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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1 月 19 日公共基础真题（非厦门卷）

1. 2016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

聚焦了全面从严治党的主题，并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和规范党内

作为起点和支点。

A. 作风建设

B. 政治生活

C. 文化生活

D. 制度建设

【考察】时政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作为起点和支点。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 2016 年 9 月 4 日至 5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在中国 召开。

峰会凝聚了 G20 成员国的集体力量和智慧，为实现世界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

衡、包容成长明确了道路和方向。

A. 北京

B. 上海

C. 天津

D. 杭州

【考察】时政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2016 年 9 月 4 日至 5日，G20 峰会在杭州举行。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3.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长征胜利启示我们：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没有牢不可破的理想信念，没有崇高理想信念的有力支撑，要取得长征胜利是不

可想象的。与“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所蕴含的哲学道理相同的是：



福建华图 公共基础研究院出品

A.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B.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C.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D.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考察】哲学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根据题意可知，心中有信仰，脚下才有力量，体现的是内心有信念

对外在的促进和推动作用，是意识能动性的表现。而本题意在考查题干和选项的

哲理相同，A项“不忘初心，继续前进”是一种口号，不是一种哲理性表述，故

A选项不合题意。B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出自于《诗经·大雅》，大意说

没有人不能开始，但很少人能够坚持到最后，指为人处事要善始善终，体现了量

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故 B选项不合题意。C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体现了

内心有信仰，属于意识范畴，再转化为外在实践，体现了意识的能动性，符合题

意。D项“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体现了量变与质变的辩证统一，故 D选项不合

题意。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4. 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型传播方式不断涌现，政府的施政环境发生了深

刻变化。加强政务公开，满足群众的关注需求，做好政务舆情回应日益成为政府

提升治理能力的内在要求。做好政务舆情回应工作，体现了：

A. 社会存在的变化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

B. 上层建筑要适应社会基础的发展状况

C. 社会意识能正确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

D. 外因是促进事物发展的条件和原因

【考察】哲学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新型传播方式不断涌现，政府的施政环境

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应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工作。这体现了社会存在的发展变

化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变化，A选项符合。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状

况，不是社会基础，B选项说法错误。正确的社会意识才能预见社会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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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C选项错误。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条件，有利的外因会促进事物的发展，不

利的外因会阻碍事物的发展，D选项说法错误。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5. 在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深入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正确

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这体现了：

A. 实现目标需要充分把握机遇

B. 办好事情需要重视量的积累

C. 分析问题需要先进理论的指导

D. 解决问题需要重视事物之间的联系

【考察】哲学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效率和公平是互相联系的，两者不可偏废，所以十八大上表述为正

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初次分配注重公平和效率，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体

现出效率和公平是相互联系的。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6. 里约奥运会开幕式凸显了绿色环保的主题，并巧妙地将这一主题和“简约”

联系在一起，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独具巧思。这说明：

A. 人们只有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实现主客体的统一

B. 人的意识活动具有自觉选择性与主动创造性

C. 人能够认识事物的矛盾并根据自身需要加以调节

D. 人们的正确观念是成功改造事物的基础

【考察】哲学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里约奥运会的主题和“简约”联系在一起，体现出人的意识活动具

有自觉选择性和主动创造性。故 B项正确。人能够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根据自身需

要加以调节，而非矛盾。故 C项错误。成功改造事物的基础是尊重事物的客观规

律，而非是人们的正确观念，故 D选项错误。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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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里程碑式成就，22 颗北斗导

航卫星，近 150 颗各种类型的在轨卫星，累计发射 226 次、成功率超过 96%的“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以及基于这些空间技术不断提升的科学探测能力和研究水平，

无不显示出中国航天大国的地位。这说明：

A. 抓住机遇就能促进事物的质变

B. 我国航天事业发展的状态是直线前进的

C. 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

D. 新事物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

【考察】哲学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材料中所体现的是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是不断前进的，体现出事物

