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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12 日福建事业单位考试 

《综合基础知识 A》解析 

华图福建事业单位考试研究院  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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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客观题 

1.【答案】D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2018 年 4 月 13 日，习近平在庆祝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 30

周年大会上郑重宣布，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

故本题选 D。 

 

2.【答案】B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2018 年 5 月 4 日上午，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纪念马克思，是为了向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思想家致敬，也是为了宣示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

信念。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是我们认识世界、

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故本题选 B 

 

3.【答案】A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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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诚”和”信”是一种先进的社会意识, 对”诚”和”信”

的重视意味着公众普遍认识到社会繁荣发展, 这体现了先进社会意识是

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正确反映.故 A正确. 

B项错误, 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变化.C项错误,先进的

社会意识才会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D 项说法过于决对,先进的

社会意识可以正确预见社会存在的发展方向. 故本题选 A. 

 

4.【答案】A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A项正确,题中”精准施策,分类推进,注重地域特色,不搞一

刀切,不搞统一模式”说明我们解决问题时要把握矛盾特殊性,既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B 项错误,题中没有体现主要矛盾.C 项错误, 矛盾的普遍性

寓于特殊性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D 项错误,题中没有体现矛盾的普

遍性. 故本题选择 A 选项. 

 

5.【答案】B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由题干可知, 长滩岛封岛是由于对自然的过度开发利用,所

以有限度地改造自然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键,故 B 项正确.A,C 说法

错误.D项说法与题干无关.故本题选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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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答案】C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价值判断：人们对事物能否满足主体的需要以及满足的程

度作出判断；价值选择：就是人们在价值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选择。A

项错误,并不是所有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都是正确的，要作出正确的价

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就必须深入实际，坚持真理，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

规律，走历史的必由之路.C 项, 题中”如何增强获得感，众说纷纭”可

以看出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因人而异，具有主体差异性,C项正确. BD两

项与题意无关.故本题选择 C选项. 

 

7.【答案】B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实现中国装备提质升级的关键是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构建

创新型国家,增加产品科技含量,故 B 项正确.ABD 三项均不属于提质升级

的关键. 

 

8.【答案】C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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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青 

【解析】根据题干可知“一村一品一店”模式的使得当地农业朝着

标准化和品牌化发展,故 C 项正确.选项 A 表述错误，一村培育一种特色

农产品，一种特色农产品做响一个网店，该模式会催化农村生产方式进

行现代化转型； 

选项 B不符合题意，“一村一品一店”模式与农村土地资源的合理流转无

关 

选项 D错误，“一村一品一店”是要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不是减少附加

值. 

故本题选择 C选项. 

 

9.【答案】D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选项 A 符合题意。 

选项 B正确，根据题意，宝钢与武钢联合重组能够提高产业集中度； 

选项 C符合题意。 

选项 D 表述错误，由宝钢与武钢两大央企合并而成的宝武钢铁集团

在“去产能、调结构”的中国钢铁行业具有标志意义，有利于优化资源

配置，增强国有经济主导作用，属于国家行为。 

 

10.【答案】B 

【知识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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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根据题意可知,提高个税起征点体现税收促进公平、调节收

入分配的作用,增加子女教育、大病医疗等专项费用扣除,合理减负有助

于改善人民生活，保障民生,故①④说法正确,本题选择 B 选项. ②③表

述与题干无关. 

 

11.【答案】B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选项 A 不符合题意，“最低收购价政策”不符合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的要求； 

选项 B 符合题意，根据题意，“发展绿色生态、环境友好型农业”，提高

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利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选项 C 不符合题意，是从“出口”角度讲的，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要求不符，故排除； 

选项 D不符合题意。严守耕地红线,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强调的是安全

而非质量。 

故本题选择 B选项. 

 

12.【答案】D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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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青 

【解析】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我国非金融企业杠杆率

较高，这与储蓄率高、以信贷为主的融资结构有关。要把降低企业杠杆

率作为重中之重。“杠杆率是一个衡量负债风险的指标。近年来，我国企

业债务负担不断加重，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导致债务风险上升。 

选项 A错误，企业利息负担加重与利润下滑没有必然联系。选项 B

选项 C不符合国情。目前有利于去杠杆的传导措施是：实行债权转为股

权使得企业债务负担减轻，有利于降低企业成本，促进企业提高经济效

益；故本题选择 D选项. 

 

 

13.【答案】A 

【知识点】宪法 

【难度】较易 

【作者】曾青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四条规定：宪法的修改，由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1／5以上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

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 2／3 以上的多数通过。本题选择 A

选项. 

 

14.【答案】A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http://www.so.com/s?q=%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E5%AE%AA%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AE%AA%E6%B3%9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5%A8%E5%9B%BD%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E5%B8%B8%E5%8A%A1%E5%A7%94%E5%91%98%E4%BC%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BA%E6%B0%91%E4%BB%A3%E8%A1%A8%E5%A4%A7%E4%BC%9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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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选型法律规定的权利有具体表现形式，明确、可操作性强，

换句话说就是更为具体，而其他社会规范例如道德则是比较抽象。B选型

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不存在两者多少的问题。C选型错在其他社会规范

只规定义务没有权利，因为道德、宗教等社会规范大多数时候是义务本

位，但规定了权利，是指人们在道德生活中应当享有的特殊的社会权利，

即由一定的道德体系所赋予人们的，并通过道德手段(主要是道德评价和

社会舆论的力量)加以保障的实行某些道德行为的权利。它以人们在履行

道德义务后所享有的尊严、荣誉和权利等形式表现出来。例如，我国有

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老年人享有“尊老”的权利；幼童享有“爱幼”

