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图福建事业单位考试研究院  审定 

2018 年 3 月 31 日福建省事业单位联考 

《综合基础知识》试卷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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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公共基础知识 

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修改《宪法》增加一条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写进了宪法。 

本题正确答案 B。 

 

2.【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事政治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新华社北京 3月 21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了《深化党

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

贯彻执行。 

本题正确答案 C。 

 

3.【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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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驾驶脑”可以全面替代驾驶员说法错误，故 A错误；驾

驶脑”替代人脑，体现人工智能的主动创造性，这句话表述错误，意识

有主动创造性，而意识只产生与人脑，所以人工智能的主动创造性错误，

故 B错误；C选项说法明显错误；“驾驶脑”驾驶汽车体现的是意识的能

动反作用，故而本题正确选择 D。 

本题正确答案 D。 

【信息源】武汉市 2017年高三五月模拟考试 

4.【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事物的发展是新事物对旧事物辩证的否定，不是彻底的否

定，故错误；质变是事物性质的根本改变，是事物发展的根本途径，

不是量变，故错误； 

本题正确答案 C。 

 

5.【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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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人们在环境问题上扮演的角色是多样的，故 B错误；C选项

应该是正确的意识能够促进美丽中国的实现，而错误的意识阻碍美丽中

国的实现，故 C选项错误；建设美丽中国的成败取决于群众的意志，表

述错误。 

本题正确答案 A。 

 

6.【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哲学 

【难度】中等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锁定重点人群、重点领城，织牢织密兜底之网……靶向精

准、力度增大，这些都是抓主要矛盾，故选 B。 

本题争取答案 B。 

 

7.【答案】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哲学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个人价值是社会对自我的尊重与满足，社会价值是个人对

社会的责任和贡献。通过“西迁老教授”的事迹，反映出个人价值与社

会价值的统一，故选 C。 

本题正确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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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难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阶段性降低企业“五险一金”缴费

比例，故 D错。 

本题正确答案 D。 

【信息源】《政府工作报告》 

 

9.【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难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转移支付（transfer payment），又称无偿支出，它主要

是指各级政府之间为解决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转移财政资

金的活动，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政府财政资

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是二级分配的

一种手段。对技术工人、农民、中小创业者、科研人员、企业家、公务

员、有就业能力的困难群体等进行精准激励属于再分配，这些也都是国

际的财政转移性支出，选 B。 

本题正确答案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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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李永 

【解析】面临着当下的经济问题，我国实行的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

稳健的货币政策。 

【信息源】《政府工作报告》 

 

11.【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恩格尔系数达 59%以上为贫困，50-59%为温饱，40-50%为小

康，30-40%为富裕，低于 30%为最富裕。故本题选 D项。 

 

12.【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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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2016年 10月 1日，特别提款权的价值是由美元、欧元、人

民币、日元、英镑这五种货币所构成的一篮子货币的当期汇率确定，所

占权重分别为 41.73%、30.93%、10.92%、8.33%和 8.09%。故本题选 A项。 

 

13.【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种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也是 WTO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多边贸易机制的支柱，在经济全球

化发展中颇具特色。 它具有统一性、效率性和强制性的特点。它具有自

己的原则、机构和解决程序。 

 

14.【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经济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只有金银铸币或金银条块才能发挥货币的贮藏手段职能。 

故本题选 B项。 

 

15.【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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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法律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

期相同。没有届数限制。故本题选择 B项。 

 

16.【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婚姻法》第四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

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 

 （一）重婚的； 

 （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三）实施家庭暴力的； 

（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故本题选 C项。 

 

17.【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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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合同法》第六十四条 当事人约定由债务人向第三人

履行债务的，债务人未向第三人履行债务或者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应

当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甲与科技公司签订向学校履行的买卖电脑合同，属于《合同法》第

64条规定的向第三人履行的合同，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若科技公司履

约不符合规定，由合同相对人甲向其主张违约责任，故 AC错误。后科技

公司委托快递公司负责配送，导致 2台电脑损毁，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

应由其承担违约责任。甲与快递公司并无合同，更谈不上违约责任。故 B

错误，D正确。故本题选 D项。 

 

18.【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一、劳动合同法明确规定下列情况下，劳动者有权解除劳

动合同并且有权取得经济补偿金 

(一)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二)未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的; 

(三)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四)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损害劳动者权益

的; 

(五)因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

意思的情况下订立或者变更劳动合同的;致使劳动合同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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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果用人单位以暴力、威胁或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

劳动者劳动的，或者用人单位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

安全的，劳动者可以立即解除劳动合同，不需事先告知用人单位。 

二、用人单位提出解除合同，并与劳动者协商一致解除劳动合同，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经济补偿金 

