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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假作业答案 

行测篇 

一、 言语理解 

1. 到近几年，一度________的神经网络算法开始复兴。…… 

【答案】C。第一步，第一空之后说“神经网络算法开始复兴”可

知，第一个空所填的词语意思与“复兴”相反。“沉默”专指人无言的行

为状态，搭配对象是人，与“复兴”意思不相反，排除 A。“沉凝”意思

是凝滞，不流动，与“复兴”意思不相反，排除 D。第二步，第二个

空处需填入动词，“仿真”是形容词或属性词，排除 B 项。第三步，

验证第三空。“反馈”的意思是指发出的事物返回发出的起始点并产

生影响，与语境“把结果重新作为输入进行训练”相对应，因此答案

为 C。 

2. 孔雀蜘蛛的体型非常小，只有 4 毫米到 5 毫米，…… 

【答案】A。第一步，该空根据“靠着大自然的……”可知，孔雀

蜘蛛的形成要体现“大自然造化”的特点。“精雕细刻”、“巧夺天工”均

是比喻人的技艺精湛，无法与“大自然”搭配，排除 B、C 两项。第二

步，“匠心独运”侧重于形容人写文章或在艺术等方面巧妙而且独特

的构思，也不能与“大自然”相搭配，排除 D 项。只有“鬼斧神工”能形

容大自然的造化，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项。 

3. 虽然没有法律强制力支撑的道德是虚妄的，但是法律在面对

道德问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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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第一步，第一空的主语是“法律”，“爱莫能助”指虽

然同情，但无力帮助，搭配对象为“人”，不能与“法律”构成主谓关

系，且根据后文“这种力不从心……”可知，该空体现的是心里想做，

但能力不足，没有同情的意思，排除 B 项。“相形见绌”指和同类事

物相比，显得不足，文段没有对两种事物进行对比，排除 A 项。第

二步，根据“……是法律与道德共同支撑的”可知，法律和道德是缺一

不可的，因此“如果道德不立时”，法律也就难以长久。第二空应体

现难以支撑之意。“力所不逮”指能力达不到，无法体现难以支撑的

意思，排除 D。本题答案为 C。 

4. 雄企鹅这样煞费苦心地用石子来讨好雌企鹅绝非小题大做…… 

【答案】B。第一步，第一空修饰“魅力”，“无与伦比”指没有什

么能比得上，文段没有将雄企鹅的魅力和其他的事物进行比较，排

除 C 项。第二步，第二个空剩下的词语不好排除。第三步，看第三

空，通过前文可知，好的巢对雄企鹅非常重要，所以雄企鹅“建造新

居”达到“打败竞争对手”的目的。“千方百计”侧重多种方法，文中只

有“建造新居”一种方法来达到目的。“千难万险”侧重艰难和危险，文

中无从体现。排除 A 和 D。本题答案为 B。 

5.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优秀品格，同样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

史痼疾…… 

【答案】C。第一步，文段第二句中的“善于”“精于”“长于”构成

并列关系，所以该空与“扬长避短”“取精去糟”并列、词义不能重复，

且与前文的“优秀品格”、“历史痼疾”相对应。第二步，辨析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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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芜存菁”指除去杂质，保留精华，与“取精去糟”语义重复，排除

A。“弃旧图新”侧重由坏（旧）向好（新）的转变，文中未体现“新

旧”之意，排除 B。“拨乱反正”指扭转乱象，归于正道，文段的“痼

疾”和“优秀”并不能与“乱象”和“正道”对应，排除 D。“激浊扬清”指清

除坏的，发扬好的，“坏的”对应“痼疾”，“好的”对应“优秀品格”，且

体现了“发扬”的含义。因此答案为 C。 

6. 情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常常伴随着信息而传播。…… 

【答案】B。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语境中的递进关系：“情绪

不仅能怎么人们对所传播信息的认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人们

的行为。”可知，第一空与下文的“指导”形成递进，即空格处所填词

语需和“指导”一词感情倾向一致，且语义程度更轻。因此排除“干扰”

和“支配”。“干扰”偏消极，而“指导”是积极色彩，感情倾向不相符。

“支配”侧重安排，控制，语义比“指导”更重，不能形成递进。故排除

C、D。第二步，第二空，分析语境，人在情绪失控时，容易不顾后

果的做出怎样的举动，“失控、不顾及”这些词语都体现出了不符合

常态，脱离常态的意思。“出格”指越出常规，超出范围，符合语

境。因此，选择 B 选项。A 项：情绪失控时做出的行为是不正常

的，但不一定是危险的，故排除。C 项：“反常”符合语义，但“干扰”

带有消极色彩，故排除。D 项：“支配”语义比“指导”更重，不能形成

递进关系，故排除。 

7. 当年的美丽楼兰，这个绿洲上的王国，丝绸之路的要塞，…… 

【答案】D。第一步，最后一句话是中性偏褒扬、赞叹的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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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两个空处所填的词语应该与这一感情色彩保持一致，“尔虞我

诈”是贬义词，排除 A 项。“汪洋恣肆”通常比喻写文章时气势豪放、

潇洒自如，与战略谋划无关，排除 C 项。第二步，根据语境，第二

空所描写的是一种战争场面，“秣马厉兵”指的是做好战争准备，与

文意不符，排除 B。“金戈铁马”指威武雄壮的军队，也指战争或其他

军事行动，符合语境，故本题答案为 D。 

8. 纵观现代化历程，中国改革一直是在争论中推进的，…… 

【答案】A。第一步，先从第二空入手，根据反向并列“是……而

不是……”可知，该空应体现前文“从不同社会思潮中汲取智慧”的相反

意思，即固执己见、不听取他者的意见，该空修饰对象为“任性”，

且为消极的感情色彩。“剑走偏锋”强调出奇制胜，为中性偏积极的

感情色彩，没有不听别人意见的意思，排除 B。“泥古不化”指不知道

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变通，与语义不符，排除 C。“恃才放旷”倚仗着自

己的才能而对自己的行为不加以约束，没有不听别人意见的意思，

排除 D。“刚愎自用”形容固执、任性，自以为是，听不进任何意见

或劝告，符合语境。第二步，代入验证，“整合”指的是将不同的事

物合在一起形成新的事物，符合第一空“形成新的共识”这个语境。

本题答案为 A。 

9. 玛格丽特·米切尔的畅销书既不是纸浆也不是高等艺术，…… 

【答案】B。第一步，根据“感伤的情节不能够和伟大的作品”及

“‘通俗’是它最好的定义词”可知，第一个空处所填的成语表示“玛格丽

特的作品与伟大作品之间有差距”，“比肩同行”指两人并排一起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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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可以共同进退、同甘共苦，排除 A 项。“不分轩轾”指不分高低优

劣，一般前面不加否定词，排除 C。第二步，第二空根据“《飘》

是……书籍”可知《飘》包含了“艺术、商业、量产化”这几种元素。

“荟萃”指“杰出的人或精美的东西的聚集，侧重“人杰出”或“事物精

美”，而“商业、量产化”未体现“精美”之意，排除 D 项。“融合”意思

是几种不同的事物合为一体，代入语境，说明《飘》这本书将“艺

术、商业、量产化”几种元素融合在一起，语义明确，故本题答案为

B。 

10. 本地杂草野花由于经历了千百年的自然________，…… 

【答案】A。第一步，观察第一空，从文段语境可知，杂草野

花经历了千百年的发展，对气候和土质有着“极好的适应性”，而 C

项“洗礼”比喻重大斗争的锻炼和考验，与“自然”搭配不当，故排除

C。第二步，观察第二空，“与……人工草坪相比”可知，这里强调两

者之间的“对比”，通过“而且……还”递进关联词，可知空格处更侧重

强调杂草野花优于人工草坪。A 项“优势”指超过同类的形势，存在

明显的比较关系，符合杂草优于人工草坪的语境；B 项“好处”指有利

因素，强调某一方面的益处，D 项“长处”指某个方面的优点，B、D

比较程度不明显，故答案选 A。 

11. 在这个关键时刻，首先值得我们做的也许是________改革

共识，…… 

【答案】D。第一步，第一空需填入与“共识”搭配的词语。“共

识”即“共同的认识”，“汇集”是聚集、集中的意思，搭配的对象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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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事物，“共识”是抽象的东西，不能与“汇集”搭配，故排除 C 项。

第二步，第二空前面“细细”是精确、仔细的意思，“估算”是大致推算

的意思，与“细细”矛盾，故排除 A 项。第三步，B 项“荒废”通常搭配

“青春”、“学业”，极少与“时机”连用，而 D 项的“延误”能与“时机”形

成较好的搭配。所以答案为 D。 

12. 远眺试飞机场，天地混为一体。这里是“彩虹”无人机

________的起点，…… 

【答案】D。第一步，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根据文意可知，

科研人员在试飞成功后，凝视这一切，最终将“热情”转变为了“平

静”。A 项的“荣归”指载誉而归，文段没有荣誉的意思，排除 A。B

项的“回复”指回答，一般多用于书信，排除 B。C 项“恢复”指使变成

原来的样子，即热情变成原来平静的样子，但是文中并没有指出原

来的样子就是“平静”，故排除 C 项。第二步，验证 D 项。“翱翔”指

在空中飞行或盘旋，能够跟后文的“放飞梦想”相呼应。“回归”指返

回，后退，梦想返回到平静，符合语境。故本题答案为 D。 

13. 漆画有其他画种达不到的效果，同时也有它的

__________。…… 

【答案】D。第一步，分析语境，第二空可作为突破口，与“逼

真地”并列，第二空需要表达出漆画不善于非常逼真的再现对象的意

思。“惟妙惟肖”形容描写或模仿得非常好，非常逼真。虽然有逼真

的意思，但是主语不能是“漆画”。排除 B 项。“面面俱到”各方面都照

顾到，没有遗漏。“出神入化”形容技艺达到了绝妙的境界。均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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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出逼真的意思。排除 AC 项。“栩栩如生”形容画作、雕塑中的艺

术形象等生动逼真，就像活的一样。符合语境信息。第二步，带入

第一空验证，根据语境，文段首先阐述漆画与其他画种相比有优

势，同时也有什么，后文说“它不能……不能……。”说明第一空填入的

词需要表达出漆画也是有不足之处的。“局限”指限制在某个范围

内。带入第三空验证，转折后阐述前文提到的不足正是漆画擅长的

地方。语义通顺。因此，选择 D 选项。A 项：出神入化：形容技艺

达到了绝妙的境界 B 项：惟妙惟肖：形容描写或模仿得非常好，非

常逼真 C 项：面面俱到：各方面都照顾到，没有遗漏 D 项：栩栩如

生：形容画作、雕塑中的艺术形象等生动逼真，就像活的一样。 

14. 情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常常伴随着信息而传播。…… 

【答案】B。第一步，第一空，根据语境中的递进关系：“情绪

不仅能怎么人们对所传播信息的认知，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人们

的行为。”可知，第一空与下文的“指导”形成递进，即空格处所填词

语需和“指导”一词感情倾向一致，且语义程度更轻。因此排除“干扰”

和“支配”。“干扰”偏消极，而“指导”是积极色彩，感情倾向不相符。

“支配”侧重安排，控制，语义比“指导”更重，不能形成递进。故排除

C、D。第二步，第二空，分析语境，人在情绪失控时，容易不顾后

果的做出怎样的举动，“失控、不顾及”这些词语都体现出了不符合

常态，脱离常态的意思。“出格”指越出常规，超出范围，符合语

境。因此，选择 B 选项。A 项：情绪失控时做出的行为是不正常

的，但不一定是危险的，故排除。C 项：“反常”符合语义，但“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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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消极色彩，故排除。D 项：“支配”语义比“指导”更重，不能形成

