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文写作 



公文写作培训项目 

      掌握写作新秘诀，树立写作新思维，自觉规范进行公文写作了解常用公文的分类、文种、
行文规则，正确选用公文文种掌握常用公文的规范格式、写作技巧，准确高效地撰写公文提升
文笔，让妙笔生花，文思如泉涌，提高公文写作满意度掌握公文写作的标准流程与处理规范，
提升公文处理的专业度提升语言运用技巧与书面沟通能力，让公文更具说服力沟通力促进党政
机关内部规范管理和高效运转，提升对外品牌形象。 

公文写作培训项目 



PART 1 
公文写作的根基要诀 & 公文写作的谋篇布局 

稳根基，明文种，胸有成竹，厚积薄发！定格式，大结构，谋篇布局，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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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心法篇：根基要诀 

【内功心法篇】 
公文写作的根基要诀： 

稳根基，明文种， 
胸有成竹，厚积薄发 

驻足思考：瞬间整理思路并有力表达 

法定公文：种类、写作概念、常见格式、规范事项、范文修改 

公文写作讲解：新闻稿、讲话稿 

公文写作讲解：通知、纪要、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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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实战篇：谋篇布局 

【招式实战篇】 
公文写作的谋篇布局： 

定格式，搭结构，谋篇布
局，水到渠成 

公文写作讲解：计划、总结 

金字塔原理训练：建立清晰易懂的公文结构 

公文写作讲解：书信类公文写作 

随意展妙笔开口舌生花：轻松写作与口语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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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实战篇：谋篇布局 

【招式实战篇】 
公文写作的谋篇布局： 

定格式，搭结构，谋篇布
局，水到渠成 

谋篇布局讲解：公文写作技巧与逻辑训练 

谋篇布局讲解：写作能力建设  

谋篇布局讲解：公文写作思维导图训练 

谋篇布局讲解：妙笔生花-公文写作能力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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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心法   根基要诀 

妙笔可生花 
锻造公文语言的“六脉神剑” 

规矩章法 
国家标准公文的规范格式 

各司其职 
公文文种的种类与选择 

精准把脉公文的两大特性， 
抛却旧观念 

遵循公文写作的规范流程， 
能少走弯路 

牢牢掌握公文的四大要素， 
文思如泉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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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篇布局   招式实战 

学习金字塔原理，建立清晰易懂的
公文结构 

加强思维导图训练，提升公文写作
能力与思维 

随意展妙笔，开口舌生花，朝花夕
拾，信手拈来 

写文章先定位，谋篇布局很重要 

掌握公文写作格式，结构搭建，谋
篇布局，水到渠成 

 

逻辑结构是框架，文章布局巧搭建，
关键句来帮点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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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心法 

01 行文方向 
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泛行文 

02 行文方式 
单独行文、联合行文 

逐级/多级/越级/直达行文 

03 要点辨析 
批转、转发、印发的联系和区别 

根基要诀：上下有别 

公文的主要行文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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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心法 

0 1  

0 3  

0 5  

0 2  

0 4  

这公文好坏与文学功底关系不大， 
格式第一。 

准确把握公文写作的角度和高
度，思维第一。 

领受任务，确立主旨 
收集材料，调查研究 
拟定标题，拟好提纲 
选择材料，撰写初稿 
征求意见，润色加工 
审核修改，定稿发文 

主题，公文的灵魂。 
结构，公文的骨架。 
材料，公文的血肉。 
语言，公文的细胞。 

庄重：格调郑重严肃，语言端庄 
准确：语言真实客观，语意明确 
朴实：语言平直自然，通俗易懂 
精练：语言简明扼要，言简意赅 
严谨：语言含义确切，分寸得当 
规范：合乎语法逻辑，格式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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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式实战 

01 一招一式，详细教导，简单易学，学而能
用，立竿见影 

02 结合当前日常经典公文案例，深入浅出、全面
讲解各类文种的具体细分类、格式规范 

03 重点点拨疑难之处，并特别提供精选范文
模板，帮助迅速提升学员公文写作水平 

招式实战：定格式，搭

结构，谋篇布局，水到

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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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功心法 

0 1  

0 3  

0 5  

0 2  

0 4  

公文写作基本要求         
一是完整连贯，首尾圆合 
二是疏密相间，错落有致 
三是波澜起伏，曲折变化 

公文结构搭建     
一、内部结构 
二、外部结构 

如何谋篇布局 
一、认真锻炼思路 
二、加强思维活动的逻辑性 
三、加强条理性的训练 

公文的格式 
一、文头格式 
二、主文部分 
三、文尾部分 

应用文书写作的语言 
开头与结尾的展开方式 
应用文书的结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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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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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进度 & 课程效果 