三、以下三种情况下用人单位可以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

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之后，解除劳动合同支付经济补

偿金 

(一)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

工作，也不能从事由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

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

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

协议的。 

故本题选 A项。 

 

19.【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县级以上地方政府部门作为被申请人的行政复议机关有本

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主管部门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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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选择 B项。 

 

20.【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容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尹莎 

【解析】犯罪对象不同于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用之物。犯罪所得

之物，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取得的财产或者物品，即赃物，如受

贿罪中受贿人收受的财物即为犯罪所得之物。犯罪所用之物，是指犯罪

人进行犯罪活动所使用的金钱或者物品。如进行走私犯罪所用来运输走

私货物的汽车等交通工具等即是。 

犯罪对象的含义：一是具体的人或物。二是犯罪行为直接作用的人

或物。三是刑法规定的人或物。 

故本题选择 B项。 

【信息源】2015 研究生入学法律硕士(非法学)考研真题试题第 2题 

 

2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难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题中某甲已经完成了盗窃的行为既构成盗窃罪，属于犯罪

既遂。某甲偷窃钱包之后主动返还受害人损失，可以认定为悔罪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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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故 D项正确，A 项错误。B项犯罪中止指在

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发生的，与题

意不符。C项犯罪未遂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

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与题意不符。故本题选择 B选项。 

 

2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A项说法错误，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而非

中共中央委员会负责。修改的程序是：由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

人大常委会提出修改宪法的建议，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后再向全

国人大提议修宪，全国人大最终通过具体修改宪法的决定。 

B项说法正确，根据题意“把党和人民在实践中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

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体现了修改宪法有利于确

定宪法在保持稳定性和权威性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完成发展。 

C项说法错误，此次修宪的目的是通过修改使我国宪法更好体现人民

意志，更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更好适应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而非为了确立宪法的最高法律地位。 

D项，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最根本的问题，国家性质和国家标志，

国家根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而非“所有问题”。 

故本题选择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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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管理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A项说法错误，排除。B项说法错误，主权是国家的生命和

灵魂。C项说法正确。D项说法错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故本题选择 C选项。 

 

24.【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法律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A项说法错误，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同级国家机关是监督与

被监督的关系。其他国家机关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并对其负责。监

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

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所以人民代表大会与监察

委员会是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B项说法正确，根据《监察法》第四条规定，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

和职务犯罪案件，应当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执法部门互相配合，互

相制约。 

C项说法错误，各级监察委员会是行使国家监察职能的专责机关，行

使国家监察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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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说法错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故本题选择 B选项。 

 

25.【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管理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A项说法正确，此次检查重点的两个方面体现了此次检查工

作的目标在于强调工作要求真务实，便于建设便民利民的政府。B 项说法

错误，公民的政治权利由宪法规定，不能随意扩大。C项“减少行政管理

职能”表述错误。D 项“一切利益”说法错误。故本题选择 A选项。 

 

26.【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管理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A项表述欠妥当，新农村的建设不应该照搬城市文明建设的

模式。B项错误，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保障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C项正确，实施乡村有效治理要求更好的发挥村民在解决乡村事

物中的主体地位。D 项说法错误，政府是行政机关要坚持依法行政。而共

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党要坚持依法执政。故本题选择 C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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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管理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根据题意“将社区事务依据公共属性大小，分流成“大事、

小事、私事”，体现了理顺了政府，社区和居民这三者在社区治理中不

同的身份和职责。A 项正确。B项中“直接管理”说法欠妥。C项与题意

无关。D项“城市居民基层政权组织”说法错误，城市居民委员会为我国

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非政权组织。故本题选择 A选项。 

 

28.【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公文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公文的标题包括“发文机关+事由+文种”，ABD三项表述均

正确。C项错误，请示和报告两种文种混用。故本题选择 C选项。 

 

29.【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文化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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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B项正确，根据题干“《国家宝藏》不仅在题材选择、节目

模式和内容表现等方面都颇具新意，而且兼具专业性和娱乐性”，这体

现了文化创作既要继承传统又要推陈出新。ACD项与题意无关。故本题选

择 B选项。 

 

30.【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公共基础知识 

【知识点】时政 

【难度】较易 

【作者】福建公基研究院曾青 

【解析】近日，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提升行业

大数据分析与运用和综合管理能力，福建将实施“数字海洋”建设，启

动大数据中心建设，建立汇集海洋与渔业经济、管理、环境、防灾减灾

等信息资源，面向行业应用、军民融合、公众服务的数据汇聚共享平台，

形成分类分级的海洋与渔业数据管理体系。故本题选择 A选项。 

【信息源】

http://www.fj.chinanews.com/news/fj_ttgz/2018/2018-03-26/40591

4.html?open_source=weibo_search 

 

 

第二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3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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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逻辑填空 