的发展是前进的；而题干中的“两弹一星”、“北斗导航”、“长征”说明新事

物的发展是不断完善的过程，航天事业也是不断发展完善的。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8. 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逐步提高，轿车越来越多地进入我国普通家庭。对家庭

购车心理的研究发现：青年人没钱了“贷款买车”，中的人“攒钱买车”，老年

人即使买得起车也会嫌“养车费钱”而不愿买车。老中青三代对待家庭购车的不

同选择，主要反映了人们：

A. 消费观念的差异

B. 消费支出的差异

C. 生活质量的差距

D. 经济收入的差距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老、中、青三代人对于购车的选择之所以会出现差别，不管收入差

距如何，最重要的还是由于消费观念的差别造成的，故 A为正确选项。居民消费

支出主要指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支出，题干中没有老中青三代消费支出的差距，故

B不合题意。题干已经指出国民收入水平提高，轿车等意味着高质量的生活水平

的商品已经成为了越来越多国民的消费需求，因此生活质量差距、经济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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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合题意，故 C、D不合题意。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9. 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其出口存在着产品附加值较低、拥有自主

品牌较少、营销网络不健全等现象。而对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出口产业低成本

优势弱化的新形势，中国应努力从贸易大国变为贸易强国。为此，应采取的措施

是：

A. 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比例

B. 出台鼓励出口的政策以扩大贸易规模

C. 提高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比例

D. 对技术与资本密集型产业实行进口替代战略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题干强调的是产品附加值低，自主品牌少等问题，针对这样的问题

需要我们加大科技创新，因此答案选择 A。B选项只是扩大出口规模，没有体现

出产品质量，所以排除 B；加工贸易《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

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3 号）规定，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

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装配后，

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

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

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进料加工，是指进

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与扩大品

牌不符，C选项排除；进口替代战略是指一国采取各种措施，限制某些外国工业

品进口，促进本国有关工业品的生产，逐渐在本国市场上以本国产品替代进口品，

为本国工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实现工业化。又称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是内向

型经济发展战略的产物。一般做法是国家通过给予税收、投资和销售等方面的优

惠待遇，鼓励外国私人资本在本国设立合资或合作方式的企业;或通过来料和来

件等加工贸易方式，提高工业化的水平。所以排除 D。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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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福建省虽然作为实施改革开放最早的沿海省份之一，但与其他沿海省市相

比，经济总量还存在一定差距。主要原因在于福建大型工业、企业项目偏少，对

台优势还未完全发挥，民间投资严重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解决上述问题，提

升福建省经济总量水平，现阶段应该采取的措施是：

A. 出台支持房地产行业政策，打造大型房地产企业集团

B. 由当地政府部门主导，依靠地方财政加大投资力度

C. 加大与内陆省份的合作力度，实现资源有效共享

D. 推进投资体制和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开放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施投资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推进投资体制和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开放民间资本参与公共基础设

施投资，也就是所谓的 PPP 合作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简称，

即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是公共基础设施中的一种项目融资模式)，这是当前福

建经济发展的重大措施，故正确选项为 D。A选项，出台政策支持房地产行业发

展表述单一；B选项，由政府主导并加大财政投资不正确，应是政府与企业共同

合作，C 选项，要加大与沿海省份和内陆省份的合作，而非 C 强调的内陆省份,

所以不全面。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1. “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强调的是要重视股

票、债券等金融投资活动的：

A. 流动性

B. 风险性

C. 稳定性

D. 灵活性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投资理财的选择包括：①注意投资的回报率与风险性；②注意投资

的多样化；③投资要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量力而行；④既要考虑个人利益，也要

考虑国家利益，做到利国利民，同时不违反国家法律、政策。由于股票价格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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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诸如公司经营状况、供求关系、银行利率、大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其波