递进关系，故排除。 

15. 全面的发展和自由却并不意味着毫无底线——尤其是一些

媒体对西方工业化流水线生产的娱乐节目亦步亦趋，…… 

【答案】A。第一步，文段描述了我国媒体模仿西方流水线生

产的娱乐节目，由此出现了低俗作品的现实情况。第一空强调针对

这个现象，监管部门应该做好应对。B 项“全民皆兵”指的是把能参加

战斗的人民全都武装起来，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D 项“全线狙

击”指的是战线的各个方面全部出动，去伏击敌人。二者皆表示“联

合所有力量”之意，但文中只提到了“监管部门”应该有应对之策，故

二者涵盖范围太广，排除 B、D。第二步，通过文段中“作品之低俗

令人愤怒”可以看出作者的语气较重，而“侵蚀”指逐渐侵害使变坏，

侧重于有一个变坏的过程。“颠覆”比喻用阴谋破坏，从根本上推

翻，侧重于一下子从根上推翻。“颠覆”比“侵蚀”的程度更深，语气更

重，符合语境，本题答案为 A。 

16. 从歌剧诞生以来，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吸引观众，…… 

【答案】B。首先提出“歌剧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吸引观

众”，随后提出解决对策，即“注重传播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后

文对这一观点展开论述。可见解决对策即为文段主旨。因此，本题

答案为 B 选项。文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A 和 D 仅提出问题。

C 无提及“吸引观众”。 

17. 一粒种子能长成参天大树，一颗鱼卵能变成千斤大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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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本题是主旨概括题。本文段属于分总结构，第二

句话表明生物的成长需要很多有机物质，第三句话说生物活着需要

消耗能量，接着通过回答提问总结主旨——原来，一切生物都需要

食物。A、B、D 项都只强调“由有机物质构成”或“释放能量”的一个

方面，只有 C 项重点突出了“一切生物”和“食物”两个主体，并准确概

括了二者的关系，故本题选 C。 

18. 当代中国人“提笔忘字”的现象早不罕见。…… 

【答案】D。文段先提出当代“提笔忘字”的现象，接着分析了出

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及后果，最后呼吁大家“在不需要过于追求速度与

效率时可以用汉字书写，这是对中华汉字文化的传承，也是一种温

暖与真诚的交流方式”。文段结构为“分-总”，重在呼吁人们能够书写

汉字以传承中华汉字文化。对比选项，D 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

换。因此，选择 D 选项。 

19. 本世纪 30 年代，人们开始试用瑞士化学家缪勒发明的滴滴

涕。…… 

【答案】D。整个文段用以“同时”为关联词的并列关系的复句介

绍了滴滴涕的作用和危害，以此说明滴滴涕是“双刃剑”，需谨慎对

待。只有 D 项说明了这个意思。因此答案为 D 项。A、B、C 三项

都只说明了滴滴涕有危害的一面，没有说到其作用，过于片面。 

20. 很多孩子只能听赞美之词，听不得半点反对意见；…… 

【答案】A。文段先通过孩子们的行为和心理提出“蛋壳心理”的

概念，然后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最后从两个方面提出解决问题的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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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是给孩子制造挫折，二是对孩子说“不”。文段重点句为“建

议……接受拒绝”，也是作者的核心观点。对比选项，A 项“针对‘蛋壳

心理’，父母应采取恰当的教养方式”是重点句的精简压缩。因此，选

择 A 选项。 

21.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媒体事件频发。…… 

【答案】D。这是一道细节理解题。最后一句指出网民作为网

络监督者的特点——无处不在，也从侧面说明网络监督的广泛性和

普遍性，故 A 项符合文意；第三、四句也说明正是由于网络，才有

了网络事件，正是由于网络，网民才能制造网络舆论，这必然会对

社会舆论产生影响，故 B 项符合文意；第二句说明如今的“媒体事

件”和“事件本身”有所不同，故 C 项符合文意。文段首句点出“媒体事

件频发”这一事实；第二句说明如今的“媒体事件”和“事件本身”有所

不同；第三句指出媒体事件的表现形式；第四句则指出网民具有网

络舆论制造者和网络监督者的双重身份；最后一句指出网民作为网

络监督者的特点———无处不在。文段并没有对比网络监督和传统

的监督手段，项属无中生有。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22. 山水园林城市目前来讲是人类理想的居住环境。…… 

【答案】B。原文中“为什么山水这么重要呢？”之后即为对设问

中问题的解释：“因 

为人的本性里面有对自然亲和的一面。人本来来自于自然，本

来就是动物，天然地具有自然性”，因此 B 项正确。文中只是用“孩

子失去了母亲”来比喻人们“长期住在钢筋水泥里面”的感受，所以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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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D 项和 C 项中“城市居民”属于无中生有。 

23. 研究“基本”粒子，须借助极高的能量。…… 

【答案】C。解题重点在第二句话。“变革微观物质”是和“想办

法把氢原子、原子核以及质子、中子等这些小粒子打碎”相对应的；

而“欲知物质的微观结构”相对应的是“把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各种性质

暴露出来”，“它们”指小粒子。由此可知 C 项是对二者的正确理解。

A 项不正确，“两者都反映微观物质的结构”表述不正确；B 项将微观

物质的含义分割开来，理解错误；D 项内容仅是微观物质的含义。 

24. 体育竞技掺入越来越多的经济利益，…… 

【答案】B。本题是代词指代题。根据指代就近原则，代词所

指代的内容应是其前文中距离代词最近的相关内容，即“科技手段足

以超越自然赋予的力量”。其后面的“运动员在日常不需要严格训

练，而是通过仪器、手术来增强体质，这与驾驶着摩托车去参加百

米竞赛是否还有本质区别”是对该句的解释说明。换言之，“这”指代

的即是“科技手段的作用超过运动员的自然能力”。因此，本题答案

为 B 选项。 

25. 机关幼儿园所获财政补贴逐年提高，难免令公众质疑，…… 

【答案】C。本题是标题填入题。文段通过设问引出话题，即

机关幼儿园所获财政补贴逐年提高是不是在维护特权？后具体介绍

了机关幼儿园的优先配置给单位职工子女。后“从本质来说”引出文

段重点，即机关幼儿园逐年提高补贴加剧了资源分配不公。因此，

C 项正确。A 概括不够具体，“特权”不够细化。B 主体与原文主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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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D 没有将不公的意义表示出来。 

 

二、 数量关系 

单项选择题 

1.5/6，6/11，11/17，（    ），28/45 

【答案】B。分数数列。前一项分母和后一项分子相同。所以本

题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2.1， ， ， ，（    ） 

【答案】D。分数数列，前面分数分子+分母=后面分数的分子，

前面分数分母+后面分数分子=后面分数分母，故选 D。 

3.1、6、3、12、7、24、（    ） 

【答案】B。多重数列，隔项看分别为 2 个数列，1，3，7 和 6，

12，24，1×2+1=3，3×2+1=7，故 7×2+1=15，故选 B。 

4.3，6，18，4，15，60，5，8，（    ） 

【答案】D。多重数列，三三分组，3×6=18，4×15=60，故 5×8=40，

选 D。 

5.1/9，2/27，1/27，（    ） 

【答案】D。幂次数列。第三项变形后为 3/81，分子为 1、2、3、

(4)；分母为 9、27、81、(243)。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D 选项。 

6.1/2，1/2，1/2，7/16，11/32，（    ） 

【答案】B。幂次数列。反约分。原数列化为：1/2，2/4，4/8，

7/16，11/32，(16/64=1/4)，分子数列做差后得到自然数列，分母数列

3

2

8

5

21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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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比为 2 的等比数列。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7.-53，28，1，10，7，（    ） 

【答案】C。数列起伏较乱，首先考虑做差。两两做差后得到新

数列：81、-27、9、-3、（    ），构成公比为-1/3 的等比数列，故新

数列括号内应为-3÷（-3）＝1，所求项应为 7＋1＝8。故正确答案为

C。 

8.5，9，11，17，（    ） 

【答案】A。数列起伏较小，做差或递推无规律，考虑加和。相

邻两项做和后得：14、20、28、（38），只有代入 A 项后满足二级公

差为 2 的等差数列，其他选项代入后均不能形成规律。 

9.2、4、3、7、16、107、（    ） 

【答案】C。考核积递推数列，第三项=第一项×第二项－5，所以

答案为 16× 107－5，根据尾数判定，答案选择 1707。 

10.1、6、5、7、2、8、6、9、（    ） 

【答案】C。隔项递推，6－1=5，8－2=6，7－5=2，9－6=3。 

11.0，1，2，0，3，0，4，0，0，（    ） 

【答案】A。特殊数列，第 2、3、5、7 项分别是 1、2、3、4，第

1、4、6、8、9 项都是 0，即非质数项的数都是 0，下一项是第 10 项

为 0。故选 A。 

12.001，32.002，128.003，（    ） 

【答案】C。多重数列，讲小数点拆开看，小数点前面的项为 8，

32，128，分别是 2 的 3 次方，2 的 5 次方，2 的 7 次方，所以下个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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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的 9 次方=512，小数点后面为 001，002，003，所以下个为 004，故

空格里数字应为 512.004，故本题选 C。 

13.十几个小朋友围成一圈，按顺时针方向一圈一圈地循环报数。

如果…… 

【答案】B。代入排除法，如果报 1 和报 100 的是同一人，说明

100 除以人数余数为 1，代入选项 B，100÷11=99 余 1，满足条件，故

选 B。 

14.某班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现在需要排队，要求每一排的人

数相同。如果…… 

【答案】D。代入排除法，根据“如果排成 5 排，则有 2 人剩余”

排除 AC 选项，BD 中只有 B 符合题意，故选 B。 

15.加油站有 150 吨汽油和 102 吨柴油，每天销售 12 吨汽油和 7

吨柴油。…… 

【答案】D 设 x 天后，剩余柴油是剩余汽油的 3 倍。依题可得，

x 天后，汽油还剩 150－12x，柴油还剩 102－7x，102－7x＝3（150－

12x），解得 x＝12，答案为 D。 

16.某次招标规定，与每个报价数之差的平方和最小的价格为

“预中标价”…… 

【答案】C。设“预中标价”为 x 万元，则“预中标价”与每个报

价数之差的平方和为 P=(x-37)2+(x-62)2+(x-61)2+(x_47)2+(x-49)2+(x-

56)2=6x2-624x+372+622+612+472+492+562=6(x-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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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2+372+622+612+472+492+562，则当 x=52 时，P 取最小值，即

“预中标价”为 52 万元。故选 C。 

17.某书店开学前新进一批图书，原计划按 40%的利润定价出

售…… 

【答案】C。赋值法。经济利润问题。 

18.某超市购进三种不同的糖，每种糖所用的费用相等，已知这三

种糖…… 

【答案】根据“相等”，赋值每种糖的费用均为 132（单价 11、

12、13.2 的最小公倍数），三种糖分别有 千克、 千

克、 千克。故总重量为 千克，总费用为

元，则什锦糖每千克的成本为 元。选择 C。 

19.在右图小空格中已填上了 1 及 7 两个自然数，如果其他空格

也填上…… 

【答案】D。由题得，任意一个横行、任意一个纵列以及任意一

条对角线上的 3 个数之和都等于 111，即尾数为 1.观察答案选项，尾

数只有 1，3，7 三种。依次带入中间位置，排除 1，3，最后形成的正

方形尾数为： ，答案只有 D 尾数是 7，选 D。 

20.某单位原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

62.5%。…… 

132 11=12 132 12=11

132 13.2=10 12+11+10=33 132 3=396

396 33=12

7 3 1

1 7 3

3 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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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数字特性。某单位原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职工占