【难度】中等 

【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个空所填词语修饰“价值”，“浮现”“回升”不能

与之搭配，排除 C、D；第二个空“偃旗息鼓”比喻事情终止或声势减弱，

不能形容手工技艺，可以用于形容手工技艺的发展状态，排除 A；第三个

空代入“勃勃生机”，形容生命力旺盛的样子，符合语境。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文化部非遗司王福洲：

以创造精神振兴传统工艺》http://www.sohu.com/a/56780058_132340 

 

3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逻辑填空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突破口在第四个空，提示词“精神落差”，只有“希望与

失望”体现了情绪、精神，排除 A、C、D，选 B；将“物质与精神”“传

统与现代”“高雅与庸俗”分别代入第一、二、三空，符合语境。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光明日报文章《精神生

活的现代处境及其文化自觉》

http://www.010lm.com/roll/2015/1012/342328.html 

 

33.【答案】无答案（或者 D，具体情况见解析）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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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成语辨析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情况一：“恒河沙数”形容数量很多，“匠心独运”形容

文学艺术等方面构思巧妙，“鳞次栉比”多用来形容房屋或船只等排列

得很密很整齐，“与时俱进”形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前进。

ABCD四个选项的加点词在句中均无误用，故本题无答案。 

情况二：若 D选项加点词为“提高能力”，则属于动宾搭配不当，

故这种情况下本题选 D。 

【信息源】B选项曾出现在国考题中，其他选项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

当中考过。 

A光明网《旷世经典与文明传续》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5-10/15/nw.D110000gmrb_2

0151015_1-11.htm 

B国考题 http://www.chinagwyw.org/jcfd/yy/281703.html 

C造句 https://www.ruiwen.com/chengyu/754483.html 

D王利明教授于学生读书见面会上的发言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29/16/22551567_51672160

9.shtml 

 

34.【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语句排序 

【难度】中等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29/16/22551567_516721609.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29/16/22551567_51672160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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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步确定首句，②与③对比，③说书法能体现艺术个性

和审美情趣，②说书法作品中体现艺术，③是话题引入，应该在②之前，

排除 A、D；第二步验证连贯，③和①⑤都可以衔接，转方法从句子内容

入手找捆绑。⑤说到“一笔一画”“情感和个性因素”，与④中“直与

曲、浓与淡……”“舒展与凝重，沉静与飞扬”话题对应，⑤④应该捆

绑，排除 B。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汉字传承与国家文化安全》 新华文摘 2016年第 9期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18/10/1383520_560093612.sht

ml 

 

35.【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病句歧义句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书法”与“传统文化”主宾搭配不当，排除 A；“开创”

与“辉煌成就”动宾搭配不当，排除 B；“截至 12月底”表示结束时间

确定当开始时间不确定，故不能说是“……最多的一年”，时间范围不

明确，排除 D。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36.【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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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下文推断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结合全文可知文段在论述民间工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

重点分析尾句明确话题围绕民间工艺的制作与自然环境展开，接下去的

事例应该遵循话题一致原则。A、C未体现自然环境因素，D“艾蒿”不属

于民间工艺制作，均排除。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2016年新疆乌鲁木齐地区高三第一次诊断性测验语文试卷 

https://wenku.baidu.com/view/b85cd38e1711cc7930b71644.html 

 

37.【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细节理解 

【难度】中等 

【作者】黄羽辰 

【解析】文中“……经过秦汉魏晋……逐渐走向良性循环”可知 A

正确；文中“……明清绝对君主专制体制在中国登场……阻遏了中国海

洋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使中国成为大航海时代的落伍者”可知 B、D

正确。C无中生有，“国民经济总值”“分庭抗礼”两个概念在文中均未

出现。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中国海洋文明的隆盛与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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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512/11/8715859_558461676

.shtml 

 

38.【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意图判断 

【难度】较难 

【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句话强调“镜像挠痒法”的确有效，第二三四句话指

出“镜像挠痒法”看似荒谬其实有一定道理，并简单阐述了这一现象发

生的原因。文段主体是“镜像挠痒法”，A 主体错误，排除 A；“更有科

学研究价值”文段未提及，排除 B；“科学原理”指的是经实验确认过，

系统全面的科学依据，而文段的表述是“有一定道理”“知觉信息”“产

生错觉”，并不等同于科学原理，文段只是简单阐述了这一现象发生的

原因，C表述不准确，排除 C。故答案为 D。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3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意图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第一句话指出陆地成为“碳汇”，第二句话强调陆地“碳

汇”有很大的年际变化，第三四句话举例论证第二句话。故文段主旨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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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二句话，同义替换 A项。文段主体为陆地“碳汇”，B、C、D 主体与

文段不一致，均排除。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40.【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词句理解 