的权利。D选型错在法律规定的义务多于权利，两者是一致的，不存在多

少的问题。 

 

15.【答案】C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即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独

立行使自己的职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非法干涉。 

【信息源】15年法律硕士联考主观题第 33题。 

 

16.【答案】A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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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坦白，是指没有自首情节，但是如是供述自己罪行。李某

是因为故意伤害罪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如果交代的是故意伤害罪则为坦

白，但是李某如实供述的是司法机关还未掌握的本人其他罪行，即交通

肇事罪，则属于自首。 

【信息源】2017 年 3月 25号福建省南平市联考第 8题。 

 

17.【答案】A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难 

【作者】周文康 

【解析】共同犯罪人中止，不仅需要行为人中止自己的犯罪行为，

而且需要制止其他共同犯罪人的行为。因此，乙因害怕受到刑罚惩罚而

没有与甲一同盗窃，甲单独完成盗窃行为，乙虽然中止自己的犯罪行为，

但是未能阻止其他共犯的行为，仍然成立犯罪既遂。 

【信息源】政法干警《专业综合Ⅰ》考前预测试卷（二）第 15 题。 

 

18.【答案】C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不当得利的效力是返还的不当利益，应当包括原物和原物

所生的孳息，根据题意原物就是 5000的不当得利，孳息就是一个月的利

息，这些按照法律规定应当返还，至于 1000 元的盈利应当上交国家。 

【信息源】山西省公共基础知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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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C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难 

【作者】周文康 

【解析】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不宜采取家庭承包方式的

荒山、荒沟、荒丘、荒滩等农村土地，可以采取招标、拍卖、公开协商

等方式承包”，所以村委会无权禁止家庭承包经营以外的其他方式的承包，

A 选项错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9 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可以

自愿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所以乙有权在承包期内放弃承包权，B 选项

错误。《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26条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设

区的市，转为非农业户口的，应当将承包的耕地和草地交回发包方。承

包方不交回的，发包方可以收回承包的耕地和草地”，所以 C选项中村委

会的决定合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第 30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

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

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

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所以 D选项中一律收回承包地的

做法不合法。 

【信息源】2012 年 4月 21日重庆联考行测真题第 11题。 

 

20.【答案】D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婚姻法第十七条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应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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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范围作出了规定，即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

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1）工资、奖金，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一方或双方的工资、奖金收入及各种福利性政策性收入、补贴；（2）生

产、经营的收益，指的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从事生

产、经营的收益；（3）知识产权的收益，指的是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

夫妻一方或双方拥有的知识产权的收益；（4）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

是指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或双方因继承遗产和接受赠与所得的财产。

对于继承遗产的所得，指的是财产权利的取得，而不是对财产的实际占

有。即使婚姻关系终止前并未实际占有，但只要继承发生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所继承的财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

的除外；（5）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D选型明显属于第二种情形。 

 

21.【答案】C 

【知识点】管理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选项 A 不符合题意，未涉及政务公开。选项 B不符合题意，

未体现公民参与决策。选项 C正确，全面实行清单管理制度,制定政府权

力和责任清单,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压缩负面清单事项,减少政

府的自由裁量权,体现了积极转变政府职能,约束行政权力。选项 D 不符

合题意，未体现法治。 

 

22.【答案】B 

【知识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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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以人才为引领的创新驱动阶段。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人才是支撑创新的第一资源。因此，创新

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城市出现的“抢人”大

战，本质上是各地加快提升创新人才供给质量，加快培养造就支撑经济

转型发展的现代化人才队伍的一种尝试和实践。引进人才，短期内看落

户、补贴甚至是购房优惠的政策的确颇具吸引力，但是要想把人引进来

之后能够踏踏实实地留下来，不在鼓励人才发展的环境和体制上作出一

番具有实质意义的创新恐怕是不行的。不仅“抢人”要创新，留住人才

更要创新，特别是要通过创新来实现“人尽其用”。正如业内专家所说，

“让人才成就事业、实现价值，才是对人才最大的尊重和肯定”，故 ACD

没错。B选型人才流入是外在的重要原因，但关键还在于房地产自身的持

续发展。 

 

23.【答案】C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难 

【作者】周文康 

【解析】选项 A 不符合题意，未体现采购渠道问题。选项 B 表述错

误，已经两字表述不严谨。选项 C 正确，面对新的机遇和挑战，世界主

要国家都在抢占经济科技发展的制高点。我们必须因势利导，奋起直追，

在世界新科技革命的浪潮中走在前面，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尽快走上创新

驱动、内生增长的轨道。选项 D 表述错误，实施对等措施得依照法定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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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行使，尽量杜绝贸易战。 

 

24.【答案】D 

【知识点】公文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通报是上级把有关的人和事告知下级的公文。通报有 3 种

类型,（1）表彰通报，是表彰先进集体和个人，树立典型，总结成功经

验，号召大家学习的通报。（2）批评通报，是批评、处分错误，通报事

故或反面典型，要求被通报者和大家吸取教训的通报。这类通报，通过

摆情况，找根源，阐明处理决定，使人从中吸取教训，以免重蹈覆辙。

这类通报应用面广，数量大，惩戒性突出。（3）情况通报，是传达情况、

沟通信息，指导当前工作的通报。这类通报具有沟通和知照的双重作用 

 

