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电力工程技术考试大纲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政治理论素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

电力与能源 2 电力与能源发展战略与未来趋向

二、一般能力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一般能力

1 言语理解：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

2 数理思维：快速理解和解决算数问题的能力

3
判断推理：根据一定的先知条件，通过自己拥有的知识、

思维进行判定、推断，对事物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

4

资料分析：主要包括文字类资料、表格类资料、图形类资

料和综合类资料四种基本形式，综合考查应试者的阅读、

理解、分析、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三、专业通用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实务

（一）热能动力工程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热能动力

工程

锅炉

1 锅炉的分类及参数系列

2 锅炉常用燃煤的分类及制粉系统选择

3 用完全燃烧的四要素分析锅炉燃烧存在的问题

4 锅炉的主要系统与辅助设备

5 锅炉热效率的主要影响因素

6 锅炉尾部受热面低温腐蚀及防治措施

7 低氮燃烧的基本原理

汽轮机

8 影响汽轮机热耗的因素

9 影响汽轮机真空的因素

10 汽轮机振动的原因和控制方法

11 汽轮机常见事故种类及原因分析

12 汽轮机主要系统的组成和功能

燃气轮机

13 燃气-蒸汽联合循环的原理和系统

14 燃气轮机型式和分类

15 燃气的种类及其物理化学特性

热工过程控制

及其仪表

16 热工控制的主要参数

17 火电厂常见参数测量及仪表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18 锅炉炉膛安全监控系统的主要功能

19 汽轮机超速保护控制功能

20 机炉协调控制系统

热能动力

工程

供热与制冷

21
各类热力管道、管网的布置形式及各种敷设方式的特

点和适用条件

22 管道和常用附件的分类

23 管道保温和防腐

24 冷热电三联供的原理与应用

火电厂安装

25 火电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要求

26 火电厂热力管道和支吊架设计和安装要求

27 火电厂阀门的分类、功能及安装要求

28 锅炉水压试验条件和方法

29 汽轮机扣盖前监督检查的内容

物料输送

30 火电厂入厂煤采制化管理基本要求

31 燃煤储运方式

32 除灰渣系统及配置

金属与焊接

33 火电厂常用金属材料及用途

34 金属材料及焊缝常用检测方式及适用范围

35 锅炉四管泄漏常见原因及防治措施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36 汽轮机水蚀的原因分析和防治措施

37 火电厂主要金属材料焊接方式及焊材的选取

火电厂化学

38 火电厂化学监督指标的取样与分析

39 锅炉化学清洗的方法及应用

40 锅炉停炉保养主要方法及注意事项

41 锅炉水处理系统原理及流程

热能动力

工程

火电厂环保

42 火电厂脱硝原理及系统

43 火电厂石灰石-石膏湿法脱硫基本原理及主要系统

44 火电厂除尘系统原理及分类

火电厂劳动保

护

45 火电厂常用劳动保护设施及个人防护用品

46 特种作业人员职业健康要求

47 火电厂防火、防爆、防噪声的要求

新型发电技术
48 可再生能源的概念及划分

49 光热、光伏发电基本原理

相关法律法规 50

《安全生产法》《节约能源法》

《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

《特种设备安全法》《电力法》

（二）水能动力工程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水能动力

工程

水动工程基础

1 工程质量管理相关知识

2 工程安全管理相关知识

3 技术经济相关理论

4 水保管理及验收相关知识

5 建设全过程管理

水能利用（含

水库）
6 水资源规划

水能动力

工程

水能利用（含

水库）

7 水能计算及水电站主要参数选择

8 水库（水电站群）调度及防洪度汛管理

工程地质

9 土、岩石、岩土的成因、类型和特征

10 工程地质勘察理论和技术方法

11 与水有关的岩土性质基本知识

12 不良地质及常见的地质灾害

水文泥沙

13 气象、水文的基础知识

14 泥沙的形成、危害及防治

15 水文信息采集与分析处理

16 水情预报与应用

水工建筑物

17 水利工程等级划分

18 水工建筑物的分类、功用和要求

19 水电站（含抽蓄）典型水工建筑物规划设计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20 水工建筑物运行管理