【难度】中等 

【作者】黄羽辰 

【解析】“这一论断”出现在文段开头，需要结合全文进行理解。

文段用递进关联词指出某国很快回到谷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经济周期

和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动力系统转型。文段重点同义替换为 C选项。A、

B内容文段未提及，C 选项强加了“必须……以……为前提”的逻辑关系，

均排除。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中国经济的第三次动力转型（一）》    

http://www.realestate.cei.gov.cn/filea/br.aspx?id=20140812

145240 

 

41.【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标题填入 

【难度】中等 

【作者】黄羽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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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围墙”象征着阻隔，“大门”的开合象征着阻隔和开放。

文段第一句通过故宫和长城作为“围墙”的例子，提到一些“围墙”阻

隔意义已不复存在，第二句进一步思考今天冒出的“围墙”是否会“还

给本来开放的这片土地？”谈到是阻隔和开放的问题，故本题选 B。A、C、

D只提到“围墙”和阻隔作用，片面，均排除。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围墙”与“大门”》    

http://www.docin.com/p-1352519487.html 

 

42.【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标题填入 

【难度】较难 

【作者】黄羽辰 

【解析】文段重点也就是本段文字中心论点出现在第三句话的转折

之后，强调“排行”会影响孩子形成不同的生活风格和人格特质，只有 C

选项中的“二胎时代”这个内容有涉及到“排行”概念，A、C、D 均未提

及“排行”这一因素，均排除。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二胎时代的养子兵法》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7/0221/03/40217477_63071072

0.shtml 

 

43.【答案】D 

http://www.docin.com/p-135251948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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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意图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黄羽辰 

【解析】文段重点出现在第二句话转折之后。转折之后是一个设问

式，答案是重点，即“体现了价值观的，就是你究竟看重什么”，同义

替换 D选项。A、B、C可以根据表达倾向法排除，文段明确指出“有标准”，

A、B、C均与文段表达倾向不一致，排除。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高中语文题库现代文阅读《有人会说，幸福这个东西很难说》 

http://www.gzywtk.com/tmshow/12001.html 

 

44.【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细节理解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细节理解题，B选项对应文中“而且……联系当下

才得以理解与表达”，C选项对应文段结尾“文本真正地挖掘……本身也

是存疑的”，D选项对应第一句“设身处地地思考古人……”A项属于无

中生有，文中并没有提到要废除文本精读的方法。所以选择不符合原文

的答案为 A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文学思想史的“加法”与“减法”》 

http://www.gzywtk.com/tmshow/12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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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docin.com/p-1419409279.html 

 

45.【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细节理解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细节理解题，ABC三项在文中均未体现，文中提到

“极端主义者……加剧了世界上众多族群对全球化的抵制心理”，“这

种心理均可能转化为极端主义实现社会活动的条件”同义替换后对应的

是 D选项。故本题答案为 D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许涛：全球化语境下的大国分歧治理思路》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721/c40531-27335939.ht

ml 

 

46.【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段开头通过背景铺垫引出了社会

保险制度，后文通过举例为了论证与其他东南亚的国家相比，我国的社

会保险制度有待提高，因此在文末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即“建立长期照料

http://www.docin.com/p-1419409279.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721/c40531-27335939.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5/0721/c40531-273359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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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制度”，同义替换为 C项，AB项没有提到社会保险制度这个主

体，D项文中没有提及含义以及特点，无中生有。故本题答案选择 C 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我国建立长期照料社会保险制度的意义及基本构想》 

http://www.xzbu.com/4/view-12189.htm 

 

47.【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段主要论及改革需要智慧和勇气

相结合，因此选项必须全面概括二者之间的关系，BC选项过于片面，D

项无中生有，A选项概括全面为本题的答案。故本题答案为 A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袁晓江：勇气和智慧是改革的精神品格》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26/c40531-24466103.ht

ml 

 

48.【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http://www.xzbu.com/4/view-12189.htm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26/c40531-24466103.html
http://theory.people.com.cn/n/2014/0226/c40531-2446610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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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章开头提到当下互联网的特性和

优点，后文提及个人和互联网络之间的关系。每个人都是网络的一个端，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文章最后一句结论之后是重点

“互联网逻辑要求我们……实现一种自我的开放。”同义替换答案为 B

选项，AD未提及个人这个主体，C未提到互联网这个主体，故本题答案

选择 B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联网逻辑下传媒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与发展进路》 

http://bbs.pinggu.org/thread-3911582-1-1.html 

 

49.【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标题填入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标题填入题，文章开头提到“真正的通俗应该

是……”，后边通过举“囫囵吞枣”的例子告诉我们，通俗不是庸俗之

举，即文中表达的是通俗不等同于庸俗，因此本题的答案是 D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列宁写文章为什么追求“最高限度的通俗和简单明了”？》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7/15/10674521_60992454