25.【答案】B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周文康 

【解析】"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是中国信息化发展政策发布平台、电

子政务和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展示平台、数字中国建设理论经验和实践交

流平台。2018年 4月在福州举行，以"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加快建设数

字中国"为主题。 

 

26.【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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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逻辑填空 

【难度】较易 

【作者】陈艳 

【解析】文段一开始提出观点——好读书这一习惯的重要性，然后

下文对这个观点进行解释说明，文段下文如果是转折，应该围绕着“读

书”这一主体进行阐述才能形成转折关系，但是文段下文是围绕着“不

读书或者不喜欢读书”进行说明的，应该是对前文的观点进行假设，排

除 A、C两个选项，最后一句话是对观点进行原因分析，整个句子是一个

因果关系，答案因此是 D。 

【 信 息 源 】 在 职 联 考 -GCT （ 语 文 ）

https://www.ppkao.com/shiti/6196689/ 

 

27.【答案】C 

【知识点】逻辑填空 

【难度】较易 

【作者】陈艳 

【解析】第一句从“艺术殿堂的短暂巡礼”可以看出这是在观看艺

术殿堂，并且观看的时间是短暂的，并没有看仔细，“走马观花”骑在奔

跑的马上看花，指粗略地观察一下，“浮光掠影”指观察不细致或印象很

不深刻，满足语境，“粗枝大叶”比喻工作粗糙，不认真细致，指做事，

不符合语境，排除 B，“一知半解”很贫乏的知识，很肤浅的理解，形容

知道的不全面，理解的也不透彻，与语义无关，排除 D，第二空，从文段

“却积极追求自己没有的东西”转折得知，文段转折之前是指不重视到

手的东西，对比“泰然处之”“漠然置之”，“泰然处之”指沉着镇定面对、

https://www.ppkao.com/shiti/61966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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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事情，“漠然置之”对人或事态度冷淡，放在一边不理，“漠然置之”

符合语境，排除 A，答案选 C。 

举棋不定：比喻犹豫不决，拿不定主意 

光怪陆离：形容奇形怪状，五颜六色 

莫衷一是：不能决定哪个是对的。形容意见分歧，没有一致的看法。 

目迷五色：形容颜色既多又杂，因而看不清。比喻事物错综复杂，

不易分辨清楚。 

【信息源】高一语文期末试卷 

https://wenku.baidu.com/view/fe2509a4f8c75fbfc77db281.html 

 

28.【答案】B 

【知识点】态度观点 

【难度】较易 

【作者】陈艳 

【解析】“陈列的出土文物”，是见证历史，具有历史价值的珍贵物

品，但出土文物只能陈列在博物馆中，说明我们不能在日常生活当中使

用它们，是和我们日常生活并不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的观点和见解”

是指虽然珍贵的但是它只能摆放在博物馆中，远远观赏，远离生活实际，

不实用的，作用性不大的观点，体现出作者遗憾的感情色彩。 

【信息源】文章《挖荠菜》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be5634f705cc175427093f.html 

 

29.【答案】C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https://wenku.baidu.com/view/fe2509a4f8c75fbfc77db281.html
https://wenku.baidu.com/view/32be5634f705cc175427093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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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陈艳 

【解析】文段一开始提出了我们目前的生活特点，是精致和粗疏的

交混状态，之后通过并列句“一方面科技进步使得我们生活转向精细化，

另一方面科技使我们没有足够时间品味生活，逐渐粗疏化”来对生活特

点进行原因分析，属于解释说明，最后通过“因此”对前文进行总结，

表示结论，结论之后是重点，强调在这样一个科技进步的时代，精致的

艺术与粗疏的艺术都有其存在的社会学基础。C选项是对重点句进行同义

替换。A 选项结论之前的内容，只是介绍我们生活的特点，非重点部分，

B选项文段重点只是强调精致和粗疏的艺术都有存在的社会学基础，并没

有给出一个对策，阐述艺术感召力的呈现需要精致，艺术感召力文段中

无从体现，无中生有，排除 B，D选项强调的是远离精致的原因，文段中

表示生活中存在精致和粗疏，也就代表着精致和粗疏是并存着，并不是

强调远离精致，排除 D。 

【信息源】《人民日报：精致的意义》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713/c1003-25273696.htm

l 

 

30.【答案】C 

【知识点】细节理解题 

【难度】较易 

【作者】陈艳 

【解析】从“发表研究成果”“气候”“气候类型”关键词得知，文

段只是阐述了关于极地地区气候变化的最新研究成果，A选项“人类过度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713/c1003-25273696.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4/0713/c1003-2527369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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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文段并没有提及，无中生有，排除 A；文段第二行“极地地区的气

候将变为更温暖的气候类型”，并不代表极地地区将变成亚热带气候，B

选项偷换概念，排除，C选项从文段第二句“让步给更多具有南部形态的

植被”得出极地地区的植被面积将会扩大，表述正确，答案选 C。D选项

阐述了引起气候变暖的原因，文段没有提到是什么因素导致气候变暖，

属于无中生有，排除 D。 

【信息源】高中地理 

http://www.1010jiajiao.com/gzdl/shiti_id_0e7e102f0abe1978b6

5b71e9d0ebd05d 

 

31.【答案】C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解析】文段是分-总结构。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开头提出虽然现

