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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应用文写作概述

第 一 章

第一章　财经应用文写作概述

 知识目标

1 . 了解应用文及财经应用文的概念和性质。

2. 把握财经应用文的特点、种类、作用。

 技能目标

判断财经应用文写作主题、材料、结构、语言四大要素的特征。

 课程思政

习近平说，“要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真正做到以文化

人、以德育人，不断提高学生思想水平、政治觉悟、道德品质、文化素养，做到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做到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思想政治教育与财经应用文写作高度融合，才能做到主题正确、材料客观。若学生在进

行公文或应用文写作时，是非不分，政治意识不强，甚至公文有严重的政治偏见或意识形态

的错误，就会违背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案例导入

材料一：

……当上级红头文件最后一个字的音波敲击人们的耳鼓之后，那宽阔得显然有点令人感

到空旷严肃的会场，顿时像开了锅似的。那些还在睁大眼睛，或是屏住气息听传达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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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地一声沸腾了。宽阔的会场，似乎马上狭窄了许多，上级的决定 ，真像一阵和煦的东

风，吹开了人们紧闭的心扉，宛如一轮春日的朝阳，驱散了人们心头笼罩的阴霾。……

材料二：

××厂传达市委关于 

加速企业改革的决定的情况报告

本月 20 日下午，我们传达了市委 19 日下达的《关于加速企业改革的决定》，全厂车间

主任、技术员，以上同志到会。大家听完文件，一致表示：文件精神完全符合我厂实际，深

受鼓舞，决定发扬改革精神，积极开拓我厂新局面。

××厂　　 

××××年×月×日　　

（案例来源：张瑞年，张国俊. 应用文写作大全[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

案例思考题：

上述两篇材料，反映的内容都是某工厂传达市里《关于加速企业改革的决定》，主旨都

是改革深入人心。工厂的广大干部群众热烈拥护市委的决定。阅读后比较两篇材料在表达方

式和语言上的区别。

第一节　财经应用文概述

一、财经应用文的概念和特点

（一）财经应用文的概念

1. 应用文的历史沿革

财经应用文是应用文的一个分支。“应用文”的历史非常悠久，在历代有不同的名称。早

在殷周时期，刻在甲骨文上用于占卜的文字叫作“卜辞”；在《尚书》收录的商周文书则称为

“诰”“誓”“命”；春秋时期用于外交方面的文书称为“辞”“辞命”。随着应用文不断发展，秦汉

时代的诏制奏表，魏晋的令、书、颂、笺，被称为“文书”“文案”等；“公文”一词，出现在东

汉末年。唐宋以来的图籍表册、碑碣志铭、法律条例，都是应用文。元明清时期对应用文的研

究值得一提的是刘熙载的《艺概·文概》。“文件”一词，大约在清末才出现，当时外交文书总

提到“寻常往来文件”“交涉文件”等。辛亥革命以后，应用文从古体到今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即有了自己的公文。1942 年规范《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1951

年颁布《公文处理暂行办法》，后经多次完善，于 2000 年 8 月 24 日确定《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

理办法》，其他文种随社会需要应运而生。普遍应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应用文（公务



3

第一章 　财经应用文写作概述

文书、事务文书、礼仪文书、经济文书、司法文书等），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管理社会事务及

实现社会、政治、生活目标的活动中充当着必不可少的工具，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2. 应用文的概念

1999 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辞海》对“应用文”做了如下解释：应用文是指人们在日

常生活、工作和学习中所应用的简易的通俗文字，一般有固定的款式。包括书信、公文、契约、

单据等。这个定义虽然简明，但把应用文定义为“简易的通俗文字”似乎不尽完善，有些应用

文如调查报告、经济活动分析等并非“简易通俗”。

为此，本教材认为应用文概念应为：应用文是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人民群

众在行政管理、社会交往和活动中，处理公私事务时所使用的、形式较为固定的、具有直接应

用价值的文书。

应用的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种类也越来越多。有些是各行各业通用文种，

有些是特定部门使用的，这样就逐渐形成了专业应用文，如财经应用文、军事应用文等。

3. 财经应用文的概念

财经应用文是指财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团体以及个人在财经活动中形成发展起来的，用