职工总数的 62.5%，即中级以下职工占 37.5%，即 3/8，人数是 3 的倍

数，排除 AC 选项，之后该单位拥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人数占总人数

的 7/11，说明中级以下职工占 4/11，人数为 4 的倍数，排除 B，故寻

D。 

21.用 A、B、C 三种不同型号的挖掘机完成一项土方工程，A 型

5 台…… 

【答案】D。设 A、B、C 三种不同型号的挖掘机每天的工作量

为。根据题意可列方程(5a＋4b)×2＝(10a＋12c)×1＝(2b＋3c)×4，求得

10a＝8b＝12c，则该项工程的总工作量为 10a＋12c＝24c。先用 A型

1 台工作 5 天，再用 B型 2 台工作 2 天，则 C型 3 台完成剩下的工程

需要(24c－5a－4b)÷3c＝(24c－6c－6c)÷3c＝4(天)，故完成该项工程

共需的天数为 5＋2＋4＝11(天)。本题应选 D。 

22.用 a、b、c 三种不同型号的客车送一批会议代表到火车站，…… 

【答案】B。工程问题，运用方程法解题。假设三种型号的客车

每 辆 每 趟 送 人 分 别 为 a 、 b 、 c ， 根 据 题 意 可 得

6a×5=(5a+10b)×3=(3b+8c)×4，从而可求得 a=2b，c=1.5b。则总量可表

示为 60b。最后一次送人，先送走的人数为（3a+6b）×4=48b，还剩下

的人数为 60b-48b=12b，所以还要由 2 辆 c 型车送 12b÷（2×1.5b）=4

（趟）。故本题选 B。 

23.某工厂的一个生产小组，当每个工人都在岗位工作，9 小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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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赋值总工作量为 72，则原来的效率 8；交换甲和乙

的岗位之后的工作效率 9，效率提高 1；交换丙和丁的岗位之后的工

作效率 9，效率也提高 1；所以，如果同时交换甲和乙，丙和丁的岗

位，效率为 8+1+1=10，工作时间 7.2，即提高了 1.8 小时。 

24.有 A、B 两家工厂分别建在河流的上游和下游…… 

【答案】C。设水速为 公里/小时，BC 距离为 ，由 C 距离

A“比”B 远 10 公里，则 AC 距离为 。乙船出发“后”经过 4 小

时到达，有 。根据甲船在乙船出发后 1 小时出发，正好与

乙船“同时”到达，可得甲船经过 3 小时到达 C，有 。

联立解得 公里/小时。因此，选择 C 选项。 

25.某产品售价为 67.1 元，在采用新技术生产节约…… 

【答案】C。设最初的成本为 X 元，可得方程 2（67.1－X）

=67.1－0.9X，解得 X=61 元。选择 C。 

三、 判断推理 

1.左边给定的是纸盒的外表面，下面哪一项能由它折叠而成？

（    ） 

【答案】A。空间重构——折纸盒；首先 1、4 对立面，3、5 对

立，2、6 六对立，所以排除 B 选项，通过移面法，看出 1，3，6 有

公共点，所以 A 选项正确。1、5 有公共边，可以直接将 1 挪到 5 的

下方，根据时针法，1、5、6 是依次顺时针的，而 C 选项时针相

反，则 C 选项错误。D 选项中通过点定位，2、3、4 的公共点与 3

的点是对角线，而 D 选项 2、34 的公共点有 3 的点是同一对角线，

v S

10S +

(32 ) 4S v= − 

10 (32 ) 3S v+ = + 

6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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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D 选项错误，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2.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D。功能类。观察图形中有典型的突兀元素——点，

此题中的功能点起标记位置的作用，①③④点在三角形的左方，②

⑤⑥点在三角形的右方。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3.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C。属性类—对称性。所有图形均为明显的对称图形，

其中：①④⑥为纵轴对称图形，②③⑤均属于中心对称图形。因

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4.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B。属性类—曲直性。①③⑤为曲线构成，②④⑥为直

线构成。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5.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C。本题考查的是图形推理中的数量类有关的素的个

数。素的定义是一个独立的组成部分。①②④都是由一个素组成的

图形，而③⑤⑥均由多个素组成的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

项。 

6.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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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或规律…… 

【答案】A。本题考查的是分组分类中的静态位置类的规律。六

组图形的共性是都有两组图形组成，且每组图形都由里外图形组

成，六组图形的个性是每组图形里外图形不一致。根据观察，可以

得知：①④⑥每组图形中，左边的里面图形是右边的外面图形，②

③⑤左边的外面图形是右边的里面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

项。 

7.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C。图形相同局部位置改变，考查动态位置。九宫格优

先观察横、纵向，观察发现，第一列的图形逆时针旋转 90°后将眼

睛部分进行翻转得到第二列图形，第二列图形继续逆时针旋转 90°

后将嘴部翻转得到第三列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8.左边给定的是纸盒的外表面，下面哪一项能由它折叠而成？

（    ） 

【答案】D。考察空间重构，A 图形中公共点引出了三条线与原

图不符，B 选项中由公共点引出的线条错误，C 选项时针法发现方

向与原图相反。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9.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A。本题为一条式，从左到右依次观察图形，找规律。

发现图形组成凌乱，考虑数量类。图形没有明显特征，优先考虑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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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素，第一个图形 1 个面，第二个图形 5 个面，第三个图形 3 个

面，发现没有规律。考虑素，由第三个图形发现有三个同种类的

素，第一个图形有 1 个素，第二个有 2 个同种类的半圆，第四个图

有四个梯形的素，第五个图有 5 个三角形的素，由此推出，呈等差

数列变化，问号中添有 6 个同种类的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

项。 

10.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B。各图组成相似，考虑样式类。本题为两段式，先观

察第一段找规律，第一段的第一和第二个汉字右半部分都有“力”

字，第三个汉字由前两个汉字去除“力”的两部分组成，规律为去

同存异，第二组图形，去同存异，组成“囚”。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11.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

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C。考点为元素的边数和图形之间的相连数。这是两段

式，先看第一段，里面与外面图相连的边数为 0、1、2，且里面图

的边数少于外面的图；第二段中，图形相连边数依次为 0、1、？，

且里面图的边数要多于外部，只有 C 选项符合要求。因此，本题答

案为 C 选项。 

12.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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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分组分类题，考点为图形的静态位置。①⑤⑥中相

同的元素相隔，②③④中相同的元素相邻，故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13.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B。首先观察图形的共性，发现它们均为轴对称图形。

再找图形之间的区别，发现第一、四、六组图形都是关于竖轴对

称，而第二、三、五组图形关于横轴对称。因此根据对称轴的方

向，可将①④⑥分为一组，②③⑤分为一组。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14.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C。本题考查功能元素。每幅图形中的两个点都是功能

元素，通过观察发现它们的作用是标记方向。在第一、三、四组图

形中，两点的连线与图形内部线条是平行的，而在第二、五、六组

图形中，两点的连线与图形内部线条是垂直的。因此根据功能元素

的方向，可将①③④分为一组，②⑤⑥分为一组。因此，本题答案

为 C 选项。 

15.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D。考查分组分类。每个方框中都有两个图形，观察

发现，①④⑥元素组成相似，而②③⑤元素组成完全相同，并且左

边图形逆时针旋转 90°能够得到右边的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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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16.不规则需求是指某些物品或者服务的市场需求在不同季

节…… 

【答案】A。考点为单定义判断。关键点为某些物品或服务在不

同时间需求上下波动很大。A 选项对于出租车的需求不同的时间需

求上下波动很大，符合定义。B 选项属于不同商品的需求人群不

同，不是时间不同，CD 选项没有涉及上下波动而是单纯的需求上

升，不符合。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17.企业从银行或海外取得外汇借款后并不是直接使用外汇资

金…… 

【答案】A。考点为单定义判断。关键点为“企业从银行或海

外取得外汇借款”，“取得人民币资金加以使用”。A 项，与定义相

符。B 项，“获得外币资金”，与定义不符。C 项， D 项，对象是个

人，并非企业，与定义相符。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18.广度经济是一种多样化生产经营商品或服务的经济…… 

【答案】C。根据定义需要同时包含 X 和 Y 两种产品，同时生

产 X 和 Y 的成本低于单独生产两种商品或服务，A 项中是在生产过

程中工序的重复，可以节约成本；B 项同时提供两种服务，可以节

约成本；C 项只是说明有两种生产产品，不能节约成本；D 项，同

时提供两种对游客的服务，可以节约成本。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

项。 

19.反对关系指的是两个概念所反映的对象类互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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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根据定义两个概念的对象关键条件在于 1、互不相

同，没有交叉。2、有些对象均不属于这两个概念。对应选项 A 中

两个概念囊括了所有对象，不符合上述 2 条件。B 选项符合定义。C

选项两个概念囊括了所有对象，不符合上述 2 条件。D 选项两个概

念可以相互交叉，不符合 1 条件。所以，答案选 B。 

20.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A。考查分组分类。每个图形中都有两个黑点，首先

想到功能类，黑点的作用是指示区域，观察发现，①③⑥图形中黑

点指示两个独立的区域，两个黑点无法相遇；而②④⑤图形中两个

黑点在同一个平面区域内，可以相遇。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21.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

特征或规律…… 

【答案】C。本题为分组分类题，图形组成相同，均为一个

圆、两个长方形、一个小三角形和一个小正方形。但无明显的位置

移动规律，考虑图形间的相对位置。观察题干图形发现在图①③⑤

中，只有小三角形在两个图形相交区域内，而在②④⑥中，小三角

形和小正方形均在两个图形相交区域内，因此①③⑤为一组，②④

⑥为一组。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22.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

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A。图形组成凌乱，考虑数量类规律。横看，第一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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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总点数为：5、6、7，第二横行总点数为：7、8、9，均为等差数

列，第三横行前两个图形总点数为 9、10，则问号处总点数应为

11，因此排除 CD，而且所有图形内部都有三角形，排除 B，选择 A

选项。因此，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23.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

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B。第 1 幅图形直线与曲线的交点 2 个，第 2 幅图形

直线与曲线的交点 3 个，第 3 幅图形直线与曲线的交点 4 个，第 4

幅图形直线与曲线的交点 5 个，则问号处应选择直线与曲线交点为

6 个的图形。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24.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

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D。图形组成凌乱，考虑看数量。题干给的五个图形

均由若干个面组成，因此考虑数面，题干中五个图形的面的个数分

别为 3、4、5、6、7，因此正确答案应含有 8 个面，所以本题答案

选择 D 选项。 

25.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

现一定的规律性（    ）。 

【答案】D。图形组成凌乱，数量变化明显，考察数量类。观

察发现，第一个图形锐角个数为 2，第二个图形锐角个数为 3，第三

个图形锐角个数为 4，第四个图形锐角个数为 5，第五个图形锐角个

数为 6，依此规律，问号处图形锐角个数应为 7。因此，本题答案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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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选项。 

四、 资料分析 

单项选择 

1. 与 2011 年同期相比，2014 年 1 季度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约