有证据证明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能够分享总产出的增长，“但”转折之后

引出问题，不同国家的贫困人口显示数据还是有所差别的，可能还会对

发展政策造成误导。“所以”结论词引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有必要对增长

和收入分配的变化进行微观实证分析，所以同义替换 C项。A项未提及数

据与经济和人口之间的关系；B项对跨国研究的重要意义未提及；D项实

证研究，主体错误，并且未提到对降低贫困人口数量的意义，所以此题

选 C。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https://wenku.baidu.com/view/c87a1a15a76e58fafab00388.html 

http://www.1010jiajiao.com/gzdl/shiti_id_0e7e102f0abe1978b65b71e9d0ebd05d
http://www.1010jiajiao.com/gzdl/shiti_id_0e7e102f0abe1978b65b71e9d0ebd05d
https://wenku.baidu.com/view/c87a1a15a76e58fafab00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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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答案】C 

【知识点】意图判断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解析】文段首句背景铺垫提出写国经营主体的数量较多。第二句

提出我国面临规模小、数量多、分布散等问题，并指出食品安全“由政

府担保、人盯人监督”的管理“不现实”。此为重点句，且是一个存在

的消极问题，消极问题给符合重点的对策或主旨，C项为针对此问题的有

效对策项，其中“行政化管制”对应“由政府担保、人盯人监督”这种

方式。故选 C。 

ABD 项均非对策项，也非主旨项。A 项环节、因素多都是陈述问题，

B项未提及，D项粗放型的食品生产经营方式未提及。所以此题选 C。 

【信息源】《我国食品安全面临的挑战与选择》 

https://www.taodocs.com/p-107194276.html 

 

33.【答案】A 

【知识点】语句衔接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解析】文段开头指出培养创新人才的重要意义，“然而”专职之后

指出，我国高等教育只注重知识传授，把教学过程理解为知识的积累，

注重理论，“而”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存在“忽视学生潜能、创新能力和

实践能力的培养”的问题。根据行文脉络，尾句应填入解决这一问题的

对策。同时话题也要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创新”的话题相一致，

https://www.taodocs.com/p-10719427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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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A 项为合理对策项，故选 A。B 项缺少“我国高等教育”这一话题，

并且前文所提问题并非我国不培养创新人才，而是培养模式有问题，故

此非有效对策项，填入不当。C项缺少“我国高等教育”话题，同时“作

为首要目标”未提及，也并非解决培养模式有问题的对策。D项缺少“我

国高等教育”这一话题，并且，“改革教学模式”相对于解决“培养模

式问题”过于狭窄片面。所以此题选 A。 

【信息源】http://www.fx361.com/page/2016/1031/514959.shtml 

 

34.【答案】A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中等 

【作者】白佳昱 

【解析】文段是分-总结构。开头指出比较不同的基因对明确物种直

接的的遗传关系的意义。后面指出列举出以往能用到的“唯一”途径是

化石，并说明化石“只不过是间接证据”，通过这些词了解出，作者的感

情倾向对此存在一定的消极倾向，认为曾经的通过化石来了解基因的方

式存在不足。继而提出现在的格伦伯格可以从树叶中提取 DNA，可以直接

获取遗传证据，解决了间接了解遗传基因的不足的问题，所以文段重点

强调解决问题的对策，所以选 A。B项陈述比较基因不用的意义，主体错

误，文段主体是围绕途径而非基因；C项没有指出叶绿素中的 DNA 发挥的

作用，主体错误；D 项应用价值未提及。所以此题选 A。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http://www.1010jiajiao.com/gzyw/shiti_id_628632a8ebd117282c

8a88d9906a7732/ 

http://www.fx361.com/page/2016/1031/514959.shtml
http://www.1010jiajiao.com/gzyw/shiti_id_628632a8ebd117282c8a88d9906a7732/
http://www.1010jiajiao.com/gzyw/shiti_id_628632a8ebd117282c8a88d9906a7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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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答案】D 

【知识点】意图判断题 

【难度】中等 

【作者】白佳昱 

【解析】首句写古代君臣、父子关系的伦理基础性及与法律的密切

关系。第二句列举“君臣”代表的“忠”和“父子”代表的“孝”为统

治者和法律所需要。第三句“故”引出结论“古代统治者标榜‘忠’的

同时，更提倡‘孝’”。此为重点句。尾句为对“提倡孝道”的解释说

明内容。重点句“统治者标榜、提倡”等同于“统治者立法”，同义替

换，故选 D。 

A项未体现“难两全”；B项文中只说统治者同时提倡“忠”“孝”，

未说明二者与法律之间的关系；C项“移孝作忠”为解释说明内容，非重

点。所以此题选 D。 

【信息源】《孝道-中国传统法律的核心价值-龙大轩》 

http://www.doc88.com/p-6671357210315.html 

 

36.【答案】B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解析】文段首句指出消费信息保护很紧迫。第二句通过反面论证

“如果商家不能为消费信息设置保护屏障，消费者的隐私就会陷入‘公

地悲剧’...风险...”反推出，意为要为消费信息设置保护，强调消费

信息保护的必要性。两句之间为分分结构。并列需全面概括，故选 B。A

http://www.doc88.com/p-667135721031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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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艰巨性没有体现，C 项商家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主体错误，D项严重后

果出现在反面论证，片面，所以此题选 B项。 

【信息源】《扬子晚报：消费机密背后的公共权利边界在哪》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710/c1003-27284082.htm

l 

 

37.【答案】B 

【知识点】语句衔接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解析】语句衔接最主要的就是内容上要话题一致，题目要填入的

