根本保证  

三、公安工作必须坚持和服从党的领导 

（一）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和实际领导 

（二）严禁把侦察手段用于党内  

  第九章  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与基本方针 

一、公安工作的根本路线  

（一）公安工作的群众路线 

（二）公安工作坚持群众路线的基本要求 

（三）公安工作坚持群众路线的必要性 

二、公安工作的基本方针  

（一）公安工作基本方针的概念  

（二）专门工作与群众工作的相互关系  

（三）公安机关坚持公安工作基本方针的途径 

（四）落实公安工作基本方针的现实意义  

三、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治理方针  

（一）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的提出、基本内容及目标 

（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原则和工作范围  

四、公安机关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  

（一）要当好党委和政府的参谋、助手  

（二）充分发挥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  

（三）协助党委和政府协调各方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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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抓好群众性治安组织建设  

（五）建立综合治理责任制与要求  

 第十章   公安政策  

一、公安政策的内涵  

二、公安政策的作用  

三、公安基本政策  

（一）公安刑事政策  

（二）治安政策  

第十一章  公安执法 

一、公安执法概述  

（一）公安执法的概念、特征和基本原则  

（二）公安刑事执法  

（三）公安行政执法  

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  

（一）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概念  

（二）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的目标与内容  

三、公安执法监督 

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含义及特征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执法权益的内容、地位和作用  

第十二章  公安队伍建设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警种设置与招录管理  

（一）人民警察的警种与设置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招录制度 

（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晋升 

（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警衔制度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制度与正规化建设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内务制度与管理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内务建设的方针、原则和基本要求 

（三）公安队伍正规化建设的目标、内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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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纪律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的概念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的特点  

（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的内容  

（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纪律的要求  

四、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保密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保密内容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保密要求  

五、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职业道德 

六、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奖惩  

（一）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奖惩的含义与作用 

（二）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奖励工作 

（三）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的惩处工作  

第十三章  公安改革与发展  

一、公安改革的含义、意义 

二、公安改革的原则 

三、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时代背景 

四、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主要任务、总体目标 

（一）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主要任务 

（二）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总体目标 

（三）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聚焦点 

 

Ⅳ．参考试题 

一、名词解释：5小题，每题 3分，共 15 分。 

1.警察     2.公安机关的职责  3.公安机关的性质 

4.公安执法规范化  5.公安政策 

二、简答题：5小题，每题 6分，共 30 分。 

6.公安机关权力实施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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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公安机关紧急状态处置方面的权力。 

8.近代警察的特点。 

9.警察要保护的公民权益有哪些？ 

10.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主要任务是什么？ 

三、论述/案例分析题：2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11．论述警察必须和国家保持一致。 

12. 李俊是一位驻村民警，他所在的警务室被命名为“李俊警务室”。请对

这一命名的举措进行分析。 

Ⅴ.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5小题，每题 3分，共 15 分。 

1．警察是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运用武装的、行政的、刑事的手段，

以强制性实力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 

2．公安机关的职责是国家依法确定的公安机关的管辖范围和责任义务。 

3．公安机关是我国人民民主专政政权中，具有武装特点的治安行政和刑事

司法的专门机关。 

4．公安执法规范化，就是要求公安执法者的一切执法行为必须严格限制在

法律规定的框架之内，按照法律、法规明确的职权和义务依法办事。 

5．公安政策是党和国家的意志在公安工作中的体现，是党和国家为实现公

安工作任务而规定的指导公安工作的政治原则。 

二、简答题：5小题，每题 6分，共 30 分。 

6．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7．紧急优先权和紧急征用权、紧急排险权、管制权、戒严执行权。 

8． （1）近代警察的职能是独立的，警察职能主要集中于警察机关。 

（2）近代警察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多层次的专门工作系统，成为国家庞

大的专政工具之一。 

（3）近代警察强调法制。 

（4）近代警察有统一的制服。 

9． （1）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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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民的人身权利。 

（3）公民的其他合法权益等。 

10．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主要任务是： 

（1）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机制 

（2）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机制 

（3）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 

（4）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 

（5）完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 

（6）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 

（7）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三、论述与案例分析：2小题，每题 15 分，共 30 分。 

20．答案要点：二者的关系是： 

（1）警察必须和国体保持一致。 

（2）警察必须和国家意志保持一致。 

21．答案要点： 

李俊的身份是驻村民警。警务室被命名为李俊警务室意味着警务室的专职化

探索。它体现出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强化自身职能作用的一种探索。同时，还体现

出新时期贯彻公安工作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 

（1）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警察的宗旨。 

（2）人民群众是维护社会治安的基本力量。 

（3）公安工作有广泛的社会性，尤其离不开群众。 

（4）处理好公安机关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调整各种社会关系的基础。 

（5）公安工作离不开群众的监督。 

（6）群众是解决警力不足的人力资源。 

Ⅵ.参考书目 

可参考各高等院校的相关教材和专家学者的有关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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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公文写作 