增长了（    ）。 

【答案】C。增长率计算。2011 年 1 季度为 2187 元，2014 年 1

季度 3224 元，增长率为（3224－2187）/2187＝1037/2187，直除，结

果首位是 4，选择 47.4%，答案选择 C。或者插值 1/2,1037*2<2187,故

增长率略小于(1/2)选 C。 

2. 2013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加了（    ）。 

【答案】C。增长量计算。计算式为：（7427＋6222＋6520＋6786）

－（6796＋5712＋5918＋6138）＝（7427－6796）＋（6222－5712）

＋（6520－5918）＋（6786－6138）＝600＋＋500＋＋500＋＋600＋

＝2200＋，即增加 2 千多元，答案选择 C。 

3. 综合 2011～2013 年的数据，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和城镇居

民人均…… 

【答案】D。直接读数。根据图可以定性分析，柱子越长代表数

值越大，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很显然每年均是第 4 季度高于其他季

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第 1 季度均高于其他季度，故本

题答案为 D 选项。 

4. 2011～2013 年，农村居民年人均现金收入超过 1 万元的年份

有几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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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简单计算。2011 年收入为：2187＋1519＋2196＋2764

＜2500×4＜10000；2012 年收入为：2560＋1744＋2475＋3009＜

2500×4＜10000；2013 年收入为：2871＋1947＋2810＋3356＞2500×4

＝10000，所以超过 10000 的有 1 年，答案选择 B。 

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答案】A。综合分析。 

A 选项：直接读数。对比 2013 年与 2012 年各季度数值，我们发

现，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均同比增加，A 正确； 

B 选项：增长率比较。同比增速为 6786/6138-1，环比增速为

6786/6520-1，根据分数的性质，分子相同，分母越小分数越大，因此

可以明显发现同比增速大于环比增速，B 错误； 

C 选项：增长率计算。2014 年 1 季度城镇收入 8155,2013 年 4 季

度城镇收入 6786，增长率为（8155－6786）/6786＝1369/6786≈20%，

环比增长明显不到三成，C 错误； 

D 选项：简单计算，2013 年下半年比上半年多：（3356＋2810）

－（1947＋2871）＝1348 元，D 错误。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 A 选项。 

6. 2013年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约为多少万亿元？（    ） 

【答案】D。比重计算。根据“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元……该省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占全国工业

的 3.7％，”则 2013 年全国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37864÷3.7%，直

除首位商 1，故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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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3 年全国工业企业的税金增速比利润增速（    ）。 

【答案】A。简单计算。根据“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

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元、税金 1680 亿元，利润 2080 亿元，分别增长

19.1％、19.4％、26.4％，分别高出全国 7.9、8.4、14.2 个百分点”，则

全国工业企业的税金增速为 19.4%－8.4%＝11%，全国工业企业的利

润增速为 26.4%－14.2%＝12.2%，则全国工业企业税金增速与利润增

速的差值为 11%－12.2%＝-1.2%。故本题答案为 A 选项。 

8. 2013 年该省工业企业的哪项信息，能够从上述资料中直接推

出？（    ） 

【答案】D。比重计算与比较。 

A 项，该省工业企业利润占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比重为

，缺少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的数据，故无法推

出。 

B 项，该省船舶行业主营业务收入占机械行业的比重，无船舶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数据，故无法推出。 

C 项，该省橡胶塑料行业工业企业实现利润额，材料中只知道橡

胶塑料行业工业企业的利润率，无其他具体数据，故无法推出。 

D 项 ， 该 省 百 户 重 点 企 业 的 总 体 销 售 利 润 率 为

，根据材料“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

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元、税金 1680 亿元，利润 2080 亿元，……

百户重点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税金、利润分别增长 10.2％、11.1％、

全国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省工业企业利润

主营业务收入省百户重点企业的

利润省百户重点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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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8％，分别占全省工业的 29.5％、51％、27.6％”，则省百户重点企

业的总体销售利润率为 。D 选项可以推出。 

故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9. 2013年该省以下行业利润增速从高到低排序正确的是（    ）。 

【答案】B。本题考查读数比较（排序）。根据“石化行业实现利

润 204.2 亿元，增长 38.1%。”；“建材行业实现利润 167.2 亿元，增长

51.6%。”；“机械行业实现利润 191.6 亿元，增长 23.8%。”，从高到

低为建材行业、石化行业、机械行业。A 选项错误，B 正确； 

根据“汽车行业实现利润 416.6 亿元，增长 19.9％；”；“食品（含

烟草）实现利润 398 亿元，增长 34.5％；”；“钢铁行业利润总额 34.6

亿元，增长 18.8％”；从高到低顺序为食品（含烟草）行业、汽车行

业、钢铁行业。因此，C 选项错误，D 选项错误； 

故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10.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答案】C。综合分析。 

A 项，根据“2013 年，食品（含烟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6359 亿

元，增长 20.8％，增速同比放缓 9.2 个百分点。”则 2012 年食品（含

烟草）实现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增速为 20.8%＋9.2%＝30%。A 选项错

误。 

B 项，根据“2013 年，某省工业企业全年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37864

亿元、税金 1680 亿元”；“2013 年，汽车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4538

亿元，增长 23.1％；……税金 225.3 亿元，增长 50％。”则 2012 年该

%5.2937864

%6.27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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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 工 业 企 业 税 金 总 额 中 ， 汽 车 行 业 所 占 比 重 为

1.1
1680

180

5.1

2.1

1680

225

%501

%4.191

1680

3.225
=

+

+


。B 选项错误。 

C 项，根据“建材行业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2412 亿元，增长 27.1%；

实现利润 167.2 亿元，增长 51.6%。”知道利润的利润率大于收入利润

率，则 2013 年该省建材行业的销售利润率高于 2012 年水平。C 选项

正确。 

D 项，根据“2013 年石油加工业净亏损 0.2 亿元，同比减亏 13.6

亿元”，则 2012 年石油加工业净亏损为 13.6＋0.2＝13.8 亿元。D 选项

错误。 

故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11. 2014 年 1～5 月，表中四项软件业务收入之和最高的东北地

区副省级城市是（    ）。 

【答案】B。简单计算。题干要求找出四项业务收入之和最高的

东北地区副省级城市，那可以直接找选项中收入最高的。A 选项，沈

阳四项业务收入之和=73.03+83.73+84.42+10.20=251.38 亿元；B 选项，

大连四项业务收入之和=130.51+133.48+52.20+2.37=318.57 亿元；C 选

项，长春四项业务收入之和=0.89+2.70+10.15+0.03=13.77 亿元；D 选

项，哈尔滨四项业务收入之和=3.02+2.09+3.36+0.19=8.66 亿元，最高

的是大连。故本题答案选择 B 选项。 

12. 2014 年前 5 个月完成收入排名前三的软件业务…… 

【答案】A。比重计算。由资料可知，2014 年前 5 个月收入排名

前三的软件业务分别是软件产品4141亿元，信息系统集成服务26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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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元 ， 数 据 处 理 和 运 营 服 务 2429.5 亿 元 ， 共 收 入

4141+2649.3+2429.5=9219.8，占软件业务总收入 13254 比重为

%70
13254

8.9219


（直除首位接近商 7）。故本题答案选择 A 选项。 

13. 2014 年 1~5 月，副省级城市哪项软件业务完成收入之和…… 

【答案】D。比重计算。由文字表格数据可知：A 选项，数据处

理和运营服务总收入 2429.5，副省级城市该服务收入 1470.98，超过

总收入的一半 2429.5/2=1214.7；B 选项，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总收入

1399.2，副省级城市该服务收入和 936.56 超过总收入的一半

1399.2/2=699.6；C 选项，嵌入式系统软件总收入 2230.3，副省级城市

该服务收入 1300.11，超过总收入的一半 2230.3/2=1115.1；D 选项，

IC 设计总收入 405.1，副省级城市该服务收入 108.6，小于总收入的

一半 405.1/2=202.5。故本题答案选择 D 选项。 

14. 2014 年 1~5 月，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同比增速最快的副省

级城市…… 

【答案】A。倍数计算。由表格可知，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收入增

速最快的是青岛 39.5%，收入是 63.26，最慢的是哈尔滨 10.1%，收入

是 3.02。所求倍数是
21

02.3

26.63
=

。故本题答案选择 A 选项。 

15. 关于 2014 年 1~5 月副省级城市软件业务收入，能够从上述

资料中推出的是（    ）。 

【答案】B。综合分析。 

A 选项：由表格可知广州市的嵌入式系统软件收入为 14.05，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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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系统软件排名前三的分别是深圳 472.19，青岛 166.03，杭州

164.78，故 A 选项不对； 

B 选项：直接读数，武汉信息技术增长率 33.1%，平均水平 24.2%。

数据处理增长率 34.2%，平均水平 28.0%。嵌入式增长率 32.1%，平

均水平 20.5%。IC 设计增长率 20.4%，平均水平 19.1%。武汉市四项

业务都高于平均水平，故 B 选项正确； 

C选项：深圳市 IC设计业务 6.95，副省级平均水平 108.6/15=7.2，

故深圳市 IC 设计业务低于平均水平，C 选项不对； 

D 选项，数据处理和运营服务收入最高的是杭州，嵌入式系统软

件最高的是深圳，不是一个城市，故 D 选项不对。 

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16. 2013 年末全国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同比约增长了（    ）。 

【答案】C。增长率计算。群众文化机构数量增长率＝384÷（44260

－384）＝384÷43876≈0.9%，答案选择 C。 

17. 2013 年每个馆办文艺团体平均每月演出约多少场？（    ）。 

【答案】C。平均数计算。每个文艺团体平均每月演出 151300÷

（6022×12）≈151÷72≈2，答案选择 C。 

18. 2013 年群众文化机构开展的活动中，平均每次活动参加人数

最多的是（    ）。 

【答案】A。平均数大小比较。平均每次活动的人数分别为： 

－－＋－ 80
08.39

3105
，200

36.2

441
，400

06.74

31375
，700

82.13

9245


，观察得到

A 选项最大，答案选择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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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07~2013 年间，平均每万人群众文化设施建筑面积同比增

速高于 10%…… 

【答案】B。增长率计算。增长率为 10%，我们通过计算增长量

来比较，若基期量加增长量小于第二年的数值，则满足增长率大于

10%。123.3＋12.3＞126.2，126.2＋12.6＜145.4,145.4＋14.5＜164.3，

164.3＋16.4＜188.6，188.6＋18.9＜221.2，221.2＋22.1＞234.2，234.2

＋23.4＞249.1，则满足要求的是有 4 年，答案选择 B。 

20.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答案】C。综合分析。 

A 选项：2012 年从业人数为 164355－8127＜16 万，A 选项错误； 

B 选项：题干中只有人次，没有谈到具体人数，所以 B 选项，无

法推断； 

C 选项：2013 年人均面积为 249.1,2006 年人均面积为 123.5，

249.1÷123.5≈2，即翻了一番； 

D 选项：2013 乡镇所占比重为 34343/44260，2012 年乡镇所占比

重为（34343－242）/（44260－384）＝34101/43876，用差分法比较，

大分数为 34343/44260，小分数为 34101/43876，差分数为 242/384＝

60＋%，差分数＜小分数，所以 2013 年比重小于 2012 年水平。 

答案选择 C 选项。 

21. 2009—2012 年全国国道日平均交通量同比增速最快的一年

是（    ）。 

【答案】D。增长率大小比较。估算法。根据图片中数据，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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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2 年 的 增 长 率 依 次 为

，容易得出只有 2010 年、

2012 年的增长率大于 10%，直除第二位分别是 0、4，说明 2012 年增

长率最大。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22. 2008—2012 年全国国道与高速公路年平均拥挤度数值相差