以反映财经信息、处理财经事务、研究财经问题的应用文体。财经应用文是各级财政部门传达、

贯彻党和国家的财政方针政策、发布财政法规、交流经验、沟通信息、解决问题时不可或缺的

重要工具。

（二）财经应用文的特点

财经应用文作为应用文的一个分支，具有应用文的共性：目的的实用性、写作的时效性、

文本的程式性、语言的简明性。同时它又具有自身的特点：政策性、定向性、专业性、权威性。

1. 政策性

从性质上说，财经应用文是传达、贯彻党和国家财经方针政策、处理财经公务的一种重要

工具。这个性质决定了财经应用文具有鲜明的政策性。如果忽视了这一点，财经应用文就不能

起到维护经济正常发展的作用。

2. 定向性

财经应用文的写作是针对财经业务活动中的某一事件、某一情况、某一问题，是针对某些

特定读者而进行的，这就决定了信息传播的定向性，如经济合同的规范对象是签订合同的双方

或多方。

3. 专业性

财经应用文的专业性是指内容表达上多用专业术语、指标数据来说明问题。用指标数据描

述财经业务活动是财经专业的特征之一，为了使表达简洁准确，还经常使用图表来说明。

4. 权威性

这是财经应用文的一个重要特征。各级财经机关在职权范围内发布的公务文书，具有法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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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一经发布必须令行禁止，如财经制度、经济合同；有些财经文书对经济活动有一定的指

导、制约作用，如经济活动分析报告、预测报告。

二、财经应用文的作用和分类

（一）财经应用文的作用

1. 传达财经政策，具有领导指挥作用

财经应用文大多用于贯彻党和国家相关经济政策。财政机关通过拟制、下发与贯彻实施财

经政策来发挥领导指挥作用。

2. 反馈经济信息，具有联系协调作用

财经应用文是加强上下级之间联系的纽带，是各单位、各部门之间联系的有效工具。它可

以交流信息、传递业务、协调工作等，以此互相促进，共同提高。

3. 提高经济效益，具有促进管理的作用

撰写财经应用文，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规范经济工作，如工作计划是为了推动领导意图的执

行和顺利实施，工作总结是为促进今后财政工作做得更好，这些都是为了推进工作、提高工作

效率。财经应用文对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管理具有很大的作用。

（二）财经应用文的分类

根据财经应用文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可以分为：公务文书，指用于处理财经部门事务的行

政公文；事务文书，指财经部门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经常使用的文书，如工作计划、总结、规章

制度等；专用文书，它是财经部门特有的，专业性很强，如经济合同、经济预测报告、审计报

告等；经济学术论文，这是对经济科学领域中的问题进行专业探讨、表述科研成果的文书。

第二节　财经应用文的构思与写作规律

任何文章的写作都是人的思维与语言表达相统一的过程，其基础是思维活动，带有明确的

目的。财经应用文是以经济活动事务为反映对象的一类文章。每起草一篇财经应用文，都应有

明确的写作目的、限定的写作内容、特定的读者对象、严格的格式规范、明确的完成时间等要

求。财经应用文以其特定的内容要求规定着撰写人文章写作的思维活动，由此形成了财经应用

文写作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一、领会具体的行文意图

王夫之 ：“意犹帅也。无帅之兵，谓之乌合。”文章写作，要先确立主题。应用文主题产生

于人们处理某一事务必须实现的意图，因此，明确所处理事务的具体的意图成为应用文写作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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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活动的第一任务。也就是说，每一篇文章写什么、怎么写，都是由具体的行文意图所规定