课程进度&课程效果 

驻足思考 

如何写作？－引发思
考，如何写，如何表
达？从思维根本出发
引伸公文写作。 

公文写作 新闻稿与讲话稿 通知、纪要、函 

了解法定的概念、种
类、规范格式对法定
公 文 的 15 个 种 类 进
行初步的了解。 

如何写新闻稿与讲话
稿，深入浅出的讲解
如何站在领导的思维
与高度进行写作，进
而学习提升个人工作
写作水平。 

针对公文种的通知、
报告、函三种种类进
行详细的格式说明及
写作练习，在基础之
上进行写作水平的专
项提升。 

01 

02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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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进度&课程效果 

计划与总结 

为什么写不好计划和总
结？ 
从“一人高、碗口粗”
看计划总结的数字化 
从“电梯班”的《总结》
看计划总结的源头   

金字塔原理训练 书信类公文写作 随意展妙笔开口舌生花 

金字塔的写作效果：
中心明确，结论先行，
以上统下，归类分组，
逻辑递进。 

证明信、启事、声明、
函书的写作示范与练习 

05 

06 

07 

08 

提 升 公 文 写 作 与
口语表达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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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进度&课程效果 

公文写作与逻辑训练 

掌握公文主题的开掘
与提炼、公文的谋篇
布局、三大定理在公
文写作当中的运用。 

写作能力建设培训 公文写作思维导图训练 公文写作谋篇布局 

改进我们写作的文风
，掌握写作要素及训
练，提升写作能力。 

思维制胜过五关：定
位关、结构关、提升
关、形式关、文字关。 

明白谋篇布局的重要
性，掌握文章的定位、
结构的搭建、提升写
作思维的境界。 09 

10 

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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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例诊断 

公文写作的望闻问切 

【解析症状 究病理 剖析解决 妙笔回春】 

思维独特，深入浅出，重视归纳共性问题，准确诊断个性问题！ 

生动的案例辅以严谨的分析，既强调知识系统的构建，又突出知识点的梳理。 

以训代讲，以做代听，使学员成为培训主体，让学员在做中学，在学中做，

在不知不觉中 

学有所获，学有所悟。 



公文写作学习内容重点 

公文写作 
学习内容重点 

科技论文写作能
力提升 

写作能力提升的
九大修习 

写作能力之文字
语言解析 

 

写作能力与书面
文字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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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品课程 

写作能力与书面 
文字表达 

写作能力之文字 
语言解析 

科技论文写作 
能力提升 

写作能力提升的 
九大修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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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3 
课程师资介绍：陈则、唐建光、胡一夫、王志勇、贾建国、蔺汉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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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团队 &  出版物 



师资团队 

陈则老师 
  

公文写作课程法定公文格式、排版、

优化讲师 

中国公文写作学会会员 

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会员 

 

对PPT,Excel公文写作及其在企业管理

中的应用造诣非常深，精通Excel、公

文写作及VBA在管理中高级应用培训，

尤其是公文写作这块内容，既强调知

识系统的构建，又突出知识点的梳理，

极大提高信息密度管理中的应用。 

 

授课特色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通俗易懂，诙谐幽
默、实用性强 

擅长行业&领域 
  

行业：政府、银行、制造业、互联网 

领域：office软件系统、公文写作、 

主讲课程 
  

《公文写作》 

《商务PPT制作技巧》 

《大数据的营销与统计分析》 

《思维导图在职场中的应用》 

《Access/Outlook/Project/Visio 2007中级培训》 



师资团队 

服务客户 
京东方集团、中国卫通集团、中国农业科学院、陕西移动、河
南移动、吉林移动、西藏移动、浙江嘉兴移动、河北邯郸移动
、四川阿坝移动、贵州省烟草局、遵义烟草局、贵州安顺烟草
局、贵州习水烟草局、贵州桐梓烟草局、贵州紫供电局、贵州
黔南供电局、苏州阿克苏涂料、力诺集团、凤祥集团、山西省
电力公司、DHL北京公司、大田物流集团、Mars中国食品有限
公司、大庆油田设计院、北京英硕力科技、呷哺呷哺、
Renesas Technology （瑞萨科技）、北京国华能源投资、学
之网、爱迪乐、中国标准化研究院、TNT物流财务部、瑞典
HALDEX、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分行、华西能源北京分公司、雅
士利润滑油公司、内蒙古赤峰平煤集团、诺思格医药、杭州西
子联合控股集团、统一食品集团、沈阳三生制药、康菲石油集
团、中石化安全环保局、万都汽车、长春一汽、哈尔滨制药三
厂、凤凰网、当乐网、奥迪汽车、中国农科院、中外运、宜信
、镇海炼化、天津中海油、百仕瑞、奥瑞金、长久集团、中国
一建等500多家企业项目辅导、1000多场企业内训、公开课。 