21 水工常用施工机械

水力机械

22
水力机械（水轮机、叶片式水泵、水泵水轮机）的

主要类型、结构和工作参数

23
水力机械（水轮机、叶片式水泵、水泵水轮机）工

作原理、选型与设计

24 水力机械相似理论及模型试验

25 水电机组测试技术

26 水力机组稳定性影响因素及评价

27 水力机械过渡过程

水能动力

工程

水力机械

28 水力机械结构动力特性

29 水电机组安装与调试

30 水力机组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技术

电气设备

31 水电厂主要电气一次设备的设置、功用和工作原理

32 水电厂主要电气二次设备的设置和功用

33 水电厂主要电气设备的安装与调试

34 水电厂主要电气设备的运行与维护

金属结构

35 金属结构部件的作用原理

36 金属结构部件安装

37 金属结构部件技术监督管理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38 金属结构运行维护

水电厂自动化

39
水电厂（含抽蓄）自动化系统（装置）设置、功用、

工作原理及流程

40
水电厂自动化元件分类、测量原理、基本技术条件

及配置

41 水电厂自动化元件（装置）及其系统的运维与检修

42 水电机组（含抽蓄）运行和管理

水电工程环保

43 环境影响评价

44 环境保护设施规划设计

45 环境保护设施实施、运维

46 环保管理相关知识

风能发电技术

47 风电机组结构及工作原理

48 风电机组选型、布置和发电量估算

49 风电场施工与安装

水能动力

工程

风能发电技术

50 风电场运行、维护与管理

51 风电机组测试技术

水动其它相关

知识

52 移民规划设计管理

53 信息项目及信息安全管理

54 知识产权及专利管理

55 风机与压缩机

56 新技术推广应用



（三）输配电及用电工程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输配电及

用电工程

电机与电器

1 电机原理与结构

2 变压器原理与结构

3 高压开关设备原理与结构

4 低压开关设备原理与结构

5 互感器原理与结构

6 避雷器原理与结构

7 电容器原理与结构

8 电抗器原理与结构

高电压与绝缘

技术

9 电介质的电气特性

10 输变电设备的外绝缘

11 电力系统过电压

12 输电线路防雷保护

输配电及

用电工程

高电压与绝缘

技术

13 变电站防雷保护

14 高电压试验

电力系统及继

电保护

15 电力系统的基本概念

16 继电保护的基本概念

17 电气主接线的形式及特点

18 输电线路、变压器、母线的保护配置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19 电力系统分析方法

20 电能损耗理论知识

21 电能计量核算知识

22 电网结构及运行方式

高压直流输电

23 直流输电基本概念

24 直流输电换流站主接线与主要设备

25 换流变、换流阀的工作原理

26 直流输电线路的电磁环境特点及绝缘配置

27 背靠背直流输电工程

输变电工程规

划、建设和生

产运行

28 电网规划理论

29 电网设计理论

30 工程技术经济管理理论

31 输变电工程项目管理理论

32 工程质量管理

33 工程安全管理

34 工程项目环评、水保验收

输配电及

用电工程

输变电工程规

划、建设和生

产运行

35 电网生产运行安全规定与制度

36 电网及用电设备检修与维护

37 电力负荷控制



（四）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基

础

1 电力系统基本概念

2 电力系统潮流分析

3 现行技术标准、技术规范、安全规程

3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4 电力系统电气主接线形式及特点

5 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

6
电力系统一、二次设备基本原理和技术性能及配置

原则

7 智能变电站技术基本概念

8 通信原理和数据通信网络基本概念

9 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技术基础知识

电力系统规

划

10 中长期负荷预测

11 电网规划技术原则

12 工程项目管理知识

13 工程造价技术经济分析

14 工程环境影响分析

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运

行与分析

15 电力系统分析方法

16 超短期和短期负荷预测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系统及

其自动化

电力系统运

行与分析

17 电网控制技术

18 电力系统网络分析方法

19 电力系统经济调度

20 调度控制系统技术规范

21 调度控制系统应用功能规范

22 调度规程

23 电力市场知识

24 新能源接入技术

继电保护及

安全自动装

置

25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原理及基本概念

26
变压器、线路、母线保护装置原理、配置原则及试

验方法

27 电力系统简单故障分析

28 继电保护整定计算

29 二次回路原理及设计原则

电力系统自

动化

30
调度自动化主站系统的硬件结构和软件功能，相关

调试和运维技术

31

调度自动化厂站端相关技术包括变电站自动化设

备、二次回路原理和调试，变电站监控系统原理和

调试

32
调度数据网网络设备原理和网络拓扑结构；网络设

备的调试和运维

33
自动化网络安全防护技术策略；网络安全设备的调

试和运维



电力数字及信息通信技术考试大纲
（电力/工业工程技术）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政治理论素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