的——写作主体对某一写作活动所要处理的事情，以及对这一事情的处理要解决什么问题、达

到什么目的、实现什么样的效果的具体理解。

应用文写作就其使用性质看，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处理一般事务的（包括个人事务）；

另一类是为办理公务的。两类应用文就其写作动机分析，有“自己需要写”和“需要自己写”

之分。

一般说来，“自己需要写”的应用文，因为作者处于主动地位，其行文的意图是非常明确的。

这类应用文不存在领会行文意图的问题，只要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应用文的特点、规律及要求

即可。

“需要自己写”的应用文，其写作主体与写作活动作者是两个概念。财经应用文写作中的

写作活动作者一般为某一单位（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部门），写作主体是拟稿人，

写作主体“遵命写作”，不能代表写作活动作者，不能决定文章写作处理事务的意图宗旨。这

就要求撰稿人既要“出乎其外”，淡化个人的主体角色；同时又要“入乎其内”，进入法定又作

者世界。他受命写作后要厘清文章写作思路，就必须明确该文章写作处理事务要达到什么目的，

解决什么问题，实现什么效果，也就是说，他必须正确、深刻、具体领会行文意图。而领会行

文意图，有两条途径：一是来自上级领导的意图；二是来自对材料的占有和分析。这里的领会

行文意图，主要是领会领导的意图，既要领会领导本人的行文意图，更要领会领导意图的来源

和要求。

1. 领导意图的表达特点

（1）领导者的责任感，使他能自觉站在机关利益立场上思考问题，形成领导者特有的思想

境界。

（2）领导者所处的位置，使他能有效地全面汇集各方面的信息，对问题的分析研判更全面、

深刻、准确。

（3）领导者长期从事领导工作的经验、知识和综合素质，决定着他们的成熟程度，保证了

处理问题方法的高正确率和高效率。

（4）领导意图有总体性意图和具体性意图之分，有明示性意图和暗示性意图之分，有确定

性意图和非确定性意图之分。拟稿人对总体性意图要始终遵循：对具体性意图要灵活执行；对

明示性意图要如实贯彻；对暗示性意图要心领神会；对确定性意图要坚决照办；对非确定性意

图要完善补充。

2. 领会领导意图的方法

（1）主动询问和及时聆听领导要求。一般而言，受命写作前，领导会讲清想法和要求。撰

稿人要认真听取，做好记录，同时要及时询问，切忌不懂装懂，否则会无的放矢。

（2）从讲话材料、领导批示或平时谈话中领会领导意图。有时需要寻找或收集相关材料，

从材料发掘、整理中去领会领导意图。

（3）动笔之前要虚心向领导求教，深刻和全面领会领导意图和听取布置拟稿任务的精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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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起草过程中要及时向领导汇报出现的问题，争取得到领导的及时指导；修改阶段要认真听