动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有可能使股票投资者遭受损失。价格

波动的不确定性越大，投资风险也越大。因此，股票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方式。

债券中的企业债券风险性较高。其中投资理财遵循的原则中的分散投资原则，分

散投资虽然降低了盈利的程度，但是可以降低风险。通过分散投资规避风险，必

须注意选择风险程度不同的投资品种。如果投资同类的品种，就不可能有效的达

到降低风险的目的。“不要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投资理念强调

的是投资方式的风险性。要分散投资。因此 B选项符合题意要求，A、C、D不是

股票，债券等金融投资活动的特点，因此不选。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2. 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陆续推出了对电、水、气等居民生活必需品实行阶梯

价格制度的改革方案，将居民用电、用气、用水量划分为不同档次，各档用量实

行超额累进加价。政府推进阶梯价格制度的主要意义在于：

A. 发挥价格杠杆功能，引导资源合理利用

B. 降低居民生活成本，提高居民生活水平

C. 坚持市场定价机制，发挥市场自发作用

D. 稳定市场物价水平，促进经济稳定增长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水价实施阶梯价格制度，说明依靠价格机制来引导资源的合理利用，

所以答案选择 A；C说法错误，此时国家存在调控，并不是坚持市场定价机制。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3. 减贫是衡量发展的重要标志。作为贫困群众的保命钱和减贫脱贫的助推剂，

多年来，财政扶贫资金对加快贫困地区发展、改善扶贫对象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发

挥了积极作用。可见，财政扶贫资金是：

A. 社会总需求的一部分

B. 社会总供给的一部分

C. 提高社会效率、改善人们生活的物质保障

https://www.baidu.com/s?wd=供求关系&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PjTLPHuWPWw-nyPBnh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bsPjnYPWmY
https://www.baidu.com/s?wd=投资理念&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dPjTLPHuWPWw-nyPBnhfd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HbsPjnYPW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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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具有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的作用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A中，社会总需求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年）

由社会可用于投资和消费的支出所实际形成的对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力总量。它包

括两个部分：一是国内需求，包括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投资需求由固定资产投

资需求和流动资产投资需求组成。消费需求由居民个人消费需求和社会集团消费

需求组成。二是国外需求，即产品和劳务的输出。不符合题意要求，因此不选。

B中，社会总供给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年）由社会生产

活动实际可以提供给市场的可供最终使用的产品和劳务总量。不符合题意要求，

因此 B不选。C中的说法错误，财政的作用在于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们生活的

物质保障，而不是提高社会效率，提高社会效率的有效手段是提高社会生产力，

因此 C不选。D中的说法正确，减贫是国家促进贫困地区经济收入增长的手段，

当贫富收入处于合理差距时有利于国民经济及社会的平稳发展。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4. 在发达国家资金一般占企业运行成本 50%左右，而中国则不到 10%。发达国

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所占比重在 55%以上，中国则不到 42%，且呈逐年下降趋

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升。要提高劳动所得在初级分配中的比重，必须：

A. 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

B. 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C. 依法执行最低工资标准

D. 清理和规范隐性收入

【考察】经济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初次分配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

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选项中 C属于初次分配手段，因此本题选

择 C选项。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

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

A、B、D属于再分配手段，因此不选。

http://baike.baidu.com/view/1985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33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71082.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22118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8928.htm


福建华图 公共基础研究院出品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5. 下列不属于我国宪法明文规定的是：

A. 宗教信仰和自由

B. 受教育权利

C. 迁徙自由

D.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宪法》第三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

第三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

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宪法》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6. 张某涉嫌犯抢劫罪。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该盗窃案件的侦查、拘留、

执行逮捕、预审，由_____负责。

A. 公安机关

B. 法院

C. 检察机关

D. 监狱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宪法》第三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

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

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

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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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刘某和赵某共同出资购买了一辆汽车，刘某因急需用钱，欲转让自己的共有

份额。赵某和刘某的邻居石某都表示愿意购买，该汽车：

A. 在同等条件下应由石某优先购买

B. 在同等条件下应由赵某优先购买

C. 在同等条件下应由刘某决定卖给谁

D. 抽签决定由谁购买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物权法》第一百零一条规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转让其享有的共有

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份额。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享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当刘某