电力与能源 2 电力与能源发展战略与未来趋向

二、一般能力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一般能力

1 言语理解：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

2 数理思维：快速理解和解决算数问题的能力

3
判断推理：根据一定的先知条件，通过自己拥有的知识、

思维进行判定、推断，对事物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

4

资料分析：主要包括文字类资料、表格类资料、图形类资

料和综合类资料四种基本形式，综合考查应试者的阅读、

理解、分析、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三、专业通用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实务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数字及

信息通信技

术

电力基础知

识

1 电力系统基本概念

2 电工基础

3 国家电网公司十八项电网重大反事故措施

4 现行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技术规范

5

电力系统一二次设备组成，智能化变电站、交直流输电及柔

性电力、负荷控制、新能源接入等基本原理，电网智能保护

与控制等基本原理

6 电力市场交易、电网运营管理、新型电力系统相关知识

电力通信专

业基础知识

7 通信原理等基础知识，电力通信专业管理要求

8 电力特种光缆与光纤通信等基础知识

9 数据通信与计算机网络等基础知识

10 交换原理、多媒体通信等基础知识

11 网络监测与网络管理等基础知识

12 通信系统支撑保障技术等基础知识

13 终端通信技术基础知识

电力信息专

业基础知识

14 计算机原理

15 网络安全基础知识

16 数字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

17 数字化相关战略规划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数字及

信息通信技

术

电力信息专

业基础知识

18 信息机房基础设施管理相关知识

19 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等硬件设备管理相关知识

20 Linux、Windows 等操作系统相关知识

21 Oracle、MySQL、Redis 等数据库相关知识

22 Weblogic、Tomcat、Nginx 等中间件相关知识

23 信息通信专业安规、调规相关知识

24 公司网络安全管理体系相关知识

25 数字和模拟电子技术相关知识

26 数据应用全过程管理相关知识

27 数字化项目管理相关知识

电力通信专

业管理

28 电力通信网规划设计、电网协同，项目管理

29 电力通信网建设、运行、检修、安全管理

30 电力通信网技术管理

光通信技术

及应用

31
光纤、电力特种光缆选型及应用，光层设备原理、选型及应

用，光缆建设、运维要点

32
SDH 网络规划、设计、优化，SDH 网络业务承载策略，SDH

网络的调试与运维

33
OTN 网络规划、设计、优化，OTN 网络业务承载策略，OTN

网络的调试与运维

数据通信技

术与应用

34 网络设备原理、路由与交换典型过程分析

35
数据通信网网络架构，网络规划、设计，系统调试、测试与

运维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数字及

信息通信技

术

多媒体通信

技术与应用

36
调度交换网系统架构、业务接入，系统规划、建设、调试、

测试与运维

37
行政交换网系统架构、设备原理及主要协议、典型流程分析，

系统规划、建设、调试、测试与运维

38
电视电话会议系统架构、系统规划、建设、调试、测试与运

维

通信系统支

撑技术及应

用

39
时钟同步源、频率同步网、网络化时间同步，系统规划、调

试、测试与运维

40 网管系统架构，规划设计要点，系统调试、测试与运维

41
机房基础设施组成，规划设计要点，系统调试、测试与运维，

绿色机房及机房智能化

终端通信及

应急通信技

术与应用

42
xPON 网络规划、建设、调试及运维，PLC、物联接入、智能

电网

43
无线专网、无线公网、5G、卫星通信技术原理、政策，网络

规划、建设、调试及运维

数字化平台

技术

44 云平台及相关技术

45 电网资源、项目、客户、财务等业务中台应用

46
统一权限、统一视频、人工智能、北斗、GIS 等技术中台应

用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数字及

信息通信技

术

信息系统研

发

47 需求分析相关知识

48 架构设计相关知识

49 系统开发相关知识

信息系统调

运检

50 信息系统运行状态监控

51 信息系统运行分析及优化

52 信息系统检修及缺陷处置

53 信息系统运行事件应急处置

54 信息系统运行方式管理

数据分析及

应用

55 大数据处理技术及应用

56 数据结构和算法分析

57 数据可视化理论

58 数据中台运营相关知识

智慧物联

59 传感网络及协议规约相关知识

60 物联平台相关技术

61 边缘计算技术

网络安全

62 网络安全防护及安全设备运维相关技术

63 攻防渗透相关技术

64 数据安全防护技术

65 网络安全应急响应相关知识

电力芯片 66 信号与系统知识



分支专业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电力数字及

信息通信技

术

电力芯片
67 数字芯片技术

68 模拟芯片技术



工业工程技术考试大纲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政治理论素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