陈则老师具有10年资深工作经验，7年咨询培训
经验；陈则老师先后在韩国、日本等大型集团公
司工作并接受过国际先进的office软件系统学习
。对PPT,公文写作及其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造诣
非常深，精通公文写作在管理中高级应用培训，
尤其是PPT中高级设计，公文写作等管理中的应
用。 
 
陈老师曾在京东方、中信科软、易迪思、威鹏、
百仕瑞、敢超培训等200多家机构任专职讲师，
具有丰富的公文写作能力。陈老师，多年以来，
主持并完成了京东方的设备管理系统、某公司的
人力资源管理系统、财务管理系统、固定资产管
理系统、进销存管理系统、客户管理系统、成本
费用分析系统等等。 



师资团队 



师资团队 

唐建光老师 
  
原国家经贸委《现代企业教育》杂志社
总编辑（高级记者、编审） 
剑桥大学培训管理专业研究生学历，国
家编审（高级技术职称） 
授课风格深入浅出，语言精辟，激情澎
湃；理论来自实践，千锤百炼，结合自
身工作经验和咨询实务案例，很好地将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授课特色  
 
《金字塔原理与表达技巧》 
《组织行为学》及延伸课程 
《员工职业品格训练》 
《金字塔原理与表达技巧》 
《应用写作》（新闻写作、公文写作、
应用文写作、案例编写、其他商务文种
） 

授课风格 
  

作为培训老师，授课风格深入浅出，语言精辟，激情澎湃；

理论来自实践，千锤百炼，结合自身工作经验和咨询实务案

例，很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运用形象的语言和各类比

喻，容易引起学员共鸣；注意课堂互动性，启发学员参与讨

论和深入思考，课堂气氛活跃，深受学员好评，培训学员过

万名。 

同行评价 
  

教育部职成教司处长 企业教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李一扬  

我感觉唐建光老师授课的最大特点就在于在其课程设计的精

化和实际操作的强化。在学习中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来进行

学习和应考。不是单纯的考核学员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技能

的实际水平，而是融课程理论与实践之中的应用。 

国资委干部教育培训中心处长 



师资团队 

做为英国剑桥大学（中国区）首位成绩全优的国际培训官，主

持开发出经贸委、教委联合认证的《企业培训师资格证书》、

《高级企业培训师资格证书》考试项目，编写了完整的课程系

统，先后培训职业培训师5000余人。还出版了《职工教育简史

》、《知识经济概论》、《WTO冶金职工读本》、《中国走进

WTO》、《知识经济简论》、《培训经理教程》、《教你上好

培训课•讲台实战60法》等专著十几部,发表学术论文及文章

140多篇。同时，还有小说、诗歌、散文、书法发表。 

 

其他爱好：书法创作、中国画研究。中国书画家协会理事，作

家协会会员。先后在大型文学期刊《飞天》、《百花园》，以

及《人民日报》、《大众日报》等副刊和权威文学刊物《诗

刊》、《小说选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多篇；在《艺术研

究》发表美术评论多篇。 

唐建光老师历任山东省企业培训考试中心主任，原国家经贸委

《现代企业教育》杂志社总编辑（高级记者、编审），上海XX

教育集团培训师学院院长、北京XX集团公司商学院院长、北京

（台湾）XX集团商学院院长。系国家“十一五”科教重点课题

《中国企业教育培训研究》专家评审组成员。同时兼任中国石

油大学培训学院顾问、中国饭店协会培训顾问、北京西三角人

力资源集团公司顾问、北京九鼎方略管理研究院顾问，胜利油

田培训师体系建设、国家电力培训学院专工培训三级培训评估

、济宁电力培训评价体系、北京铁路局干部培训规划、上海影

响力教育训练集团的培训师和培训经理课程开发”、中钢集团

培训体系和课程体系建设、中国石油管道公司培训规划与课程

体系建设、日照港务局“十二五” 教育培训规划等项目咨询，

先后参与多家商学院（职工大学）筹建的统筹指导。2006年、

2007、2008年连续被22个省区经贸系统评为“中国培训师

100强”，2014年入围中国讲师500强，中华管理网最佳合作

讲师。 



师资团队 



师资团队 

胡一夫老师 
  
实战派公文写作专家 
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专家 
全球500强华人讲师，亚太地区十大金
牌讲师 
胡老师是国内知名公文写作培训专家、
河南公文学会常务理事、文化部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库成员，他主
讲党政公文写作与处理、沟通协调与语
言艺术、政府文化管理与发展等培训课
程，一直承担干部培训管理和教学科研
咨询等工作，为全省地厅、县处、科级
等高中级公务员和大型国有企业高中层
骨干人员授课。 
 

