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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库是详解2021年行政管理专业同等学力申硕“公共管理学科综合水平考试”科目的题库，具体来说包括以下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历年真题。根据最新考试指定教材对2005～2014、2017年考试真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说明。

第二部分为课后习题。对最新考试指定教材的课（章）后习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答，并对相关重要知识点进行了延伸和归纳。

第三部分为章节题库。遵循最新考试指定教材的章目编排，共分为两个模块。模块一为基础知识部分，该部分内容为公共管理学

（共8章）；模块二为专业知识部分，该部分内容为行政管理学（共8章）。根据最新考试指定教材、考试大纲的要求及相关法律法

规对试题进行了详细解析。

1．纸质书是为已付费用户提供的赠品，非卖品，严禁售卖。

2．由于排版差异，纸质书实际页数与描述可能略为不同，以实物为准。

3．纸质书的内容可能会存在过时等问题，而电子版题库的内容是实时更新的，最新内容均以电子版题库为准。

1．电子书产品（电子书、题库、视频、录屏、全套等），非实物，一旦购买无法退换。

2．购买后可在手机、电脑、平板等多种平台同步使用。

以下图片为电子书产品界面及功能展示，非本产品内容，仅供参考。

内容简介

纸质书（赠品）描述

电子版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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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质书常见问题

  1．纸质书能否单独购买？

  答：不能。纸质书是为已购买电子书产品（电子书、题库等）的用户所提供的相对应的赠品，非卖品，严禁商用。

  2．纸质书页数及内容问题。

  答：由于排版差异，纸质书实际页数与描述可能略为不同，以实物为准。纸质书的内容可能会存在过时等问题，而电子书的内

容是实时更新的，最新内容均以电子书内容为准。

  3．关于发货

  答：默认中通或圆通快递发货。一般除春节等节假日及特殊情况外，正常发货时间为3天左右，如有特殊情况，可及时联系在

线客服。如特殊指定顺丰快递或其他快递的，请联系在线客服补运费差价。

  4．签收提醒

  答：买家签收或委托第三方签收，签收时务必查看包裹是否完整，如有破损或挤压变形等情况，请检查购买商品的数量和外

观，有问题请及时联系我们或拒绝签收，一旦签收即表示收到的商品完好无损，如有损失则由买家承担。

  5．退换货问题

  答：纸质书属于赠品，不支持退换货，但如果出现发错货等服务问题及缺页、空白页等质量问题，可申请补发或退换（电子书

产品除外，自己承担运费），自签收之时起（以快递官网签收时间为准），7天内非质量问题退换货的运费由买家承担，因质量问

题退换货的运费由本站承担（如有涂写、损坏等影响二次销售的行为不支持退换货）。

电子书常见问题

  1．电子书产品（电子书、题库、视频、全套等）能在几种设备上使用？如何使用？

  答：支持电脑（WIN10、WIN8、WIN7）、手机、平板等多端同步使用。电脑端在线版在本网站登录即可使用，电脑端下载版只

能绑定一台电脑使用，手机端及平板等移动设备访问并登录本网站即可使用。

  2．我已购买的电子书在哪里查看？

  答：电脑或手机上登录后点击“查看购买记录”。

  请务必确认，你是使用购买了电子书产品的账号登录查看。

  3．视频可以离线观看吗？

  答：不可离线观看。

  如你在使用中遇到了其他无法自行解决的问题，请联系客服。

团队实力

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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