8.shtml 

 

50.【答案】A 

http://bbs.pinggu.org/thread-3911582-1-1.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7/15/10674521_609924548.shtml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1127/15/10674521_60992454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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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结语推断题 

【难度】中等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结语推断题，按照做题原则只看尾句，尾句告诉

我们各种原因导致了“城市病”这个问题，那么尾句是问题，我们应该

选择解决问题的对策。文中提到“可以通过减少需求、缩小供需之间的

差距加以解决，但是……相对于市场力量微不足道”言外之意我们应该

充分协调供需各方面的关系，这才是解决“城市病”的具体对策。其他

选项的对策都无法找到问题的本质，故本题答案选 A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51.【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中等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中着重论述作家应该如何描写中

国现实，文中的结尾出现了递进关系，递进之后是重点即“其对生活的

理解、过滤和把握更为重要，……安上翅膀飞扬起来，文学应该给残酷

的现实注入浪漫和温暖。”同义替换后为 D 选项，且 D项对应的是对策，

故本题答案选择 D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文学应该给残酷的现实注入浪漫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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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WPP201601004.htm 

 

5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中开篇用“滴水石穿”这个故事

引出大理石在长期的潮湿环境下被滴穿的化学反应，所以本题的主旨即

为“滴水石穿”的原理，故本题答案选择 B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53.【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段呈现分分结构，因此我们应该

将内容归纳概括，因此本文主旨即“创客教育”的内涵，ABD都是分号里

面的分句部分内容，排除片面答案，故本题答案为 C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创客教育的特征与实施策略分析》 

http://www.fx361.com/page/2017/0329/1389798.shtml 

 

http://www.cnki.com.cn/Article/CJFDTotal-ZWPP201601004.htm
http://www.fx361.com/page/2017/0329/1389798.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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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细节理解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细节理解题，A项对应“或是从生物体上一代细胞

传给下一代细胞”，B选项对应“再由 RNA 翻译成各种蛋白质”C 选项对

应“又可以把遗传信息传达给 RNA”，D选项是蛋白质协助 DNA进行复制

不是 RNA，所以排除 ABC，本题答案为 D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化学奖：基因的自我修复》 

http://xiamag.com/25121.html 

 

55.【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主旨概括题 

【难度】较易 

【作者】薛铭伟 

【解析】本题属于主旨概括题，文中先论及实践观点，以及理论与

实践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后文提及理论创新以及实践都没有

止境，引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观点主要为了证明在时代变化的背景下应

该切实做到理论和实践有机结合，不断深化认识、总结经验、理论创新，

同义替换即为 D选项。AC仅仅提到二者之间关系，没有体现二者的辩证

http://xiamag.com/2512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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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过于片面，B选项没有实践这个主体，只有理论创新，故排除 ABC，

答案选择 D选项。 

【信息源】未在国考和其他省考当中考过 

《发展 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http://news.eastday.com/c/20150421/u1a8678436.html 

 

 

 

第三部分  判断推理 

一、图形推理 

56.【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图形推理-位置类 

【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本题考查位置类的变化，第二幅图形顺时针移动一格得到

第三幅图形，因此答案选 A。 

57.【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图形推理-样式类 

【难度】中等 

【作者】周学珊 

http://news.eastday.com/c/20150421/u1a86784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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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九宫格每一横行遍历，三幅图形依次出现，缺啥补啥，第

三行缺 C，因此选 C。 

 

58.【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图形推理-样式类 

【难度】中等 

【作者】周学珊 

【解析】本题考查黑白叠加，其中白+白=黑，其余叠加均为白，所

以答案选 D。 

 

5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图形推理-位置类 

【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本题考查位置类平移，内部小黑块顺时针每次移动一格，

外部小黑块逆时针每次移动一格，所以得 A. 

 

60.【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图形推理-空间重构 

【难度】中等 

【作者】周学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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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选项右侧面应该是两个圆在同一斜边的面，c选项 3个圆

的面与两个圆在同一边的面是相对面，d选项 3个圆的面中空白部分相连

的应该是两个圆在对角区域的面，所以答案选 B。 

 

二、事件排序 

61.【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事件排序-首尾顺序 

【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塑料制品广泛应用是事件的起因，导致白色污染严重，所

以（5）应该放在首位，答案选 C。 

 

6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事件排序-首尾顺序 

【知识点】事件排序-首尾顺序 

【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整体的信息化使得作战能力倍增应该是整体事情的结尾，

应该放在最后，（5）在最后，答案应该选 B。 

 

63.【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事件排序-逻辑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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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1）海水的盐度是一个现象、问题，不应该做为结尾，排