授课特色 
 
复合式而非单一化，定制化而非标准化； 
顾问式而非简单化，经营的眼光全球化； 
深奥的理论通俗化，零散的问题系统化； 
枯燥的文字图象化，演讲的表达本地化。 
 

培训风格 
 
顾问式培训、情景式案例、实战型解答； 
风趣幽默不失深邃，循循善诱不显繁杂； 
写意处如高山流水，激情处如火山迸发。 
课堂生动活泼，采用录像、情境模拟、角色扮演等多种
教学方法，寓教于乐； 
紧紧地把教学内容与实践能力相结合，风趣轻松，将理
论知识演绎得生动易懂！ 



师资团队 



师资团队 

王志勇老师 
  
公文写作资深培训专家  
资深国学管理应用专家 
王志勇老师长期从事专职《公文写作》培训工作的讲师，主讲公文写作课程。他为多个政府部门
撰写过《条例》《通知》《报告》《制度》《通报》《方案》《通告》《决定》《决议》《会议
纪要》《预案》等重要文件，多次为党政领导起草“讲话稿”，并担任过多个政府部门重要会议
的“会议记录人”等。为几十个大中型国企、银行等撰写过“请示”“调查报告”“事故分析报
告”“通知”“广告”“批复”“方案”“计划”“总结”“预案”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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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建国老师 
  
行政文秘专家，著名公文写作讲师 
国家职业核心能力培训师 
国家人力资源管理师一级 
教育部秘书职业资格培训专家 
教育部高等文秘专业委员会委员 

贾建国老师从事培训行业20年，
期间主要负责公文写作、人力资
源管理、职业素质提升几类培训
课程的课程研究设计、课程讲解
及实战训练，擅长写作思维训练、
人力资源模块课程、员工职业核
心能力的培养提升。在长年的培
训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授课特色 
 
更多经典案例、更多前沿理论、
更加贴近工作实际、更加触动
灵魂深处。让学员多思、深思。
有视频分享，有情景体验，让
学员扎实前进。 
在具体培训课程中，擅长提前
设置岗位针对性问题，主要方
法是案例法、分组讨论、小组
PK训练、思维实战训练、互相
点评等。 

主讲课程 
 
行政文秘类： 
《行政综合管理》（中层） 
《实战公文写作精英训练》（基层、中高层） 
《商务公文写作思维训练》（基层、中高层） 
《行政文秘素养提升》（基层、中层） 
人力资源管理类： 
《人力资源经理角色定位》（中层） 
《人力资源招聘技巧》（中层）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中层） 
《人力资源绩效管理》（基层、中高层） 
国家职业核心能力培训类： 
《员工职业素养提升》（基层、中层） 
《员工职业生涯规划》（基层、中层） 
《自我管理》（基层、中高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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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汉诚老师 
  
25年公文研究经验   
公文写作学院院长 
20年政府机关管理经验 
上海交通大学总裁班特聘专家 
蔺汉诚老师是中国最受欢迎的公文写作名
家，国内唯一的一个出身于国家机关、大
型央企科研单位、全球500强三类单位的
实战派公文写作专家！从基层做至机关、
外企、国企、科研单位核心管理层，深悉
公文之要妙。历任国家公务员、办公室主
任、HR经理、宣传科科长、管理学院副
院长等不同岗位！ 

核心课程 
 
职业行政文秘人员七项修炼 
妙笔生花 — 职业公文写作精英训练 
金字塔原理 — 思维和写作提升 

授课特色 
 
汉成老师精通公文写作、思维分析，
其培训体系博大精深、能够将培训
方法落地、让企业能够顺利实施。
授课中旁征博引、深入浅出，培训
中强调结合实际，无有入无间，使
学员无形中直接把理论和技能化为
自己的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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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物 

华为绩效管理之道 领导都是讲故事高手 执行力管理 



  营销规范化 
管理速查手册 

 人力资源规范 
化管理速查手册 

 采购规范化 
管理速查手册 

 行政规范化 
管理速查手册 

 清华总裁班最 
受欢迎的谈判课 

每天学点社 
交心理策略 

 顶级销售员 
心理素质训练 

   心理学 
与情绪调控 

出版物 



如何管员工才会听 
怎么带员工才愿干 超实用经济学 超实用金融学 超实用管理学 

三分能力  
七分责任 

人品比能 
力更重要 

 带队伍：新经理 
进阶的七堂必修课 

带队伍：领导 
力的九项修炼 

出版物 



影响力的博弈 只有过不去的心  
没有过不去的事 

审计学 接待与洽谈口译 

 试错：企业与员工 
双赢的人性化管理法 众筹时代  孝经智慧 

与企业管理 
 受用一生的22 
堂人情世故课 

中国农村经济组 
织融资问题研究 

 策动旅游：旅游 
企业行销实战圣经 

出版物 



携手交广  智慧向往 

北 京 交 广 国 际 管 理 咨 询 有 限 公 司 

网址：http://www.jungle.org.cn/ 专线：400-005-0069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红军营东路18号时代庄园4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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