取领导意见，认真审核文稿。

二、遵循处理事务对象自身运行规律，广泛收集材料

应用文作为人们处理现实实际事务的工具，要求文章准确反映主体处理事务的目的性及处

理事务的途径、方法，反映真实情况。这就需要调查研究，遵循处理事物对象自身的运行规律，

广泛地收集材料。

1. 以准确揭示事物规律为依据

财经应用文是以经济活动为对象的，在选择和运用材料时必须遵循经济活动的特有运行

规律。

（1）市场活动规律，包括消费者的需求心理、动机及行为规律等。

（2）经济运行规律，包括国家经济运行规律、企业经营与管理运行规律。

（3）国家宏观调控及政府导向规律。

（4）其他事物本身的本质特征规律。

2. 平时勤于积累和进行有目的的收集

资料不会自动上门，一定要注意有效地收集。

（1）在平时读书、看报、开会、听广播或交谈中，及时摘录、剪辑有直接或间接作用的资

料，并适当分类整理，以备不时之需。

（2）受命写作时，要领会领导意图，明确具体的主题，围绕主题收集第一手资料，注意从

现成的政策法规、领导讲话、文献资料中挖掘有关资料。

三、撰拟写作提纲，完成总体构思

兴建高楼大厦，需确定施工蓝图。撰写一篇文章，也必须明确怎样表达主题思想和怎样运

用材料，确定文章表达次序、结构层次、衔接配合。因此，撰拟提纲，进行总体构思是对写作

的直接准备。

1. 明确应用文总体构思

首先，确定应用文内容的组成情况。明确文章要说明哪些情况，重点阐明什么问题。

其次，确定正文的表达顺序。既可以按照事物发展的自然顺序安排，也可以按照“提出问

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安排，还可以按照工作的实际步骤、内容的重要程度安

排，或是按照因果顺序、总分顺序安排。

最后，安排文章首尾和衔接过渡，解决开头、结尾以及各层次之间有序表达的问题。

2. 灵活撰写写作提纲

首先，写作提纲观点要明确，依据要充分，层次要清楚，纲目要详细。

其次，撰拟提纲的组织和操作程序要规范。提纲由撰稿人亲自拟写，边研究边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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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要养成拟写提纲的良好习惯。拟提纲可以提高写作效率，保证起草的文章层次清楚、

结构严谨、逻辑性强。

第三节　财经应用文的写作要素构成

应用文书的撰写是以实用为目的的写作实践活动。研究应用文书，就是研究“写什么”和

“怎么写”的问题，也即要把握应用文写作的共同规则，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文章皆

由主题、材料、结构、语言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应用文也不例外。如果将应用文比作人，那么

主题是灵魂，材料是血肉，结构是骨骼，语言是细胞，只有具备这四个基本要素，应用文的整

体质量才有保证。

一、应用文的灵魂——主题的选择

所谓主题是指作者通过文章的具体材料所表达的中心思想、基本观点或者要说明的主要问

题。应用文的主题就是通过文章的内容所表达出的作者的写作意图、目的、思想、观点等。例

如，计划的主题是“做什么，做到什么程度”，经济合同的主题是“标的”等。

主题犹如一条红线贯穿全篇，在构成要素中居于统帅地位，发挥决定性的作用。因此主题

是应用文的灵魂所在，失去主题，如同人失去思想、三军缺少主帅，作者的取舍材料、措置结

构、组织语言，甚至制定标题、运用表达方式，都会失去依据。

（一）主题确定的依据

应用文书的种类很多，对立意的依据要求各不相同。一般说来有以下两种情况。

1. 依据领导意图和工作需要确定主题

应用文书是领导与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根据工作的实际需要制发，旨在“受

领导之命，代单位立言”。因此，领导意图、工作需要就是写作目的，就是剪裁材料的依据，

就是确立主题的主导根据。比如，某公司要调整第四季度销售计划，要求销售部门做出计划，

这时“如何调整销售计划”的命题规定，就成为撰稿人立意的依据。

2. 依据实际材料确定主题

应用文要求真实、实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实际材料。深入分

析这些材料，得出正确的判断，发现事物的本质，是形成主题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换言之，

确立主题必须尊重事实，尊重事物本身的规律，不能凭空设想，生造主题。例如，市场调查与

预测报告的主题必须在分析材料的基础上得出。

（二）主题拟写的要求

1. 正确

首先，主题内容必须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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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图，能指引正确的方向。其次，主题的正确还体现在须符合客观实际情况，能反映客观事物