欲转让共有份额时，在同等条件下应由赵某优先购买。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8. 甲有限公司欠乙有限公司货款 50 万元，后甲有限公司被并入丙有限公司，

乙有限公司要追索货款，想法院起诉，应将_____列为被告。

A. 丙有限公司

B. 丙有限公司负责人

C. 甲有限公司

D. 甲有限公司负责人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合并时，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

应当由合并后存续的公司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19. 下列不属于刑事诉讼中的强制措施的是：

A. 拘传

B. 监视居住

C. 取保候审

D. 驱逐出境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89%A9%E6%9D%83%E6%B3%95%E3%80%8B&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myn3PHRLPyDLujn4ujF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RLPWf4PWmYrjn1n1bkPW0vn0
https://www.baidu.com/s?wd=%E6%8C%89%E4%BB%BD%E5%85%B1%E6%9C%8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myn3PHRLPyDLujn4ujF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RLPWf4PWmYrjn1n1bkPW0vn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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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刑事强制措施是国家为了保障侦查、起诉、审判活动的顺利进行，

而授权刑事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限制其一定程度人身自由的方

法，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逮捕等，驱逐

出境是刑罚中的附加刑而非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0. 行政诉讼所要解决的纠纷一般发生在：

A. 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

B. 行政机关与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之间

C. 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

D. 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与职工之间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行政诉讼是个人、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国家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侵

犯其合法权益而向法院提起的诉讼。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1. 甲某的邻居患有精神病，某日乙某乘家人看管不严之机，溜出家门，随即持

菜刀追砍甲某年仅 7岁的儿子。甲某情急之中，顺手拿起一根铁棍追赶过去，并

将乙某打倒在地，致乙某重伤。甲某的行为属于：

A. 正当防卫

B. 紧急避险

C. 防卫过当

D. 避险过当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刑法》第 20 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

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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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正当防卫明显超

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对

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

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对

精神病人、未成年人实施的侵害行为，也可实施防卫。

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2. 反腐的深化要靠公民权利推进，反腐成果的巩固要靠公民权利来保障，反腐

的成败取决于依宪治国捍卫公民权利。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 遏制腐败必须完善以刑法为核心的法律制度

B. 腐败会严重阻碍公民行使权利

C. 消除司法不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能遏制腐败

D. 公民权利是遏制公权力越界的有效防线

【考察】法律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本题题目中多次提到公民权利，因而符合题意的是 D选项；A选项

中法律制度以刑法为核心的说法不正确；B“腐败会严重阻碍公民权利的行使”

的说法不准确；C选项的说法错误，消除司法不公，提高司法公信力就能遏制腐

败的说法太绝对，因此本题用排除法可得出 D选项为正确答案。

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3. “负面清单”制度是自贸区制度创新的核心，即制定并公布禁止外资进入或

限制外资比例的行业清单，外商对华投资首次实行“非禁止即开放”。政府职能

部门对外商投资的管理方式，也由过去的事前审批，转向事前、事后的服务。要

实现政府角色转换，下列措施可行的是：

A. 依法执政，强化服务职能

B. 减少政府职能，提高服务效率

C. 简政放权，提高服务水平

D. 加强微观干预，维护市场秩序

【考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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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题目没有体现依法执政，因而把 A选项排除；政府简政放权并不是

说减少政府职能，而是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事项，B说法错误；D选项说法错

误，当前政府要转变职能，应从过去过于微观的管理转为宏观管理为主，因此 D

说法错误，本题选择 C选项。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4. 中央通过全面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

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落实无户口人

员落户政策，建立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等制度。上诉改革举措体现了：

A. 我国公民的政治权利在不断扩大

B. 维护我国公民的利益是完全正义的

C. 我国人民当家做主的政体的优越性

D. 我国政府是便民利民的政府

【考察】管理

【参考答案】D

【参考解析】题干中的内容主要强调的是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故本题正确答案

D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的《互联网用户账号名称管理规定》就账号的名

称、头像和简介等，对互联网企业、用户的服务和使用行为进行了规范，账号管

理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充分尊重用户选择个性化名称的权利，

重点解决前台名称乱象问题。对此项规定解读正确的是：

A. 有利于提高政府公信力，增加政府权威

B. 保障了人民享有更多的管理权和监督权

C. 表明国家尊重公民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

D. 表明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

【考察】管理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题干中“充分尊重用户选择个性化名称的权利”体现出国家尊重公