Ⅰ.考 查 目 标 

要求考生具有掌握公文写作基础知识的基本素质，正确把握常见公文的写作

方法与技巧。具体包括： 

1．了解有关公文写作的基本知识。 

2．熟练掌握法定公文的写作方法与技巧。 

3．基本把握事务公文的写作方法与技巧 

Ⅱ.科目分值和试卷题型结构 

一、科目分值及考试时间 

332《警务硕士专业基础》整张试卷满分为 150 分，答题时间为 180 分钟。

考查内容包括公安学基础和公文写作两个小科目，各占 75 分值，本科目“公文

写作”考试用时建议在 90 分钟以内。 

二、答题方式 

答题方式为闭卷、笔试。 

三、试卷题型结构 

1．改错（修改不规范标题使其符合法定公文标题的要求）。 

2．实例写作（常用法定公文的实例写作，在常用法定公文中选择 2至 3题，

如请示、批复、通知，报告、通告等）。 

Ⅲ. 考查内容 

一、公文写作的意义与方法、性质与特点、写作人员素养。 

二、公文写作的构成要素：主旨、材料、结构、语言、表达方式。 

三、公文写作的运动过程：调查研究、起草、修改、行文规则与公文办理。 

四、法定公文：命令（令） 、指示；决定、决议、会议纪要；公报、公告、

通告；议案、意见；报告、请示、批复；通知、通报；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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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事务文书：计划、总结；讲话稿、述职报告；调查报告、工作研究；组

织鉴定、考察材料；简报、公示；典型材料。 

六、公文写作的现状及其趋势。 

Ⅳ．参考试题 

一、将下列标题进行修改，以使其简约、顺畅，或将事务性公文修改为法定公文

的标题。（5小题，每题 2分，共 10 分） 

1．国家经贸委海关部署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公安部 证监会财政部质检总局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十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 

2．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转发中共吉林省纪委＜关于梨树县农民王

树国进京上访中有关党员干部责任问题的通报＞的通报》的通报  

3．湖北省人民政府就国微悬挂问题给国务院的函 

4．中国科学院关于呈请审批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 

5．XXX 省 XXXXXX 局四十五岁以下干部培训规划 

二、请以 X X 部办公厅的名义向所属各单位下发一份关于禁止工作人员上班时

间饮酒的通知。（30 分） 

要求： （1）格式规范； 

（2）禁酒条款切实可行，便于检查监督； 

（3）篇幅在 300 至 400 字左右。 

三、根据下文，以 X X 县公安局名义写一份请示，向 X X 县人民政府提出修建

指挥中心大楼的申请。然后以 X X 县人民政府名义作出批复。（35 分） 

要求： （1）格式规范； 

（2）理由充分，目的明确； 

（3）文字简洁，篇幅压缩到 300 字左右。 

材料： 

我局自县政府批准购置计算机、通讯网络设施以来，对提高公安系统的工作

效率，保卫全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目前我局指挥中心放在近

百年以前的英国建造的木结构兵营内，面积小，负荷严重超载，随时有坍塌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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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一旦发生火灾或坍塌，全县公安系统将失去总指挥部，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现在全县指挥中心分散在三处操作，其中一处为临时活动房，且坐落在煤气管道

上，极不安全。计算机通讯设备经县政府批准，两年前即已到货，由于无房安放，

不能启用工作，且设备由于风吹雨淋，某些部件业已锈蚀。鉴于 XX 大厦的火灾，

我们受到很大的震动，最近再次对本局通讯指挥等要害部门进行了复查，检查的

结果表明，问题确实严重，隐患太多，必须尽早采取措施，坚决防止类似 XX 大

厦的火灾事故再度发生。因此，我局打算在本局大院内东南方向的空旷地修建指

挥中心大楼，并已请基建部门预算，需要投资 350 万元人民币。 

我们恳切要求上级来我局视察，除批准我们修建指挥中心大楼外，并将我局

已被批准施工的后勤服务楼、食堂列入今年规划项目，尽早建设，一则可作为通

讯、计算机临时过渡用房，以消除隐患，同时，使办公条件略加改善，也为县公

安大楼建设准备作周转用，以解决上述亟待解决的隐患问题。 

Ⅴ.参考答案 

一、将下列标题进行修改，以使其简约、顺畅，或将事务性公文修改为法定公文

的标题。（5题，每小题 2分，共 10 分） 

1．国家经贸委海关部署工商总局税务总局公安部 证监会财政部质检总局中

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等十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

见 

改正：国家经贸委等十部门关于加强中小企业信用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 

2．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转发中共吉林省纪委＜关于梨树县农民王

树国进京上访中有关党员干部责任问题的通报＞的通报》的通报 

改正：关于转发中共中央纪委关于梨树县农民王树国进京上访中有关党员干

部责任问题的通报 

3．湖北省人民政府就国微悬挂问题给国务院的函 

改正：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国微悬挂问题的请示 

4．中国科学院关于呈请审批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 

改正：中国科学院关于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请示 

5．XXX 省 XXXXXX 局四十五岁以下干部培训规划 

改正：XXX 省 XXXXXX 局关于实施四十五岁以下领导干部培训规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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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请以 X X 部办公厅的名义向所属各单位下发一份关于禁止工作人员上班时

间饮酒的通知。（30 分） 

参考答案中的注意事项，参见试题中的要求。 

三、根据下文，以 X X 县公安局名义写一份请示，向 X X 县人民政府提出修建

指挥中心大楼的申请。然后以 X X 县人民政府名义作出批复。（35 分） 

参考答案中的注意事项，参见试题中的要求。 

Ⅵ.参考书目 

可参考各高等院校的相关教材和专家学者的有关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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