电力与能源 2 电力与能源发展战略与未来趋向

二、一般能力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一般能力

1 言语理解：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

2 数理思维：快速理解和解决算数问题的能力

3
判断推理：根据一定的先知条件，通过自己拥有的知识、

思维进行判定、推断，对事物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

4

资料分析：主要包括文字类资料、表格类资料、图形类资

料和综合类资料四种基本形式，综合考查应试者的阅读、

理解、分析、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三、专业通用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实务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工业工程技术

工业工程基础

1 计划的概念、目的和类型

2 目标管理和战略管理

3 沟通的技能与方法

4 控制的过程、方法

5 团队的类型与管理

6 领导与组织行为

7 群体动力理论与激励

8 生产理论和成本理论

9 电网结构及运行方式

10 电网调度运行与管理

11 电网生产运行安全规定与制度

12 电网及用电设备检修与维护

13 能源互联与智能电网基础理论

14 电网及用电设备知识

15 电力物联网与信息技术基础

系统规划与管理

16 宏观经济政策与发展规划

17 项目评价与决策相关理论

18 企业发展战略基础理论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工业工程技术

系统规划与管理

19 电力系统发展新技术知识

20 企业诊断与经济分析

21 信息系统管理与实施

设施规划与设计

22 项目组织与管理相关知识

23 电网建设相关标准

24 工程技术与经济基础理论

25 全寿命周期管理相关理论

26 物流系统分析与管理

方法与效率工程

27 生产组织结构分析与设计

28 劳动定额标准测算与管理

生产计划与控制

29 生产计划编制与管理

30 物资管理基础知识

31 网络信息安全管理

质量与可靠性管

理

32 质量管理体系基础理论

33 质量管理与监督有关知识

34 可靠性分析与管理

营销工程

35 电力需求预测与电力市场

36 综合能源服务基础知识

37 市场分析与优质服务

工业安全与环境 38 工业安全与卫生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工业工程技术

工业安全与环境

39 环境保护管理

40 事故分析与处理

人力资源开发与

管理

41 人力资源发展规划

42 组织机构与岗位职务管理

43 职业资格和专业技术资格评价

44 薪酬、绩效与福利保障管理

45 培训与人才培养开发



档案系列考试大纲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政治理论素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

电力与能源 2 电力与能源发展战略与未来趋向

二、一般能力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一般能力

1 言语理解：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

2 数理思维：快速理解和解决算数问题的能力

3
判断推理：根据一定的先知条件，通过自己拥有的知识、

思维进行判定、推断，对事物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

4

资料分析：主要包括文字类资料、表格类资料、图形类资

料和综合类资料四种基本形式，综合考查应试者的阅读、

理解、分析、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三、专业通用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实务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档案

通用法规

1
档案的定义及档案工作原则、档案工作人员的

义务与职责

2 档案的管理、法律责任

3
档案机构职责、文件材料归档及档案移交的规

定

4 档案的转让、交流、分级管理及相关管理措施

5
国家秘密的范围、密级及国家秘密载体的相关

规定

6 档案违法违纪行为及其处分规定

7
档案工作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内容、应急处

置措施及报告内容

公文处理

8 公文的种类、行文规则、收发文办理的程序

9 公文格式各要素编排规则

企业档案管

理

10 企业各部门文件管理及归档责任

11
企业档案管理职责、档案部门职责及档案人员

要求

12 企业档案工作四个规章、八个管理制度

13 文件归档制度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14 企业文件材料归档范围、归档规定及其它要求

企业档案管

理

15
企业档案的保管期限划分及永久、定期保管的

内容

16 境外档案工作原则及相关要求

档案

文书档案管

理
17

归档文件整理原则、文件排序、分类、排列、

编号、编目

印章档案管

理
18 印章档案的定义、分类

会计档案管

理
19 会计档案的归档范围、保管期限及销毁程序

科技档案管

理

20 组卷原则、要求及方法

21
项目文件形成、收集与整理、归档及竣工图编

制要求

22
项目档案收集、整理、鉴定、保管、利用、统

计、移交

23 项目电子文件归档、电子档案管理

24
归档项目文件质量要求及立卷流程、原则和方

法

25 科研课题文件的归档要求

26 项目档案验收要求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27 城市建设档案的报送责任及时间要求