福建华图 公共基础研究院出品

民政治参与的主体地位，所以答案选择 C；A 选项没有体现；B 选项管理权和监

督权没有体现；D没有体现出公民义务。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6. 今年 2月，网友爆料在哈尔滨某餐馆遭遇天价鳇鱼，引发社会热议。事件曝

光后，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作出吊销该家餐馆的营业执照、并予以行政处罚的决定，

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餐饮业专项大检查、大整顿行动。这体现了政府的：

A. 经济调节职能

B. 市场监管职能

C. 社会管理职能

D. 公共服务职能

【考察】管理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1）经济调节。就是调节经济运行、推进经济发展。主要是运用

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调节经济活动。例如：提高银行

准备金率，调整财政金融政策等。

（2）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不是对某一行业、某一具体市场、某一区域的管理，

而是具有普遍性的监督管理，包括市场准入管理和经营行为管理。比如政府开展

打击制假售假违法犯罪活动、食品药品安全抽查等。

（3）公共服务。经济公共服务是指通过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公民及

其组织即企业从事经济发展活动所提供的各种服务，如科技推广、咨询服务以及

政策性信贷等。

（4）社会管理。社会管理主要是政府和社会组织为促进社会系统协调运转，对

社会系统的组成部分、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以及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进行组织、

协调、监督和控制的过程。比如政府调高最低工资标准、征收各种附加税等。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7. 下列公文标题的拟制准确的是：

A. 《××市人民政府关于请求解决重大项目建设用地的请示报告》

B. 《××厅关于反馈××省人民政府加快国有林场管理体制改革若干意见（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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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意见稿）的意见函》

C. 《××省人民政府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

D. 《贯彻中发[2015]3 号文件的通知》

【考察】公文

【参考答案】C

【参考解析】公文的标题包括三个部分，发文机关+事由+文种，所以答案选择 C；

A选项文种并列；B选项也是文种并列；D中的 2015 应用六角符号。

故本题正确答案 C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8. 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时，如果缺乏对自身文化的省思，容易陷入误

区。因此，我们要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要坚信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能够获

得全世界的认同。下列对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理解不正确的是：

A. 文化自觉是对优秀传统文化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

B. 树立文化自信应该让中华文化主导世界文化发展

C. 文化自觉是对发展中华文化历史责任的主动担当

D. 文化咨询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强大文化基因

【考察】文化

【参考答案】B

【参考解析】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一部分，我国坚持不称霸。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29. 被誉为“中国天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500 米口径球面_____于 2016

年 9 月 25 日在贵州落成启用，这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

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A. 数码望远镜

B. 射电望远镜

C. X 光望远镜

D. 红外望远镜

【考察】时政

【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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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解析】7月 3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主持建设，位于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

洼地的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ive

hundred meter Aperture Spherical Telescope，简称 FAST）完成最后一块反

射面单元的吊装。根据建设规划，FAST 将在 2016 年 9 月全部建成并初步投入使

用，届时，FAST 成为世界上现役的口径最大、最具威力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

故本题正确答案 B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30. 自 21 世纪初提出“生态省”建设战略构想，到 2014 年获列为全国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再到今天的国家_____福建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经济社会可

持续发展的道路，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减少征途的一个缩影。

A. 生态文明试验区

B. 绿色发展先行区

C. 低碳生活实验区

D. 循环经济示范区

【考察】时政

【参考答案】A

【参考解析】福建官方媒体全文刊发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

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福建)实施方案》(简称《福建方案》)。福建省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副巡视员林向东指出，今年 6月举行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 25 次

会议上，福建被确立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率先开展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综合试

验。故本题正确答案 A选项。

【解析人】福建公共基础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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