除 c，而正是由于 1）海水的盐度和（2）野生水稻耐盐度的范围不匹配

才引出后面的一系列事件，（1）应该放在首位，所以答案选 A。 

 

6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事件排序-逻辑顺序 

【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不论是正是开渔，出海捕鱼，鲜鱼上市都是在休渔期结束

之后，按照时间顺序也应当把（4）放在首位，而（2）水产品价格整体

下降是最终的结果。 

 

65.【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事件排序-首尾顺序 

【难度】较易 

【作者】周学珊 

【解析】（1）生产效率的提高（5）订单交付周期的缩短都是最终

达成的良好结果应当放在最后，而且是（1）-（5），所以答案选 C。 

 

三、类比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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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并列关系 

【难度】中等 

【作者】周学珊 

【解析】步枪与机枪为并列关系，a飞弹是一种导弹，可流弹指的是

一种战争中的现象，不符，b为并列，c火枪,或者弹弓发射的铁丸石丸

或者铅丸等叫做弹丸与弹头没有什么关系，d弹壳与弹筒是子弹的两个组

成部分，也没有并列关系。 

 

67.【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全同关系 

【难度】中等 

【作者】周学珊 

【解析】茶砖就是砖茶，是全同关系，冰棒与棒冰也完全一样，所

以选 D。 

 

 

68.【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并列关系 

【难度】中等 

【作者】周学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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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并列关系，草莓、樱桃、苹果都是水果，a

衣服和袖子是组成关系，b树叶是叶子类，树根是根类，属于不同的类型，

不是并列关系，智能说都是树木的组成部分，c掌心跟拳头是组成部分的

关系，不符合，d熏风指的是温和的风，金风是秋风，朔风是北风冬天的

风，都是风，符合并列关系，答案选 D。 

 

6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近义词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一清二白比喻十分清白。亦比喻非常清楚，纤尘不

染也用来形容非常清洁、干净,两者为近义词，C选项两词不为近义词，

故排除，ABD选项中两词均为近义词，但是 A选项中冰清玉洁、白璧无瑕

也可以用来形容人的操行清白、无可挑剔，故逻辑上与题目最为接近，

故选 A选项。 

 

70.【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类比推理-集合关系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元旦、春节、端午、重阳均属于节日，属于包含关

系，且时间上存在由早到晚；B选项中立春、雨水、谷雨、白露均属于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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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且时间上从早到晚，故与题目一致。A 选项凌晨是 0点到天亮的时间

与黎明不是包含关系，C选项吉日、婚期、佳期与生日不是包含关系，D

选项季节与时令不是包含关系，而是全同关系。 

 

四、定义判断 

71.【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容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定义关键词有“教师不占用课堂时间讲授信息”、“学生

自主学习”、“教师进行辅导或对实验总有困难的学生提供帮助”。A

选项是安排的课后作业，故排除，B选项是课前预习，排除，C选项是老

师对实验进行点评计分，不属于提供帮助，故排除。选 D选项。 

 

7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定义要点有“生产由集中向分散转变”、“规模效应不是

关键因素”、“产品趋向个性化”。A选项属于追求规模效应，故排除，

C选项属于产品组装，而非产品生产，故排除，D选项体现的是对环境的

保护，未体现产品的个性化，故排除。选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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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定义要点“喜欢逗留在区域的边缘”。A选项是在人少地方

站立，但人少的地方不等同于“边缘”故属于定义。BCD选项中“靠窗”、

“靠边”、“周边的花圃”均是一个区域的边缘地带，故属于定义。 

 

7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容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定义要点“强迫性的”、“表现为过度购物、看电视、上

网、强迫性频繁查看电子邮件”、“获得暂时满足与快感，但是事后可

能后悔，却深陷其中”。D选项属于酒精成瘾，故不符合定义。 

 

75.【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定义判断 

【难度】容易 

【作者】吴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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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定义要点“社会环境的影响”、“认识和掌握社会事物……

参加社会生活”，B选择小乙加强身体锻炼，个子长高，没有体现社会环

境的影响，故不属于定义。 

 

五、逻辑判断 

76.【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加强论证、翻译推理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的论据可以翻译成“早起鸟儿推出有虫吃”，得到

的论点“麻雀有虫吃，麻雀是早起的鸟儿”，得到这个结论过程中对前

面翻译的句子进行了肯后推肯前，故要补充一个前提条件，C选项“迟起

的鸟儿没虫吃”即“没有早起推出没有虫吃”，补充这个选项后，题目

论点的推理对这句话进行否后否前，故推理成立。 

 

77.【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加强论证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论点是“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比例没达到 25%，教授、

副教授职称的男教师比例偏低，需要加强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力度”。

A选择漏记了一名男博士，可以起削弱作用，男教师比例偏低这个结论可



 