最小的年份…… 

【答案】B。简单计算。根据图中数据，国道与高速公路年平均

拥挤度数值相差最小的年份为 2009 年，相差 0.1，而 2009 年高速公

路全年日平均交通量为 16837 辆。因此，本题答案为 B 选项。 

23. 以下关于 2012 年日平均行驶量由高到低排序正确的是

（    ）。 

【答案】D。直接读数。由材料中数据“全国国道网日平均行驶量

为 244883 万车公里。其中，国家高速公路日平均行驶量为 148742 万

车公里；普通国道日平均行驶量为 111164 万车公里。全国高速公路

日平均行驶量为 204717 万车公里。”只有 D 项的顺序正确。因此，本

题答案为 D 选项。 

24. 2012 年国家高速公路日平均交通量约是普通国道日平均交

通量的（    ）。 

【答案】C。倍数计算。根据材料中数据“国家高速公路日平均交

通量为 22181 辆；普通国道日平均交通量为 10845 辆。”所求倍数=

，直除首位商 2。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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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 

【答案】D。直接读数。 

A 选项，2008-2009 年全国国道交通繁忙程度为减少，A 选项错

误； 

B 选项，根据材料“2012 年全国国道网车流量较大的地区主要集

中在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和山东，上述省市国道网

的日平均交通量均超过 2 万辆。”至少有 7 个省份超过 2 万辆。B 选

项错误； 

C 选项，2008-2009 年全国高速公路交通繁忙程度保持不变，C 选

项错误； 

D选项，根据材料“全国国道网日平均行驶量为 244883万车公里，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浙江、湖北、广东的国道年平均拥

挤度均超过 0.6。”故至少有 8 个省份拥挤度超过 0.6。D 选项正确。 

因此，本题答案为 D 选项。 

 

 

常识篇 

 

1、“贞观之治”指的是中国历史上由（    ）执政的朝代。 

【答案】A。贞观之治是唐朝初年唐太宗在位期间的出现的清明

政治，经济复苏，文化繁荣的治世局面。故选 A。B 项唐高宗在即位

之初，继续执行太宗制订的各项政治经济制度，李勣、长孙无忌、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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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良共同辅政。由于他勤于政事，故而“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

史称“永徽之治”，排除。C 项杨广，隋朝第二位皇帝。在位期间修隋

朝大运河；营建东都、迁都洛阳，改州为郡；改度量衡依古式；对后

世颇有影响，然而频繁的发动战争，如亲征吐谷浑、三征高句丽，加

之滥用民力，致使民变频起，造成天下大乱，导致了隋朝的覆亡，排

除。D 项唐玄宗治理下出现的盛世是开元盛世或称开元之治，排除。

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A。 

2.我国唐代鉴真和尚主持兴建的日本佛教神宗的总寺院“唐招提

寺”，位于日本（    ）。 

【答案】A。唐招提寺是日本佛教神宗建筑群，简称为招提寺，

在日本奈良市西京五条。由唐鉴真主持，于 759 年建成，故选 A。BCD

均为日本城市，故不选。 

3.下列作品与相关联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应错误的是（    ）。 

【答案】A。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

点。这次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结束了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统治，从而使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和革命

战争转危为安，转败为胜，大大加快了我国革命胜利发展的进程。所

以 A 项对应错误，应是遵义会议。B 项抗战时间从 1931 年 9 月 18 日

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至 1945 年结束，共十四年抗战，排除；C 项

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

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排除；D 项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

重要的政治改革，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促进了思想解放，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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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确答案为 A。 

4.毛泽东同志在其诗词中描写过许多历史事件…… 

【答案】D。①出自《忆秦娥•娄山关》，创作于 1935 年。诗中“雄

关”指的是“娄山关”，位于遵义城北娄山的最高峰，是扼守遵义的要冲；

“从头越”点明了遵义会议的重要意义。诗句反映的是红军长征这一历

史事件。②选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创作于 1949 年。诗中“钟

山”位于南京，“大江”指长江，由此可知反映的是解放战争期间的渡江

战役。③选自《西江月•秋收起义》，创作于 1927 年，反映的是秋收

起义，这是共产党早期发起的一次武装起义。④选自《满江红•庆祝第

一次核试验》，创作于 1964 年。诗句体现了一种扬眉吐气的喜悦和昂

首挺胸的自信，据此可知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取得的成就。按时

间顺序排列为③①②④。故正确答案为 D。 

5.下列诗句反映的历史事件，按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 

【答案】B。①出自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这是

他在戊戌变法失败临刑前所作诗句。③中比较关键的是“除帝制”三字，

在我国历史上，辛亥革命废除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之久的封建君主专

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②中的“英明领袖”明显指的是毛主

席，“英明领袖来掌舵”指的是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军和全党的

领导地位。渡过金沙江与强渡大渡河都发生于遵义会议之后。④出自

毛泽东的《长征》，描述的是红军在长征过程中渡过金沙江、强渡大

渡河两次军事行动。而戊戌变法早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早于遵义会

议。故应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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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下列关于世界历史事件的叙述，正确的是（    ）。 

【答案】B。《汉谟拉比法典》出自古巴比伦，A 选项错误；1096

年至 1291 年，十字军东征使西欧直接接触到了更为先进的拜占庭文

明和伊斯兰文明，亚历山大东征是在公元前 336 年，C 选项错误；人

文主义是欧洲文艺复兴的核心思想，主张以人为中心，反对禁欲，D

选项错误。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项。 

7.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评论某人时说…… 

【答案】D。李鸿章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元老，19 世

纪 80 年代，李鸿章筹办北洋海军，管辖直隶（今河北）、奉天（今辽

宁）和山东三省海域，洋务运动中创办军事民用企业，兴办新式学堂，

耗费巨资筹办的北洋海军在甲午中日战争中全军覆没。据此可以判断

题干评论的是李鸿章。因此，正确答案为 D 项。 

8.目前我国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划单位…… 

【答案】D。元朝时始设立行省制度，称省为“行中书省”。行省制

度便利了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多民族国家的

统一。它的创立，是我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重大变革，是我国省制

的开端。因此 A、B 两项表述正确。元朝设宣政院管理西藏地，C 项

正确。1376 年，明太祖废除总揽地方军政大权的行中书省，设立布政

司、都指挥使司和按察司，分管地方的行政、军政和监察事务，合称

“三司”，D 项错误，本题答案为 D。 

9.一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出现了短暂…… 

【答案】A。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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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没有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故 A 项表述错

误；辛亥革命前后，群众性反帝爱国斗争此起彼伏，掀起了抵制日货、

提倡国货的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B 项正

确；一战时期，虽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仍受帝国

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民族资本与外国资本相比力量十分薄弱，封

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占主导地位，束缚了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发展，故 C、D 项正确。因此，本题选 A。 

10.奴隶制国家是人类历史上出现最早的…… 

【答案】A。夏朝（约前 21 世纪—约前 16 世纪）是中国最早

的奴隶制国家，同时也是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王朝。夏时期

的文物中有一定数量的青铜和玉制的礼器，年代约在新石器时代晚

期、青铜时代初期。因此，符合题意的为 A。 

11.按这种办法，每隔经度为（    ）时区。 

【答案】C。1884 年国际经度会议决定，全世界按统一标准划分

时区、实行分区计时。按这种办法，每隔经度 15 为一个时区，全球

共划分成 24 个时区；以本初子午线即 0°经线为中央经线的时区为中

时区或零时区，往东、往西各划分成十二个时区；中时区以东为东时

区，依次为东一至东十二区；中时区以西为西时区，依次为西一至西

十二区；东、西十二区各跨经度 7.5°，合为一个时区，以 180°经线为

中央经线，因此，正确答案选 C。 

12.天气预报中说的“湿度”是（    ）。 

【答案】B。天气预报中说的“湿度”是相对湿度。相对湿度，是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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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中实际水汽含量（绝对湿度）与同温度下的饱和湿度（最大可能水

汽含量）的百分比值。如果水汽量达到了空气能够容纳水汽的限度，

这时的空气就达到了饱和状态，相对湿度为 100%。在饱和状态下，

水分不再蒸发。在湿度超过 90%时，人体分泌的汗水已经难以蒸发，

正常散热受到影响，因此感觉闷热难受。一般而言，相对湿度的日变

化与气温的日变化相反，最大值出现在日出前后，最小值出现在下午

2 时左右。绝对湿度：在一定的气压和一定的温度的条件下、单位体

积的空气中能够含有的水蒸气是有极限的，若该体积空气中所含水蒸

气超过这个限度， 则水蒸气会凝结而产生降水，而该体积空气中实

际含有水蒸气的数值，用绝对湿度来表示。水蒸气含量越多，则空气

的绝对湿度越高。CD 两种说法不存在。因此，正确答案为 B 项。 

13.以下不是我国邻国的是（    ）。 

【答案】D。我国陆上临国：俄罗斯、蒙古、朝鲜、哈萨克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印度、不丹、尼泊

尔、缅甸、老挝、越南；与我国隔海相望的海上临国有：韩国、日本、

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文莱。ABC 三项均属于我国邻国，

故正确答案为 D。 

14.世界上里程最长，且工程最大的人工运河是（    ）。 

【答案】A。A 项世界上最长的人工运河----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

河全长 1794 千米，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是苏伊士运河的

16 倍，巴拿马运河的 33 倍，纵贯南北，是我国重要的一条南北水上

干线，符合。B 项苏伊士运河 1869 年修筑通航，是一条海平面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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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在埃及贯通苏伊士地峡，沟通地中海与红海，提供从欧洲至印度

洋和西太平洋附近土地的最近的航线。它是世界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

一，排除。C 项伊利运河美国历史上著名的运河。它通过哈得逊河将

北美五大湖与纽约市连接起来，属于纽约州运河系统，排除。D 项阿

尔贝特运河在比利时东北部，连接着安特卫普和列日两个重要工业区，

排除。正确答案为 A。 

15.厄尔尼诺现象的显著特征是（    ） 

【答案】A。本题考察中国地理知识。厄尔尼诺事件是指赤道中、

东太平洋海表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赤道太平洋海温现象，是秘鲁、

厄瓜多尔一带的渔民用以称呼一种异常气候现象的名词。主要指太平

洋东部和中部的热带海洋的海水温度异常地持续变暖，使整个世界气

候模式发生变化，造成一些地区干旱而另一些地区又降雨量过多。因

此，正确答案为 A。 

16.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答案】A。本题考察中国地理知识。大兴安岭位于黑龙江省、

内蒙古自治区北部，是内蒙古高原与松辽平原的分水岭。北起黑龙江

畔，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谷地，东北西南走向，全长 1200 多公里，

宽 200300 公里，海拔 11001400 米。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茂密，是我国

重要的林业基地之一。A 项中“大兴安岭在我国黑龙江省境内”是错误

的，其他 BCD 项表述正确，因此正确答案为 A 项。 

17.西伯利亚成为寒潮生成地的最不可能的原因是（    ）。 

【答案】C。本题考察中国地理知识。地球上比西伯利亚地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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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青藏高原等地域，而并非寒潮生成地。可见地势高低并非寒潮形