一句话放在中间，表明要承上启下，承接前后文内容，话题要一致。横

线前指出真性情一面是对个性内在精神价值的看重，另一面是对外功利

的看轻。横线后“而不是它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对应了另一

面是对外功利的看轻，所以横线填入话题应该与一面对个性内在精神价

值话题一致，所以选 B 项，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自己对个人，话题一

致，内容呼应。其他选项话题均与文段承接不符，所以选 B项。 

【信息源】《论真性情》 

https://baike.baidu.com/item/论真性情/257649?fr=aladdin 

 

38.【答案】B 

【知识点】意图判断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710/c1003-27284082.html
http://opinion.people.com.cn/n/2015/0710/c1003-27284082.html


 

欲成事者，当选华图 

华图教育官方网站 http://fj.huatu.com 22 

【解析】文段是总-分结构，提出观点——举例论证。文段开头指出

籽瓜种植历史悠久，“但”转折之后提出，我国籽瓜品种开发和种子繁育

没有跟上。第二句举例子说明我国籽瓜原始品种大多来自甘肃几个地方

种质资源匮乏也在制约籽瓜的良种选育，证明我国籽瓜种植品种开发的

问题，例子证明观点，观点为重点，所以此题选 B项。A项出现在转折之

前，非重点；C 项出现在例子中，非重点；D 项出现在例子中，非重点，

所以选 B项。 

【信息源】《你爱吃的西瓜子从哪儿来?》 

http://h.shlxhd.gov.cn/Front/BranchSite/article_detail.htm?

articleId=1285112 

 

39.【答案】C 

【知识点】下文推断题 

【难度】较易 

【作者】白佳昱 

【解析】结合文段分析尾句，尾句说审美内涵的发展历程走过了四

个阶段，萌芽期、发展期、茂盛期和成熟期，再观察选项，也是按照时

间顺序来的，所以首先是萌芽期，即最早的时间段，C 项远古时期最早，

所以选 C项。 

【信息源】《中国竹文化传统的内涵精神》 

http://www.docin.com/p-1646229778.html 

 

40. 【答案】A 

【知识点】意图判断题 

http://h.shlxhd.gov.cn/Front/BranchSite/article_detail.htm?articleId=1285112
http://h.shlxhd.gov.cn/Front/BranchSite/article_detail.htm?articleId=1285112
http://www.docin.com/p-16462297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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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陈艳 

【解析】文段开头提出了花瓣凋零对花有一定的好处，然后通过转

折指出生物凋零能产生好处这一言论不一定适用全部自然界，它有时候

也会带来恶性的影响，最后指出动物的粘膜细胞在凋亡之后可能诱发自

身免疫性疾病和过敏性疾病，A选项表述正确，C选项围绕着转折之前的

内容进行阐述，文段转折之前只是指出花瓣凋零用以护花这一良性循环

不能能适用整个自然界，也就是说生物凋零有时候会有好处有时候会产

生恶性影响，但文段并不是在说花瓣凋零“化作春泥更护花”的说法是

错误的，相比较 C选项而言，A选项更加贴近原文，更加具体，答案选 A。 

【信息源】《科普：黏膜细胞凋亡后可能“伤及自身”》 

http://www.ah.xinhuanet.com/2016-03/01/c_1118202267.htm 

 

4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图形推理 

【知识点】位置类-旋转 

【难度】简单 

【作者】谢惠玲 

【解析】图形元素组成相同，位置变化明显，动态位置类。每个图

形均有三个直角，外圈直角逆时针旋转 90°，？处应开口向下，排除 A、

C两项，B、D仅在内圈直角位置不一样，内圈直角为顺时针 90°.答案选

择 B选项。 

 

42.【答案】D 

http://www.ah.xinhuanet.com/2016-03/01/c_11182022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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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位置类-静态位置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图①、②、③、④中的圆与直线具有相切形成切点，图⑤

的圆没有切点，答案选择 D选项。 

 

43.【答案】D 

【知识点】功能类 

【难度】简单 

【作者】谢惠玲 

【解析】图①④⑤中的箭头有指向内部，也有指向外部；图②③⑥

的箭头均是指向外部。答案选择 D选项 

 

44.【答案】C 

【知识点】位置类-平移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九宫格一行中长方条向下平移，且每幅图形有一个小元素，

颜色依次为白色、黑色、白黑相间变化，位置变化为处于移动元素（长

方条）的上、下，最后处于整个图形的最上面。验证二行具有相同规律，

因此得三行的问号处应选择 C选项 

 

45.【答案】B 

【知识点】空间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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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题目来源】2011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真题 

【解析】A项中三个面为展开图中的③④⑥面，但三个面共点仅引出

2 条线，A 项引出 3 条线，排除；C 项②③⑥面组合而成，但三个面共点

仅引出 1条线，C项引出 3条线，排除；D 项为②⑤⑥组合而成，利用指

针法，如下，在题干中⑥在时针的左边，而选项中⑥在时针的右边，排

除；B项为③④⑥面，三个面共点仅引出 3 条线，并且用时针法判定也为

正确，答案选择 B项。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⑤ ② 

⑥  

 

 

 



 

欲成事者，当选华图 

华图教育官方网站 http://fj.huatu.com 26 

46.【答案】A 

【知识点】对应关系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题干锅炉可以烧水，功能对应，且烧水是动词，A项银行可

以存款，且存款可以是动词，符合题干；B、D 无功能对应关系，C 项钢

琴可以演奏音乐，但是音乐不是动词，排除。答案选择 A项 

 

47.【答案】D 

【知识点】语法关系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题干立竿见影为一个成语，由于立竿产生了见影，有因果