华图，让考“事”更轻松 

 http://fj.huatu.com微信号：fjhtsydw 40 

能是错误的，B选项说明漏记了以为女教授，故题目中男教师的比例可能

比实际更低，故而可以起支持作用。CD选项无关。 

 

78.【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三段论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给了一个前提，一个结论，且前提与结论中均有出

现“有的”，故“有的不需要再出现”故排除 BC，又题目中的项“理学

硕士”已经出现了两次，不需要再出现，故排除 D选项.故选 A。 

 

7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集合推理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不是所有……都”等价于“有的……不”，故可

以得到 A选项有的病是有的医生不能医治的。 

80.【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真假推理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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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甲：“所有……都” 

        乙：“有的……不” 

         丙：丙是合格的 

      丁：其他人有的不合格且丁合格 

甲和乙为矛盾关系，故一个错误在甲乙中，丙和丁所说的都为正确，

故选 C选项。 

 

81.【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翻译推理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1）男英语老师推出非英语 

       （2）英语或舞蹈 

       （3）舞蹈推出非钢琴  

       （4）钢琴英语可以同时 

要推出“英语老师为女性”则需对(1)进行否后得报英语，（2）或

关系中非舞蹈可得英语，3总否后钢琴可以得到非舞蹈。故最后选择了钢

琴，选 C选项。D选项心算的情况无法确定，故不选。      

8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原因解释 

【难度】较易 

【作者】吴晓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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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题目中的反差在于考核表中有每个人的工作量，组长随机

抽取的里面 60%工作量在前 20%,即抽取的人中一半以上工作量是高的。B

选项考核表中工作量少的未被抽到可以进行解释，故选 B。 

 

83.【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翻译推理、归纳推理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题目中可以翻译“行风不合格 推出 单位不能评优”，“单

位不能评优 推出 个人不能评优”,1中个人评优对题干进行了否后，否

后必否前，故可以得到所在单位的行风合格。题目中 97.5%指的是行业，

而非个人，故 2、3得不到。故选 A选项。 

 

84.【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削弱论证 

【难度】容易 

【作者】吴晓玉 

【解析】论点“今年的商品房销量一定比去年少”，论据“今年一

到六月份销量是去年的 36%”，D选项说销售的高峰期是在下半年的 9、

10月份，故而说明题目中的论据得不到论点，可以削弱。A选项是去年

与前年的比较，无关，BC选项无关。故选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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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判断推理 

【知识点】逻辑判断-翻译推理 

【难度】中等 

【作者】吴晓玉 

【解析】1.温泉 推出 非粽子 

2.非粽子 推出  插花 

3.下雨  推出 非温泉 

4.粽子与采粽叶必须一起 

要得到“插花”则 2进行肯前，故得到“非粽子”，而要得到“非

粽子”结合 4可以得到非采摘粽叶，故选 C选项。要得到“非粽子”需

在 1中肯前，故得到“温泉”，故而，3中无法确定下雨的情况，ABD排

除， 

 

 

 

 

第四部分  数量关系 

86.【答案】B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多重数列。偶数项是公差为6的等差数列。奇数项4、7、（12）、

19，相邻两项作差为3、5、7，故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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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答案】C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机械数列。每一项都是百位上的数与个位上的数的乘积等

于十位上的数，只有 C选项符合。 

 

88.【答案】A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多重数列。两两进行分组，组内加和得1、3、9、27、（81），

所以所求项为81-63=18，选择 A选项。 

 

89.【答案】D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多级数列。相邻两项加和得-1、3、-5、7、-9、11，则所

求项为-9-15=-24，选择 D。 

90【答案】B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分数数列。原数列为
，）、、（、、、、

14

5

12

4

10

3

8

2

6

1

4

0

2

1- 故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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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答案】A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简单计算。原式=
1

199419921993

199419921993

199419921993

1-199411992









 ）（  

92.【答案】B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简单计算。原式=

5

2
81

10

1
-

2

1
99

109

1

43

1

32

1
17531 








 ）（）（

 

 

93.【答案】B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整除特性。能被11整除的数，奇数位的和与偶数位的和的

差值能被11整除（或者末三位与前面数之间的差值能被11整除），

714-285=429，能被11和13整除，选择 B。 

 

94.【答案】C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代入排除法。代入 C选项，23×20-1=459刚好是153的3倍。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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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答案】D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枚举法。一条直线，0个交点；2条直线，0+1=1个交点；3

条直线，0+1+2=3个交点；4条直线，0+1+2+3=6个交点……所以，99条直

线，有0+1+2+3+4+……+98=4851。选择 D。 

 

96.【答案】C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工程问题。赋工作总量为66，所以甲单独做的效率为6，合