的本质规律以及具体的业务规范，帮助人们正确处理工作事务。 

2. 鲜明

鲜明是指应用文观点意图要清晰确切，旗帜鲜明，不容置疑。主题必须能够抓住问题的实

质，态度鲜明，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要一目了然，不能似是而非、模

棱两可，甚至前后矛盾、不知所云。

3. 集中

应用文要求内容单一，一文一事，不可多中心，“意多必乱文”。全篇内容由主题统帅，不

蔓不枝，为表现主题服务。

要如何使主题集中呢？首先意在笔先，动笔之前要明确文章重点阐明什么思想、解决什么

问题，与此不相干的问题统统剔除；其次主题必须单一；最后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

4. 深刻

撰写应用文要求揭示事物的本质及其内部规律， 体现出原则性和指导

性。例如，撰写行政公文要明确指出撰文的目的，体现出原则性和指导性；

写总结等要提炼出规律性的认识和行之有效的措施。

（三）主题的表现方法

1. 标题点题

标题点题即在标题中点明主题。如《关于进一步做好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的通

知》标题直接点名写作目的。

2. 开宗托旨，开门见山

（1）使用主题句，开宗托旨：在公文和其他应用文书中，明白、准确地表达主题的句子，

叫主题句。主题句以介词结构“为了……”为特征。

（2）不出现主题句，开宗托旨：有的应用文开宗托旨，首句并不出现主题句，而是直接阐

述意义、主张或基本观点。

（3）小标题显旨：小标题显旨的形式，是将文章主题分解成几个部分，每个部分用一个小

标题来显示。值得注意的是，各个小标题的排序，必须注意体现合理的逻辑关系。

（4）片言居要：在文章的内容转换之处揭示主题，同时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5）呼应显旨：在正文的开头和结尾前后呼应，以突出主题。这种写法多是开头提出与主

题相关的问题，篇末呼应之。

（6）篇末点旨：在应用文书正文的结尾点明写作主题。

二、应用文的血肉——材料的选择

材料是构成文章内容的要素，指作者为了某一写作目的而收集、选取并在文章中使用的一

系列事实或依据。这些事实或依据包括事件、现象或数据、理论依据、公认的原则、公理等。

资料 1. 做好事能
激发企业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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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需要的材料是“写入文章”的，因此何时选择、怎样选择、选择什么材料，就需要动一

番脑筋。

（一）材料的类别

文章的主题需要通过材料表现，主题要鲜明，材料要具体丰富。为此，收集的材料应类型

丰富，数量充足。一般而言，材料类型有如下几种。

（1）有历史的材料，也有现实的材料。

（2）有本单位、本地区的材料，也有外单位、外地区的材料。

（3）有正面的材料，也有反面的材料。

（4）有直接的材料，也有间接的材料。

（5）有文字的材料，也有数字、图表的材料。

（6）有典型的材料，也有一般的材料。

（7）有来自领导层的材料，也有来自基层的材料。

（二）选材的方法

1. 亲身经历

材料有第一手材料，有第二手材料。为求得材料的准确、真实，常常需要我们深入现场，

亲身实践，亲眼所见，亲自调查，观察事物现象，借用知情者的见闻，得到确切的数据。亲身

经历是认识客观事物的基础，也是获取材料的重要方法。例如，我们写新闻，就应该在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掌握第一手材料。观察体验不仅要亲自作为，还要有科学的态度，其主要要求如下。

（1）要系统而周密。对事物的全貌、各个部分、发展过程等，要全面了解。

（2）要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不但要观察事物的表象，还要透过表象看到实质，通过比较

对照，了解特征，发现问题。

（3）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尊重客观事实。

（4）广泛深入，细致全面。不能先入为主，主观片面。

2. 检索阅读

检索阅读是获取材料的重要方法。包括读书看报、翻阅档案，从中查找同类问题或相关问

题的现实资料及历史资料。具体的检索阅读方法有以下几种。

（1）熟悉和掌握图书分类，会查分类目录、书名目录、著作目录。

（2）学会利用书目、索引，可以快速有效地获取更多的资料。熟练使用一些工具书，如字

典、辞典、百科全书、手册、文摘等。

（3）通过网络收集资料。

（三）选材标准

1. 突出主题

材料是服务于主题的，在选材时要根据表达主题的需要来决定对材料的取舍。会不会围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