关系，立竿与见影两个词语为动宾关系，A 项不符合动宾关系，排除；B、

C项二者不存在因果关系，排除；D项由于见利所以忘义，因果关系，并

且见利、忘义都是动宾关系，符合题干。答案选择 D项。 

 

48.【答案】C 

【知识点】语义关系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无关紧要与无足轻重为近义词关系，选项中 A、B、D 两个

词不存在近义词关系，C项无可非议与无可厚非为近义词关系。答案选择

C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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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答案】A 

【知识点】内涵外延关系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律诗、乐府、绝句都是古代诗歌的题材，三者为并列关系；

A项闽剧、京剧、昆曲是中国的三种戏曲，为并列关系，符合题干；B项

杂文是散文的分支，不存在并列关系，排除；C项三种为同一关系，不是

并列关系；D项书由表及里分别为封面-扉页-书页，三者并不是并列关系，

排除；答案选择 A项。 

 

50.【答案】C 

【知识点】语义关系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逼真与近似为近义词关系，失真与前二者为反义词关系；A

项呆板与灵活为反义词关系，排除；B 项重叠与琐碎不存在近义词关系，

排除；C项流畅与通顺是近义词关系，晦涩与前二者为反义词关系，符合

题干；D项合法与生硬不存在近义词关系，排除。答案选择 C项。 

51.【答案】D 

【难度】一般 

【作者】谢惠玲 

【解析】关键词为：①针对不同调控领域制定清晰明确的调控政策；

②针对区间内出现的不用请假，匹配不同的对策多事；③进行喷灌、滴

管不搞大水漫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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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项不符合关键词①②；B 项没有体现明确调控政策，不符合①②；

C项不符合关键词③；D符合题干的关键词。 

 

52.【答案】D 

【难度】一般 

【作者】吴晓玉 

【解析】关键词为：①一国给予外国人，或不同国家的人；②给予

外国人或外国法人的权利小于本国国民或法人，或待遇高于本国国人或

法人；③基于地理、历史、文化因素给予某些国家待遇优惠于其他国家。 

A选项是不同国家对同一个国家的差异，不符合①； 

B选项根据收入水平的不同，征收不同的所得税，但是未体现②其权

利或待遇的高低，不符合定义； 

C选项只是针对一国采取的政策，未体现②③。 

 

53.【答案】C 

【难度】一般 

【作者】吴晓玉 

【解析】关键词为：①个人，②对某人特征的评价；③据此推断该

人其他方面特征。 

A 选项不符合②对某人特征的评价，而是对单位的评价，排除;B 选

项不符合③,排除；D 选项并非是对人的特征的评价，故排除。因此，本

题选 C选项。 

54.【答案】C 

【难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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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晓玉 

【解析】关键词为：①当事人互负债务，有先后履行顺序；②先履

行一方能证明另一方丧失履行能力，③对方未履行或没有提供担保之前，

终止合同履行。 

A选项不符合②，甲市先履行一方，是先履行一方提出的终止，不符

合定义； 

B选项不符合①,双方同一时间缴纳租金和交付房屋，不符合定义； 

D选项不符合③对方未履行或没有提供担保之前，终止合同履行，不

符合定义； 

故本题选 C选项。 

 

55.【答案】C 

【难度】一般 

【作者】吴晓玉 

【解析】关键词为：在合同约定的债权额限度内进行交易，则保证

人承担责任。 

C选项中丙担保的债权额度为 100万，甲还有 150万欠款时，丙并不

需要承担全部欠款，只需为其担保的承担责任，故 C选项不符合定义。 

 

56.【答案】C 

【知识点】逻辑判断—翻译推理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根据题目可以进行翻译：1.林魏→桥梁工程专家；2.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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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物理学家，3.桥梁工程专家→物理学家；4.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培

养桥梁工程专家 

C 选项，“所有的桥梁工程专家都是物理学家”换位可以得到 C 选项

“有些物理学家是桥梁工程专家”，故可以选出 C选项。 

A选项，林魏→桥梁工程专家，桥梁专家在 4中是肯后，得不到确定

信息，故 A错误； 

B选项，吴天杰→物理学家，物理学家在 3中是肯后，得不到确定信

息，故 B错误； 

D选项，根据 44.大多数综合性大学→培养桥梁工程专家，无法得到

选项，排除。 

 

 

57.【答案】D 

【知识点】逻辑判断—加强论证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论点为“陈杰不应该被名人俱乐部接纳”，论据为“陈

杰吸烟，不是年轻人的好榜样”。1.有些优秀运动员吸烟与论述题无关，

故不能作为前提；2.吸烟者不是年轻人的好榜样，加强了题目的论据，

故可以支持；3.建立了题目中论点“俱乐部接纳”与论据“年轻人榜样”

之间的联系，故可以支持。因此选 D选项。 

 

58.【答案】A 

【知识点】逻辑判断—归纳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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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将三个车间撤销，而三个车间的人数是总人数的 20%，但实

际裁员只裁了 15%，则必然有 10%的人没有岗位，有的车间肯定会调入新

的成员，而且可能把 10%的成员同时调入一个车间，所以 A正确,B 错误，

裁员可以全部从被撤销的车间中的人员中选择，则 C 和 D 不正确。所以

选择 A选项。 

 

59.【答案】D 

【知识点】逻辑判断—翻译推理+加强论证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观点为：非深入体验生活→非写出优秀文艺作品，

论据为：莫言能写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和他深入体验生活分不开。 

D选项，莫言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加强题目中的论据，可以支持。 

A 选项，可以理解为“有的诗人、小说家没有生活经验”，这与题目

中能不能写出“优秀文艺作品”，论题不一致，故排除； 

B 选项，讲的是怎样能创作文艺作品，而题目为“优秀文艺作品”，

论题不一致，排除； 

C选项，可以翻译成“创作文艺作品→足够生活经验”，与题目中“优

秀文艺作品”，论题不一致，排除； 

故本题选 D选项。 

 

60.【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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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逻辑判断—加强论证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论点为“人工智能可以代替人脑”，论据为“只能的

本质是人脑的信息处理或计算能力”“计算机能模仿人脑，具有智能”. 