成的原因。ABD 三项均可以成为寒潮生成地的原因，故符合题意的

为 C。 

18.“北麦南稻，南船北马”是以什么为分界线？（    ） 

【答案】A。本题考查地理常识。秦岭—淮河一线，是中国南北

地理分界线，此线南北，自然条件、农业生产方式、地理风貌以及人

民的生活习俗，都有明显的不同。秦淮以北的大部分地区，河湖冬季

结冰，年降水量较少，降水多集中在夏季，所以河流的水量不大，水

位变化大，只有夏季才形成汛期，时间也比较短，河流的含沙量较大。

北方耕地为旱地，主要作物为小麦和杂粮，一年两熟或两年三熟；而

在秦淮以南地区则正好相反，冬季不结冰，树木不落叶，一年四季常

绿。河流的水量较大，水位变化不大，汛期时间长，河水含沙量较小。

主要是水田，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甘蔗、茶叶等亚热带经济作物。一

年两熟或三熟。人们平常所说的“北麦南稻，南船北马”是这种差异的

真实写照。所以 A 项正确。 

19.以下关于三大石窟地理位置的描述，正确的是（    ）。 

【解析】B 本题考察中国地理知识。云冈石窟位于中国北部山西

省大同市以西 16 公里处的武周山南麓；龙门石窟位于河南洛阳南郊

12 公里处；莫高窟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 25 公里处，甘肃和河南、

山西不接壤，A 项错误。所在省份都有黄河流过，B 项正确。河南洛

阳位于平原地区，C 选项错误。山西大同位于北纬 40.06，东经 113.17，

敦煌市位于北纬 39°53′~41°35′，东经 92°13′~95°30′，河南洛阳位于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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纬 34.41，东经 112.27，河南在山西以南，故 D 选项纬度大致相当的

说法有误。正确答案为 B 项。 

20.之所以优美的最主要原因是（    ）。 

【答案】A。桂林市地处南岭山系的西南部，平均海拔 150 米，

属典型的“喀斯特”岩溶地貌，遍布全市的石灰岩经亿万年的风化浸蚀，

形成了“山青、水秀、洞奇、石美”的独特景观，被世人美誉为“桂林山

水甲天下”。故正确答案为 A。 

21.导航系统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答案】A。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建设与发展,以应用推广和产业

发展为根本目标,建设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原则:开放性：北斗卫星导

航系统的建设、发展和应用将对全世界开放,为全球用户提供高质量

的免费服务,积极与世界各国开展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各卫

星导航系统间的兼容与互操作,推动卫星导航技术与产业的发展。自

主性：中国将自主建设和运行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可独立为全球用户提供服务。没有兼容性，排除 B。没有安全性，排

除 C。没有精确性，排除 D。所以本题选Ａ。 

22.有关“音爆”的描述正确的是…… 

【答案】A。“音爆”是物体在空气中的相对运动速度向上突破达

到 1 马赫临界点时就会出现。通常情况下，多为飞行器在超音速飞行

时产生的强压力波，传到地面上形成如同雷鸣的爆炸声。在突破音障

时伴随的一个奇特现象便是“音爆云”，这是由于在激波面后方由于气

压增加而压缩周围空气，使水气凝结形成微小的水珠，看上去就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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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一般。这种云雾通常只能持续几秒钟，激波现身，转瞬即逝。所以

本题选Ａ。 

23.摩尔定律指出集成电路上晶体管的集成度大概平均 18 个月会

翻倍…… 

【答案】D。“摩尔定律”归纳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在摩尔定律

应用的 40 多年里，计算机从神秘不可近的庞然大物变成多数人都不

可或缺的工具，信息技术由实验室进入无数个普通家庭，因特网将全

世界联系起来，多媒体视听设备丰富着每个人的生活。所以本题选Ｄ。 

24.电视（IPTV）主要采用的是…… 

【答案】A。IPTV 的主要卖点是交互及 Internet 业务的扩充，即

采用 P2P 技术。所以本题选 A。 

25 蜜蜂是一种会飞行的群居昆虫,下列有关蜜蜂的介绍错误的一

项是（     ）。 

【答案】B。蜜蜂过群居生活,蜜蜂群体中有蜂王、工蜂和雄蜂三

种类型,蜂王可以根据蜜蜂群体大家族的需要,产下受精卵,工蜂喂以

花粉、蜂蜜 21 天后发育成雌蜂(没有生殖能力的工蜂),雌蜂营巢、采

集花粉和花蜜,并贮存于巢室内,寿命比雄蜂长。B 项表述有误,故当选。 

26.雷达的工作原理是通过（    ）探测目标…… 

【答案】A。雷达的工作原理是通过发射和接受无线电波来实现

对目标的探测，现代雷达可以同时探测目标的距离、方位、高度、速

度、形状和目标类型等等。所以本题选 A。 

27.将人工分离和修饰过的基因导入到目的生物体的基因组中,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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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达到改造生物的目的的技术是（    ）。 

【答案】D。杂交育种指不同种群、不同基因型个体间进行杂交,

并在其杂种后代中通过选择而育成纯合品种的方法。克隆技术是利用

生物技术由无性生殖产生与原个体有完全相同基因组织后代的过程。

诱变育种是在人为的条件下,利用物理、化学等因素,诱发生物体产生

突变,从中选择、培育成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新品种。转基因技术是指运

用科学手段,从某种生物体基因组中提取所需要的目的基因,或者人工

合成指定序列的基因片段,将其转入另一种生物中,使与另一种生物的

基因组进行重组,再从重组体中进行数代的人工选育,从而获得具有特

定的遗传性状个体的技术。根据上述定义可知,本题选 D。 

28.下列关于土壤肥力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答案】C。自然肥力是自然再生产过程的产物,是土地生产力的

基础,它能自发地生长天然植被。故选 C。 

29.太阳能使太阳内部连续不断的（    ）过程产生的能量…… 

【答案】D。太阳能是由太阳内部氢原子发生氢氦聚变释放出巨

大核能而产生的，来自太阳的辐射能量。所以本题选 D。 

30.量子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首批科学实验卫星

之一…… 

【答案】B。量子卫星是中国科学院空间科学先导专项首批科学

实验卫星之一，其主要科学目标是借助卫星平台，进行星地高速量子

密钥分发实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广域量子密钥网络实验，以期在空

间量子通信实用化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空间尺度进行量子纠缠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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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量子隐形传态实验，开展空间尺度量子力学完备性检验的实验研究。

所以本题选 B。 

31.下面哪一本书不是“四书”之一（    ）。 

【答案】D 本题考查的是古代文学。四书指的是《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故本题选 B。 

32.下列哪项中的民俗均与端午节有关（    ）。 

【答案】D 本题考查的是古代习俗。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

五。时至今日，端午节仍是中国人民中一个十分盛行的隆重节日。过

端午节，是中国人二千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

各地有着不尽相同的习俗。其内容主要有："女儿回娘家，挂钟馗像，

迎鬼船、躲午，帖午叶符，悬挂菖蒲、艾草，游百病，佩香囊，备牲

醴，赛龙舟，放风筝，比武，击球，荡秋千，给小孩洗苦草麦药澡，

涂雄黄，饮用雄黄酒、菖蒲酒，吃五毒饼、咸蛋、粽子和时令鲜果等。

"故本题选 D。 

33.宋代名人范仲淹《岳阳楼记》中，脍炙人口的话是（    ）。 

【答案】D 本题考查的是古代文学。A 出自《滕王阁序》；B 出

自曹雪芹的《红楼梦》；C 出自宋朝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D 出

自《岳阳楼记》。故本题选 D。 

34.“三部曲”泛指三部内容各自独立，但又有一定联贯性的文学作

品…… 

【答案】A 本题考查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A 正确，《幻灭》、《动

摇》、《追求》是茅盾的《蚀》三部曲；B 错误，巴金的《激流三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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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家》、《春》、《秋》；C 错误，郭沫若自传体三部曲是《学生时

代》、《革命春秋》、《洪波曲》；D 错误，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是《月

下》、《雾中》、《风前》。故本题选 A。 

35.下列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 

【答案】B 本题考查的是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知识。B 错误，

散曲的体制主要有小令、套数以及介于两者之间的带过曲等几种。故

本题选 B。 

36.下列文学名家的合称，表述不正确的是（    ）。 

【答案】B 本题考查的是唐代诗人和建安文学。“李杜”指李白、

杜甫。“小李杜”指李商隐、杜牧。故本题选 B。 

37.商鞅和黄宗羲分别主张“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虽然其主张

有所不同…… 

【答案】D.“重农抑商”和“工商皆本”虽然其主张不同，前者以农

业为根本抑制工商业的发展而后者使工商农均衡发展，二者虽有区别

但都是促进当时经济的发展。故本题选 D。 

38.下列关于海上丝绸之路的说法中不正确的是（    ）。 

【答案】D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经济

文化交流交往的海上通道。海丝之路从中国东南沿海，经过中南半岛

和南海诸国，穿过印度洋，进入红海，抵达东非和欧洲，成为中国与

外国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海上大通道，并推动了沿线各国的共同发

展。故本题答案为 D。 

39.下列不属于我国唐代著名诗人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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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A 李白，B 项杜甫，C 项白居易都是我国唐代著名

的诗人，D 项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

文家和思想家，其文的成就大学诗，故不属于著名诗人。故本题选 D。 

40.下列人物中被称为“诗家父子”的是（    ）。 

【答案】A。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合称“三苏”。故本题选

A 项。 

41.下列关于漯河历史，文化的描述中不正确的是（    ）。 

【答案】D 许慎著有《说文解字》、《五经异义》等，《说文解字》

是其最经心之作，对文字学做出了不朽贡献，后人尊称他为“字圣”。

故本题选 D。 

42.《清明上河图》是北宋作品，描绘了大量的人物、牲畜、车轿…… 

【答案】D。《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北宋时期都城东京（今河南开

封）的状况。清明上河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像今天的节日集会，人们

藉清明以参加商贸活动。从图画内容上我们也可判断不涉及 A 项 B

项 C 项的内容，故本题选 C。 

43.《老人与海》是作家（    ）的作品。 

【答案】D《老人与海》是海明威的代表作。故 C 项正确。A 项

马克吐温代表作是美国作家，代表作有《百万英镑》，B 项毛姆英国

短篇小说家，代表作有《项链》，D 项爱艾兰作家詹姆斯.乔伊斯代表

作《尤利西斯》，故本题选为 C。 

44.我国古代豪放派文学的代表是（    ）。 

【答案】B。A 项李清照与 C 项柳永是婉约派代表，而 B 项苏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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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豪放派的代表的内容，D 项陶渊明是田园诗派创始人。故本题选 B。 

45.【答案】B。《孙子兵法》是中国最古老、最杰出的一部兵书,

是世界三大兵书之一。故答案为 B。 

46.【答案】C。A 项,“司马青衫”指司马的衣衫为泪水所湿,形容极

度悲伤,出自白居易《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B

项,“千呼万唤”比喻多次呼唤,再三催促,出自《琵琶行》“千呼万唤始出

来,犹抱琵琶半遮面”。C 项,“弱不禁风”形容女子体态纤弱,出自杜甫的

《江雨有怀郑典设诗》“乱波纷披已打岸,弱云狼藉不禁风”。D 项,“门

前冷落”指人失势以后,前来交往的人很少,出自《琵琶行》“门前冷落鞍

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故选 C。 

47.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歌曲,是被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认为…… 

【答案】C。德国国歌的曲调采用交响乐之父弗朗茨.约瑟夫.海顿

所创作的《皇帝四重奏》的旋律。A 项说法错误。《马梅利之歌》是

意大利国歌，西班牙的国歌为《西班牙进行曲》。B 项说法错误。世界

上最早的国歌是荷兰国歌《威廉颂》，创作于 1568 年。D 项说法错误。

法国国歌《马赛曲》原名《莱茵军进行曲》，创作于法国大革命期间，

故本题选 C。 

48.《论语》是中华文化的瑰宝,它对于中华文化,对于中国人的价

值观…… 

【答案】A。A 独善其身，原指独自修养身心，保持个人的节操。

后指只顾自己，不管他人的个人主义处事哲学。出自《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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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巧言令色是花言巧语，装出和颜悦