竣工图编制 28 竣工图编制要求、折叠方法及依据性文件归档

其他载体档

案管理

29 照片整理原则及方法

30
数码照片定义、归档范围、归档时间、归档要

求及档案存储、保管要求

31 电子文件定义、归档原则、职责与分工

32 电子档案管理系统基本功能及安全管理

33 电子文件元数据归档范围

档案

其他载体档

案管理

34
电子文件的收集、整理、归档及电子档案编目、

管理、处置

35
归档光盘的标签标识、保存、使用、维护及数

据迁移策略

36 电子档案移交、接收要求及流程

37 磁性载体档案的贮存与保护

信息化建设 38 档案信息化建设

档案数字化 39 纸质档案数字化范围

档案数字化 40 缩微胶片数字化的定义及基本要求

档案利用 41
全宗卷的定义、编制原则、内容构成及全宗指

南的结构

42 档案库的建筑、温湿度、防火设计、虫霉预防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档案保管保

护

等方面的要求

43 系统选型、一般规定

政工系列考试大纲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政治理论素养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党的十九大精神

党的政治理论方针政策

电力与能源 2 电力与能源发展战略与未来趋向



二、一般能力

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结构

一般能力

1 言语理解：对语言文字的综合分析能力

2 数理思维：快速理解和解决算数问题的能力

3
判断推理：根据一定的先知条件，通过自己拥有的知识、

思维进行判定、推断，对事物得出自己的结论的能力

4

资料分析：主要包括文字类资料、表格类资料、图形类资

料和综合类资料四种基本形式，综合考查应试者的阅读、

理解、分析、计算等方面的能力



三、专业通用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实务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政工

政工管理知识

1

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报告内容

《党章》等党的基础理论及中国共产党党史基

本知识

2 电力法规相关知识

3 泛在电力物联网基本概念及应用相关知识

4
危机管理基本原则、管理特征和危机的类型及

处理方法

5 职业精神的定义和主要内容

6
管理基础知识

沟通与协调的技巧与激励方法

7

通用公文的种类、格式、基本要求与行文规则

与处理流程

公司系统常用公文的写作方法及汇报材料、规

章制度、典型案例的撰写

8 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基本知识

9 心理学基本原理与相关知识

10
正确使用常用办公工具类软件，正确操作办公

应用系统，正确使用安全存储介质

党建和企业文

化建设工作
11

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基础理论知识（马克思列宁

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

12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3
党建工作的基本方法，党务工作的基本内容、

工作标准和工作要求

政工

党建和企业文

化建设工作

14

宣传思想政治工作基本原则、目标与任务

员工思想动态分析与管理

组织典型选树工作的方法和程序

15 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有关知识

党建和企业文

化建设工作

16 党的统一战线工作有关知识

1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关

知识

18

企业文化建设的目的、任务，企业文化基本价

值理念体系

企业文化建设工作指引内容，企业形象展示的

基本方法，企业品牌传播的一般方法

国网公司新时代发展战略及“三型两网”基本

背景知识

19 思想政治工作调研和考核评估有关知识

20 形势政策与任务相关内容

21 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相关内容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22 干部队伍建设相关知识

纪检和监审工

作

23
党的纪律检查、党纪党风条例、党纪教育相关

内容

24

党风廉政建设及反腐败政策、法规相关要求，

包括中共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罚条例等

25
党内监督、纪检信访案件检查与审理工作相关

内容

26 企业内监察和纪检调研与检查相关内容

政工

群众工作

27 党的群众路线相关知识

28

宪法、工会法、劳动法、合同法、妇女权益保

障法、计划生育法等法律法规

班组建设、职工劳动竞赛、关心关爱职工相关

工作的内容

29

共青团各项工作制度

青年志愿服务、创新创效、典型选树、文体活

动等基本方法

青年成长诉求

30 企业党建工作及党建带工建、带团建相关内容



专业系列 专业类别 序号 主要知识点

群众工作

31

共青团组织建设、民主管理制度、集体协商与

集体合同制度、厂务公开、群众思想政治教育、

文化体育、社区建设等相关知识

32
《团章》等理论知识，上级团组织相关制度、

文件、会议精神

33

团组织换届以及团组织日常工作程序与管理

及方法

企业团建相关规章制度

34

团员“推优”，共青团“号、岗、手、队”创

建

创新创效、典型选树、文体活动等基本方法

保卫工作

35
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条

例相关知识

36
生产要害等重点部位保卫、电力设备设施涉案

案例分析相关知识

37 企业保卫、消防及治安综合治理相关知识

政工
离退休干部管

理工作

38
干部离退休政策、离退休干部管理和教育相关

内容

39 离退休干部党支部建设相关内容

40 老年心理学、老年保健等相关知识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二、一般能力
	三、专业通用基础理论、专业技术与实务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二、一般能力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二、一般能力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二、一般能力
	一、政治理论与能源战略
	二、一般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