B选项，若将 B 选项进行否定，即“人工智能技术不具备信息处理或

计算能力”，则题目中的观点一定会不成立，故 B选项是题目的前提条件，

故选 B选项。 

A选项，计算机具备信息处理能力，但是对于人工智能能否替代人脑

未进行论述，故排除； 

C选项计算既可以替代人脑，与题目中人工智能能替代人脑，论题不

一致，故排除； 

D选项，讲述的是人工智能的实现方式，但是是否能够替代人脑没有

进行论述，故排除。 

因此，本题选 B 选项。 

 

61.【答案】D 

【知识点】逻辑判断—翻译推理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可以翻译为“1990后从大学毕业→修过国际政治课程”。 

D选项翻译后与题目一致，故选 D选项。 

A选项翻译为“1990前从大学毕业→没有修过国际政治课程”，对题

目翻译进行了否前，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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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选项翻译为“修过国际政治课程→1990 后从大学毕业”，对题目进

行了肯后，不能得到确定信息，故排除； 

C 选项，可以理解为“所有 1990 年前毕业的都没有修过国际政治课

程”，这句话翻译为“1990 前从大学毕业→没有修过国际政治课程”，对

题目翻译进行了否前，故排除。 

因此，本题答案为 D选项。 

 

62.【答案】A 

【知识点】逻辑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观据为“肠道和舌头上都存在一种能检测甜味的蛋

白质”，论点为：“肠道也能品尝到甜味”。A 项正确，肠道中存在这种蛋

白质，即可尝到甜味，说明检测甜味的蛋白质和甜味是对应关系，将题

目中的论据论点建立的联系，属于搭桥选项。BCD 均与题目论题不一致，

肠道是否能尝到酸味、是否有其他器官能尝到甜味、味觉是否能通过其

它感觉表达出来，与题目无关。 

【信息源】2009 年福建省公务员考试 

63.【答案】C 

【知识点】逻辑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论点为“油炸食品是癌症的诱因”，论据为“某医院对

胃癌患者进行了研究，他们平时大都爱吃油炸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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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项以小华作为了一个反面论据，可以质疑题目，但力度较弱； 

B选项对空气的影响与题目论题不一致，排除； 

C选项，癌症是因为 DNA复制随机错误导致，直接削弱了题目的观点，

故选 C选项； 

D选项，癌症可能与生活习惯有关系，属于它因削弱，力度较弱，故

排除。 

 

64.【答案】C 

【知识点】逻辑判断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论点为“不是周围居民的增多导致近几年杜鹃数量

的明显下降”，论据为“周围居民的增多没有导致森林覆盖面积下降”。 

A选项论述不法分子违反规定进行打猎，但是这与周围居民的增多无

必然的联系，论题不一致，排除； 

B选项论述周围居民的增加导致了森林覆盖密度下降，是对题目中论

据进行了反驳，但是与是否导致杜鹃下降，无直接的联系，故排除。 

C选项，论述了居民增加与杜鹃下降的关系，可以质疑，故选 C 选项。 

D选项，其他野生动物与题目中的杜鹃无关，故排除。 

 

65.【答案】A 

【知识点】逻辑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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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四个人坐在方桌上，跟据（1）先确定甲与游泳选手位置，

如下图 

 

 

 

 

 

 

 

由于（2）体操选手在丙对面，故体丙不能再 2、3 位置，只能在 1、

4 位置；假设丙在位置 4（如下图），则甲为体操选手，1、3 位置分别为

乙丁，但这个时候会与题目中（3）乙丁相邻矛盾，故排除； 

 

因此，丙只能在位置 1（如下图），又结合（3）、（4）可以得到网球

选手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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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数字计算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通分，可得
2 (77 + 55) - 6 (55 - 35) 144

=
385 385

× ×
。 

 

67.【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计算题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考虑反面，即会搞错的日子，则从 1月到 12月，每个月的

1~12 号都可能会搞错，但是每个月都有 1 天例外，有 1 月 1 号、2 月 2

号、3 月 3 号…因此，每个月都有 11 天会搞错，故不会搞错的天数为

366-11×12=234，发现没有答案，因此本题其实默认还排除了 1月 1号、

2月 2号、3 月 3号…（即默认不存在 1/1、2/2等这样的数），所以，答

案是 234-12=222。 

 

68.【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最不利构造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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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抽屉原理。将 20个号码分成{1，14}、{2，15}、{3，16}、

{4，17}、{5，18}、{6，19}、{7，20}、{8}、{9}、{10}、{11}、{12}、

{13}这 13 个集合，从任意两个不同集合中取出的两个数相差都不为 13，

根据抽屉原理 1，至少选出 13+1=14个号码。才能保证至少有两个号码的

差是 13。 

 

69.【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经济利润问题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赋值成本为 100，则原价 150，设折扣为 x。利润之所以减

少，是剩余 30%的部分打折造成的：（150-150x）×0.3=50×（1-82%），

解出 x=80%。 

 