色的样子，这种人的仁心就很少了。出自《论语•学而》。C 见贤思齐

焉，指几个人在一起，其中必有一人是可以学习的能者，选择他的长

处学习，出自《论语•里仁》。D.克己复礼指约束自己，使每件事都归

于“礼”为西周之礼。“克己复礼”是达到仁的境界的修养方法。出自《论

语•颜渊》：“颜渊问仁。” 故本题选 A。 

49.中国古典戏剧作品塑造了王昭君、李香君、杜丽娘和崔莺莺等

经典女性形象…… 

【答案】C。本题考查文化常识。王昭君是马致远《汉宫秋》中

的人物，李香君是孔尚任《桃花扇》中的人物，杜丽娘是汤显祖《牡

丹亭》中的女主人公，崔莺莺是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人物，因此，

本题选择 C 选项。 

50.下列创作者与其所创作国画作品对应不正确的是（    ）。 

【答案】D。《长江万里图》是张大千创作于 1968 年的长江山水

画的代表作之一。 

 

经济篇 

一、 单项选择 

 

1. 假定规模报酬不变，在单位时间里增加了 20%的劳动使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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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规模报酬不变时，产量与要素的增加同比例变动。

在题干中，在单位时间里增加了 20%的劳动使用量，如果同时保持资

金量也增加 20%，产出量将增加 20%，但是由于资金量没有变化，所

以产出的增加会小于 20%。 

2. 长期成本曲线呈“U”型的原因与（    ）有关。 

【答案】A。长期成本曲线呈 U 型的原因与规模报酬有关。 

3. 下列可以用机会成本概念来解释的是（    ）。 

【答案】A。机会成本是指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所要放弃另一些

东西的最大价值。只有 A 选项符合定义。由于考生在这个考场考试，

他必须放弃在其他考场的考试，这就是其考试的机会成本。 

4. 已知某企业生产的商品价格为 10 元，平均成本 11 元…… 

【答案】C。根据商品价格大于平均可变成本小于平均成本，即

8＜10＜11，厂商这时生产虽然有亏损，但其全部收益弥补全部可变

成本以后还有剩余，以弥补在短期内总是存在的不变成本的一部分。 

5. 下列行为中可能产生正外部性的是（    ）。 

【答案】C。AB 产生正的还是负的外部性无从判别，D 很明显是

负的外部性，C 接种疫苗必然能产生正的外部性。由于接种疫苗减少

了其他人感染的机会，但其他人并未给此给予接种者补偿。 

6. 按照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只有在（    ）市场上，企业的生产

成本…… 

【答案】C。本题考查的是市场结构。市场根据市场结构的特征

分为完全竞争市场和不完全竞争市场。不完全竞争市场包括垄断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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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头和完全垄断市场。只有在完全竞争市场上，企业的生产成本最低，

从而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 

7. 关于短期总成本曲线的说法，正确的是（    ）。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成本论。短期总成本包括总固定成本

加总可变成本，总固定成本是不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总可变成

本是随产量变动而变动的成本。因此总成本曲线从纵轴一个截点即产

量为零时总成本等于固定成本的那个点开始，随产量增加而逐步上升。 

8. 同样多的货币在某地区今年比去年少购买 10.71%的商品……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购买力平价。[1/（1-10.71%）]-1=12%。 

9. 下列属于合作博弈特点的是（    ）。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博弈论。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

非合作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达成一个

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倘若不能，则称非合作博弈。合作博弈强调的是

集体主义，团体理性，是效率、公平、公正；而非合作博弈则强调个

人理性，个人最优决策，其结果是有时有效率，有时则不然。 

10. 在为产品线定价时须考虑各产品项目之间互相影响的程

度…… 

【答案】D。需求的交叉弹性为正值，这两种产品为替代品。需

求的交叉弹性为负值时，这两种产品为互补品。 

11、通货膨胀是指在一段时间内…… 

【答案】B。通货膨胀造成财富的再分配，不利于固定收入的人，

不利于储蓄者，不利于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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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我国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 

【答案】A。我国政府取得财政收入的形式有税收、行政性收费、

国有资产收益、公债收入等等，其中税收是最主要的部分。 

13、下列对 CPI 的认识…… 

【答案】B。CPI，称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是一个在特定时段内

度量一组代表性消费商品及服务项目的价格水平随时间而变动的相

对数，用它来反映通货膨胀程度，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

价格水平变动情况的宏观经济指标。当 CPI 指数上升时，人们的实际

收入水平下降。故 B 项错误。 

14、下列关于财政政策的说法…… 

【答案】B。财政政策是由政府制定和执行的，而货币政策是由

央行制定和执行的，因此财政和货币政策的执行部门不同，故 B 是错

误的。 

15、劳动人口是指……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失业。劳动力人口是指年龄在 16 周岁

以上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即必须同时具备两点：16 周岁以上；具有劳

动能力（比如一些残疾人排除在外）。 

16、失业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 

【答案】C。失业按原因分为周期失业和自然失业，自然失业又

包括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和季节性失业。 

17、相对于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答案】C。实际 GDP=名义 GDP/GDP 平减指数。计算 GDP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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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总量，名义 GDP 由数量乘以当期价格得来。因为物价一直在变动，

如果数量没变，只是价格上升，GDP 也是变大的，但是实际上一个经

济体的产能并没有扩大，名义 GDP 的增长就不能反映实际经济状况。

所以实际 GDP 中用了不变价格，就是用数量乘以比较期的价格，使

得 GDP 的增长体现出数量的增长而引发的部分。因此本题选 C。 

18、关于奥肯定律…… 

【答案】D。奥肯定律是美国经济学家奥肯提出的，且奥肯定律

衡量的是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关系，当实际 GDP 增长相对于

潜在 GDP 增长上升 2%，失业率下降大约 1%，因此答案选 D。 

19、一般情况下如果社会总需求…… 

【答案】A。当出现社会总需求明显小于社会总供给时，需要政

府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此时需要减税、增加财政支出，答案选 A。 

20、由于科技水平的发展…… 

【答案】D。技术型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失业。在经济

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的必然趋势是生产中越来越广泛地采用了资本、

技术密集性技术，越来越先进的设备替代了工人的劳动，这样，对劳

动需求的相对减小就会使失业增加。此外，在经济增长过程中，资本

品相对价格下降和劳动力价格相对上升也加剧了机器取代工人的趋

势，从而也加重了这种失业。属于这种失业的工人都是文化技术水平

低，不能适应现代化技术要求的工作，答案选 D。 

21、某一经济中，若 1995 年…… 

【答案】C。1995 年的价格指数是 200，1985 年是 100，则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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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减指数是 2。GDP 平减指数=名义 GDP/实际 GDP。则实际

GDP=20000，选择 C 项。 

22、当一国经济陷入“滞胀”时…… 

【答案】D。当一国经济陷入“滞胀”时，中央银行应采取的措施是

扩张型的货币政策，只有 D 选项是扩张型的货币政策。 

23、在一国经济过度繁荣时…… 

【答案】A。宏观调控政策应逆势而行，在经济过度繁荣时，应

采用紧缩性的调控政策。 

24、下列选项中不可能同时发生的情况…… 

【答案】B。需求不足失业和需求拉上型的通货膨胀不可能同时

发生，需求不足失业是由于总需求不足导致的，而需求拉上的通货膨

胀是由于总需求过多所导致的。 

25、引起周期性失业的原因是…… 

【答案】B。总需求不足是引起周期性失业的原因。 

二、 多项选择 

 

26、任何一个博弈都具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即（    ）。 

【答案】ABC。任何一个博弈都具有三个基本的要素，即参与人、

参与人的策略和参与人的支付。参与人（或称局中人），就是在博弈

中进行决策的主体，如个人、企业甚至国家。参与人的策略，指的是

一项规则，根据该规则，参与人在博弈的每一时点上决定如何行动。

每一个参与人至少应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策略。参与人的支付则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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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参与人都选择了各自的策略且博弈已经完成之后，参与人所得

到的结果（如效用和利润）。纳什均衡，指的是参与人的这样一种策

略组合，在该策略组合上，任何参与人单独改变策略都不会得到好处。 

27、“外部影响”是造成市场机制低效率的…… 

【答案】ABC。“外部影响”是造成市场机制低效率的一个重要

原因。对付外部影响通常有三个办法：税收和补贴、企业合并和明确

财产权。最后这个办法的依据是“科斯定理”。垄断是市场失灵的一

个重要原因，政府对付垄断的办法包括限制垄断价格和反垄断法等等。 

28、和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一样，完全竞争要素市场的基本性质可

以描述为（    ）。 

【答案】ABCD。和完全竞争产品市场一样，完全竞争要素市场

的基本性质可以描述为：要素的供求双方人数都很多；要素没有任何

区别；要素供求双方都具有完全的信息；要素可以充分自由地流动，

等等。 

29、下列选项中关于理性人的假设说法错误的有（    ）。 

【答案】ABE。西方经济学家指出，所谓“理性人”或者“经济

人”的假设是对在经济社会中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的基本特征的一

个一般性的抽象。这个抽象出来的基本特征就是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

的人都是利己的。也可以说，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

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所

以 C、D 选项正确。A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在研究消费者行为时，假

定消费者是追求效用最大化的”，B 选项错误。在经济人假设在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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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是不存在的。E 项说法错误。 

30、影响产品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很多，在以下哪种情况…… 

【答案】ABE。本题考查的是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A、B、

E 选项的需求价格弹性小，C、D 选项的需求价格弹性大。 

31、在一般情况下，政府实施保护价格可能产生的结果或问题有

（    ）。 

【答案】ABCD。本题考查的是市场均衡的应用。政府实施保护

价格有最高限价和最低限价，最高限价会造成黑市交易，限制生产，

变相涨价。最低限价会造成市场过剩，变相降价，因此答案选 ABCD。 

32、完全垄断的产生主要是因为（    ）。 

【答案】BCD。本题考查的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的产生

的原因包括控制了生产资源、获得了专营权、掌握了某种专有技术等。

控制了劳动力不属于完全垄断产生的原因。 

33、通常情况下，影响某种商品的供给价格弹性大小的因素有

（    ）。 

【答案】CD。本题考查的是其他弹性。影响供给价格弹性的因素

包括：时间生产周期和自然条件、投入品替代性大小和相似程度对供

给价。A、B 项属于影响需求价格弹性的因素。 

34、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主要的

因素有（    ）。 

【答案】ABCD。本题考查的是需求理论。商品自身价格、收入

水平、相关商品价格（替代品和互补品）以及消费者的偏好都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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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数量的因素。 

35、对西红柿需求的变化，可能是由于（    ）。 

【答案】BC。A 项属于价格因素，影响的是需求量；D 项影响的

是供给。 

36、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美国统计学家 M.O.