作时的效率为6.6，又因为合作时的效率之和为66÷6=11，则合作时乙的

效率为11-6.6=4.4，则乙单独做时的效率为4.4×5/6=11/3，则乙单独做

的时间为66÷11/3=18，选择 C。 

97 

【答案】D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方程法。也可以直接代入，设甲的原存款为 x ,则乙的原存

款为9600-x，根据题意，0.6x-120=0.6（9600-x）+120，解出 x=5000。

选 D。 

 

98.【答案】A 

【难度系数】容易 



 

华图，让考“事”更轻松 

 http://fj.huatu.com微信号：fjhtsydw 47 

【作者】王微 

【解析】倍数关系。依题意，女生人数应为5的倍数，只有 A 符合。 

 

99.【答案】D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最值问题。根据多集合反向构造公式50-（8+10+12+15）=5，

选 D。 

 

100.【答案】A 

【难度系数】容易 

【作者】王微 

【解析】几何面积。大圆的面积为9π ，先算出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
2

11

4

4
-

4

9

4
-

4

9

4

9 


所以，阴影与非阴影的比值为

7:11
2

7

2

11

2

11
-9

2

11
 ：）：（




 。选择 A选项。 

 

第五部分   资料关系 

101.【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增长量 

【难度】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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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 旋 

【解析】由增长量的计算公式可得
10468.34 8.6%

829
1 8.6%





，故答案选

A 

 

102.【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增长率 

【难度】较难 

【作者】林 旋 

【解析】可得可先求出 2014年第三产业产值的量为：

10468.34 697 5842.21
3623

1 8.6% 1 3% 1 9.4%
  

  
，由增长率的计算公式

3929.35 3623
8.5%

3623


 故答案选 B 

103.【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增长量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增长量的比较，可以用现期×增长率，这个乘积大，增量

就大，通过选项可以看出，第二产业的乘积为 5842×9.4%，这个乘积很

明显都比其他选项大，故答案选 B 

 

104.【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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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增长率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本题求的是 1-5月的增长率，材料已知上半年的增长率为

9.4%，6月份的增长率为 10%，所以所求的 1-5月的增长率必须小于 9.4%，

故答案选 A 

 

105.【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综合分析 

【难度】中等 

【作者】林 旋 

【解析】 

A选项，通过第一段可得增速比上年同期回落 1.1个百分点，说明

15年增速是同比下降下降，而非上涨，A选项错误。 

B选项，材料已知重工业的增长率是 10.9%，轻工业的增长率是 7.9%，

总的增长率是 9.4%，可知重工业与轻工业跟总的差距都是 1.5%，故可以

得到它们的去年的基期量是相当的，所以重工业的增量大于轻工业的增

量，B选项正确。 

C选项，规模以上工业总共有 38个大类，有 13个实现 2位数的增长，

故小于 10%的应该有 25个，C错误。 

D选项，材料只已知漳州跟莆田的增长率，没有已知比重的信息，故

D错误。 

故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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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答案】B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比重 

【难度】容易 

【作者】林 旋 

【解析】材料已知全国出口为 23427.5，比重为 12.7%，故所求的全

球为
23427.5

18.4( )
12.7%

 万亿 ，故答案选 B 

 

107.【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比重 

【难度】较难 

【作者】林 旋 

【解析】此题要求 2013年的比重，通过数据可得：

6151 5551

1 9.9% 1 6.6% 26%
43030

1 3.4%


  



 

故答案选 C 

 

108.【答案】C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基期 

【难度】较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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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 旋 

【解析】材料已知自贸伙伴的增长率为 10.6%，占全国出口比重为

13.4%，全国出口为 23427.5，故可得
23427.5 13.4%

2838
1 10.6%





，故答案选

C 

 

109.【答案】A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增长率 

【难度】中等 

【作者】林 旋 

【解析】拉动增长率=部分增量÷整体基期，故可得

36559.5 1.6%

1 1.6% 1.4%
43030

1 3.4%



 



 

故答案选 A 

 

110.【答案】D 

【所属考试模块】资料分析 

【知识点】增长率 

【难度】较难 

【作者】林 旋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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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选项，通过第一段可得中国进出口增速比全球增速高 2.7个百分点，

表格已知中国的进出口增速为 3.4%，说明全球的增速是 0.7%，A 选项正

确。 

B选项，通过饼图的数据可以推出，亚洲地区总的比重为 38%，而前

十的总比重为 73%，故它们的比重是超过 50%，B选项正确。 

C选项，通过表格可得东部出口额 19436，中西部的出口总额为 4000，

所以东部大于中西部之和，C选项正确。 

D选项，材料已知中西部进出口额对整体增量的贡献率为 60.3%，故

东部的增量贡献率应低于 50%，故 D错误。 

故答案选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