70.【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等差数列问题 

【难度】较难 

【作者】贾良海 

【 解 析 】 使 用 代 入 排 除 法 ： A 选 项 ， 如 总 数 为 14 ， 则

1+2+3+…+14=(1+14)×14÷2=105，则多加的那个为 149-105=44，超过了

14，A 选项错误；同理，代入 B、C、D 选项，分别得出多加的数为 29、

13、和-4，显然只有 13符合题意，因此本题答案选择 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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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数列构造问题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每一项比赛结束都会产生 11 分（即 5+3+2+1），4项比赛结

束共有 44分，设总分最少的队伍得了 X分，则欲使总分最少的队伍得分

最多，则需要让其他队伍得分都最少，故第一名最少为 16分（即 3×5+1），

第二第三名最少分别为 X+2、X+1；则有：16+（X+2）+（X+1）+X=44，解

出 X=
1

8
3
，求最大往小取，故答案为 8。 

7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行程问题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赋值环形跑道长为 120m，两人的速度分别为 V1、V2，则根

据题意可以列出如下式子：V1-V2=10，V1+V2=30；解出 V1=20，V2=10。

则两人跑一圈的时间分别为 T1=120÷20=6 分钟，T2=120÷10=12 分钟，

因此两人相差 6分钟。 

 

73.【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数字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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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根据 17%可知，甲的总案件是 100的倍数，同时甲乙总和为

180，故甲的总案件是 100，乙的总案件是 80，则乙的非刑事案件数为 80

×80%=64件。 

 

7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几何问题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赋值环形跑道长为 120m，两人的速度分别为 V1、V2，则根

据题意可以列出如下式子：V1-V2=10，V1+V2=30；解出 V1=20，V2=10。

则两人跑一圈的时间分别为 T1=120÷20=6 分钟，T2=120÷10=12 分钟，

因此两人相差 6分钟。 

 

75.【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数学运算 

【知识点】计算问题 

【难度】一般 

【作者】贾良海 

【解析】赋值今年收费额为 30 元，则去年为 24 元，明年为 35 元，

故明年比去年多 11/24。 

 



 

欲成事者，当选华图 

华图教育官方网站 http://fj.huatu.com 40 

76.【答案】B 

【知识点】比重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由图表可以看出，2014—2017，出口增加值比重最大的，

每个年份都是第二产业最多，故答案选 B 

 

77.【答案】A 

【知识点】比重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 解 析 】 由 图 表 可 知 ， 第 一 产 业 PDC 占 比 大 约 为

100%-89.62%-2.03%-6.68%=1.67%，第二产业 DVA的占比为 77.21%，第三

产业 FVA 占比为 7.32%，第三产业 DVA 占比 87.99%，故第一产业 PDC 占

比最小，故答案选 A 

 

78.【答案】C 

【知识点】比重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由图表可知，2017 年三大产业的 RDV 的金额为 2086163×

1.92%=40054百万美元，故答案选 C 

 

79.【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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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增长率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此题考查的是增长率的比较，故可以直接用 2017÷2014的

数据进行比较即可。由图表可知，与 2014年相比，2017年的三个产业出

口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第一产业=17752÷5133=3.5，第二产业

=1778042÷167929=10.6，第三产业=290369÷34177=8.5，故第二产业的

比值最大，故答案选 B 

 

80.【答案】C 

【知识点】综合分析 

【难度】中等 

【作者】林旋 

【解析】 

A选项，通过图表可知，第一产业的 PDC 占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呈现先

升后降的趋势，A选项错误。 

B选项，通过图表可知，第一产业的 DVA 占出口增加值的比重呈现先

降后升的趋势，B选项错误。 

C选项，通过图表可知，第三产业 DVA 占出口增加值的比重都是高于

第二产业，C选项正确。 

D 选项，从图表可知 2016 年 FVA 为 17.28%×1342007，这个结果很

明显比 2017年 2086163×15.45%小，故 D 错误。 

故答案选 C 

81.【答案】D 



 

欲成事者，当选华图 

华图教育官方网站 http://fj.huatu.com 42 

【知识点】增长率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2016年广告总收入的增长率为

4266.5 3687.7
15.7%

3687.7




，故

答案选 D 

 

82.【答案】B 

【知识点】比重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材料已知 2016年电商网站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 30%，

比去年上升了 3.1个百分点，说明去年的比重为 30%-3.1%=26.9%，故 2015

年的电商收入为 2184.5×26.9%=588亿元，故答案选 B 

 

83.【答案】C 

【知识点】增长量 

【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通过柱状图材料直接观察可以看出 2014 年的增长量为

531.6-345.2，为所有年份中最大的，故答案选 C 

 

84.【答案】B 

【知识点】简单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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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容易 

【作者】林旋 

【解析】通过比较表格中三个广告的数据与柱状图网站广告的数据

可知，只有 2015 年与 2016 年这两个年份是网站广告的要大于三个广告

之和，故答案选 B 

 

85.【答案】A 

【知识点】综合分析 

【难度】简单 

【作者】林旋 

【解析】 

A选项，通过观察表格中的数据，电视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并未

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A选项错误。 

B选项，通过观察表格中的数据，电视广告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都未

超过一半，B选项正确。 

C选项，通过表格最后一行可知，五大媒体广告总收入呈现逐年递增，

C选项正确。 

D 选项，材料已知 2016 年搜索引擎网站收入为 790，电商网站的收

入为 2902×30%=870.6，故搜索引擎的低于电商，故 D正确。 

故答案选 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