洛伦兹…… 

【答案】AD。为了研究国民收入在国民之间的分配，美国统计

学家 M.O.洛伦兹提出了著名的洛伦兹曲线。一般来说，它反映了收

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弯曲程度越大，收入分配程度越不平等；反

之亦然。 

37、一位消费者宣称，他早饭每吃一根油条要…… 

【答案】BDE。本题考查的是序数效用论。对这位消费者而言，

油条和豆浆对他来讲属于完全互补品，即这两种消费品必须按固定比

例来消费才能使他得到效用。完全互补品的无差异曲线是直角弯曲的，

且是无差异曲线的特例。 

38、市场失灵的表现有（    ）。 

【答案】ABCD。本题考查的是市场失灵。市场失灵的表现有垄

断（自然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 

39、在存在逆向选择的保险市场上，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有（    ）。 

【答案】BD。在存在逆向选择的保险市场上，最可能发生的情况

有低风险的人不愿意购买保险，高风险的人将购买过多的保险。 

40、需求价格弹性的种类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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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CD。需求的价格弹性表示需求对商品价格变动的反

应程度，它等于需求量的相对变化与价格的相对变化之比。当 Ed>1

时，需求是富有弹性的；当 Ed<1 时，需求是缺乏弹性的；当 Ed=1 时，

需求是单一弹性的；当 Ed=0 时，需求是完全缺乏弹性的；当 Ed=无穷

大时，需求是完全富有弹性的。 

41、关于需求的收入弹性的论述中，正确的有（    ）。 

【答案】ACDE。需求的收入弹性表示需求对收入变动的反应程

度，它等于需求的相对变化与收入相对变化之比，对于正常品来说，

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零；对于劣等品来说，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零。

在正常品中，必需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小于 1，而奢侈品的需求收入弹

性大于 1。 

42、下列关于弹性的表达中，正确的有（    ）。 

【答案】ADE。B 项，需求价格弹性是指某种商品需求量变化的

百分率与价格变化的百分率之比，它用来测度商品需求量变动对于商

品自身价格变动反应的敏感程度，它等于需求变动的百分比除以价格

变动的百分比；C 项，需求收入弹性指在某特定时间内，某商品的需

求量变动的百分比与消费者收入变动的百分比之比，它被用来测度某

种商品需求量的相对变动对于消费者收入的相对变动反应的敏感程

度。 

43、以下关于边际消费倾向的说法正确的是（    ）。 

【答案】ABCD。本题考查的是消费理论。边际消费倾向是指增

加的一单位收入中用于增加消费部分的比率，即消费增量与收入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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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率。其特点表现在：边际消费倾向是消费曲线上任一点的斜率；

边际消费倾向总是大于 0 小于 1；随收入增加，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44、对于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有（    ）。 

【答案】BDE。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条件下，连续等量地把一种可

变要素增加到其他生产要素上，在该要素投入量小于某一特定值时，

它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增的；当该要素的连续投入量超过某一特定

值时，它所带来的边际产量是递减的。所以，边际报酬递减规律发生

作用的前提有，生产技术水平不变、只有一种可变要素的生产、有不

变要素的生产。 

45、厂商要获得超额利润，一定是（    ）。 

【答案】ABCD。超额利润又叫做经济利润，是指考虑到企业家

才能等隐性成本的报酬之后所获得的超额收益情况，ABCD 都是实现

超额利润的必要条件。 

46、完全竞争市场所具有的特征是（    ）。 

【答案】ACD。完全竞争市场的特点：市场上有众多消费者和厂

商；市场信息完全；无行业壁垒，即可自由进出市场；厂商生产的产

品无差异。因此 B 错误，ACD 正确。 

47、关于外部性，下列说法正确的有（    ）。 

【答案】ABC。考察的是外部性的概念和对外部性理解。外部性

是市场失灵的原因之一，故 A 项正确；外部性是指某行为主体的经济

活动对另一主体造成了影响，但是并没有因此付出代价或得到利益，

若是不良影响未付出代价属于负外部性，若是有利影响并未得到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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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属于正外部性，故 B 项正确；外部性根据经济活动的性质可分为生

产的外部性和消费的外部性，故 C 项正确；D 项是布料厂对养鱼企业

产生了不良影响且未给予补偿，属于负的外部性。 

48、经济总量是反映某种经济现象…… 

【答案】ABCD。本题中看总量，主要是看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否

平衡，增长是否合理，关键是看经济增长速度、就业规模、物价总水

平、生产总值等重要指标。 

49、在经济周期的复苏和繁荣阶段…… 

【答案】BCD。经济周期中复苏和繁荣阶段可能出现的一般特征

包括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提高，投资持续增长，产量不断扩大，市场

需求旺盛，就业机会增多，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提高等，

由于需求比较旺盛，因此物价也会上升，即引发通货膨胀。BCD 项都

是经济衰退或萧条阶段出现的问题。 

50、对经济周期的理解…… 

【答案】AC。经济周期是整体经济活动的波动，故 B 错误；经

济周期在经济中反复出现，但每个周期的时间长短不一样，故 D 错

误；经济周期是不可避免的经济波动，具体分为繁荣、萧条、衰退和

复苏四个阶段。 

 

金融篇 

一、单项选择 

1. 我国提倡众多意向创始成员国与筹建的投资银行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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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我国提倡众多意向创始成员国与筹建的投资银行是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故答案选 A。 

2. 以下哪一个是没有存款功能的金融机构？（    ）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金融机构体系。A 中央银行吸收和调

度的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排除；B 政府部门不属于金融机构，

排除；C 信用合作类的金融机构能够吸收存款，排除；D 投资基金属

于非银行业金融机构，不能够吸收存款。故答案选 D。 

3. 国家开发银行所承担的任务是（    ）。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金融机构体系。国家开发银行主要为

国家重点项目、重点产品和基础产业提供金融支持，故 B 正确、D 错

误；A 是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的任务，C 是中国进出口银行的任务。故

答案选 B。 

4. 我国金融服务“三农”的主力军是下列哪一类金融机构（    ）。 

【答案】A。本题考查的是金融机构体系。在我国金融机构体系

中主要服务于“三农”的是农村信用社。故答案选 A。 

5. 下列哪家机构不属于我国成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 

【答案】D。光大银行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我国四大金融资产管

理公司为东方、信达、华融、长城。故答案选 D。 

6.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核心是（    ）。 

【答案】B。一国的央行是金融机构体系的核心，我国金融机构

体系的核心是中央银行。故答案选 B。 

7. 证券经营机构以自有资本和运营资金以自己的名义买卖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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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取…… 

【答案】C。证券自营是证券公司以自主支配的资金或证券，在

证券的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上从事以赢利为目的并承担相应风险的

证券买卖的行为。故答案选 C。 

8. 不属于中央银行的三大职能的是（    ）。 

【答案】D。央行的三大职能是发行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和银行

的银行。故答案选 D。 

9. 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体制是（    ）。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实行的是一

元式的中央银行体制，故答案选 B。 

10. 中央银行最重要的负债业务是（    ）。 

【答案】B。本题考查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最重要的负债业务

是发行的货币。故答案选 B。 

11. 中央银行买卖证券的目的是为了（    ）。 

【答案】C。本题考查中央银行证券买卖业务。中央银行从事证

券买卖业务不是为了盈利，而是为了有效调节和控制货币供应量，从

而实现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故答案选 C。 

12. 中国银监会负责监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包括（    ）。 

【答案】C。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由中国证监会监管；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由中国保监会监管。故答案选 C。 

13. 我国“五大行”中，成立最早的银行是（    ），最早在…… 

【答案】C。我国“五大行”中，1908 年交通银行最早成立，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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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6 月 23 日交通银行最早在香港上市。故答案选 C。 

14. 金融租赁公司的监管机构是（    ）。 

【答案】D。金融租赁公司属于非银行金融机构，由中国银监会

监管。故答案选 D。 

15. 我国金融机构体系的经营主体是（    ）。 

【答案】B。我国金融机构体系是以中央银行为核心，以商业银

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格局。故答案选 B。 

16. 商业银行协助企业科学合理地管……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商业银行中间业务。A 财务顾问业务，

包括大型建设项目财务顾问业务和企业并购顾问业务。B 现金管理业

务，指商业银行协助企业，科学合理地管理现金账户头寸及活期余额，

以达到提高资金流动性和使用效益的目的。C 企业信息咨询业务，包

括项目评估、企业信用等级评估、验证企业注册资金、资信证明、企

业管理咨询等。D 资产管理顾问业务，指为机构投资者或个人投资者

提供全面的资产管理服务，包括投资组合建议、投资分析、税务服务、

信息提供、风险控制等。依据上述解析，故答案选 B。 

17. 再贴现业务是中央银行对存款货币银行的（    ）。 

【答案】A。再贴现是金融机构为了取得资金，将未到期的已贴

现商业汇票再以贴现的方式向中央银行转让的票据行为，是中央银行

对商业银行的短期信贷。故答案选 A。 

18. 在以下关于信托关系人的表述中，正确的是（    ）。 

【答案】A。信托即受人之托，代人管理财物。是指委托人基于



 

64 

 

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

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委托人）的利益或其它特定目的进行

管理或处分的行为。委托人和受益人可以不是同一主体。故答案选 A。 

19. 投资银行代理证券发行人发行证券的业务是（    ）业务。 

【答案】B。投资银行代理证券发行人发行证券的业务是证券承

销业务。故答案选 B。 

20. 近年来，影子银行发展迅速，成为弥补实体经济融资…… 

【答案】A。影子银行是指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可能引发

系统性风险和监管套利等问题的信用中介体系（包括各类相关机构和

业务活动）。在中国，目前“影子银行”有三种最主要存在形式：银行理

财产品、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产品和民间借贷。影子银行的快速发展，

已成为弥补实体经济融资的重要渠道，但也存在着巨大风险。主要表

现：一是资金回报要求过高，不利于宏观调控和经济结构调整，可能

带来信用风险。二是资金使用不匹配，现金流稳定性差。三是风险防

范和保护机制不足。故答案选 A。 

21. 2013 年 11 月份，中国人民银行三期连续暂停逆回购操作，

这将导致（    ） 

【答案】A。逆回购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入国债、央行

票据等有价证券，投入基础货币，属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会导致利

率下降，流动性宽松。但题干中是央行三期连续暂停逆回购，故应该

属于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利率上升，货币流动性趋紧。故答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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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当储蓄者发现了更有利可图的替代品而不再去银行存款，这

样会出现（    ）。 

【答案】D。金融脱媒是指资金供给绕开商业银行这个媒介体系，

直接输送到需求方和融资方手里，造成资金的体外循环。 

23. 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负债是（    ）。 

【答案】B。商业银行负债包括存款、同业拆借、向中央银行借

款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存款。故答案选 B。 

24. （    ）是商业银行最基本也是最能反映其经营活动特征的

职能。 

【答案】C。信用中介是商业银行最基本也是最能反映其经营活

动特征的职能。故答案选 C。 

25. 除贷款外，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主要有（    ）。 

【答案】B。资金业务是除贷款之外最重要的资金运用渠道，也

是银行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故答案选 B。存款是资金来源的业务，

代理业务和支付结算业务是银行的中间业务，不需要运用资金。故答

案选 B。 

26. 资金业务最主要的风险是（    ）。 

【答案】B。资金业务是除贷款之外最重要的资金运用渠道。银

行通过吸收存款、发行债券以及吸收股东投资等方式获得资金后，除

了用于发放贷款以获得贷款利息外，其余的一部分用于投资交易以获

得投资回报。所以资金业务最主要的风险是股市价格、利率、汇率等

的变动而导致资产未预料到的潜在损失的风险，也就是市场风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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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选 B。 

27. 负债业务是商业银行通过一定的形式组织资金来源…… 

【答案】D。商业银行最主要的负债业务是吸收公众存款。故答

案选 D。 

28. 下列关于活期存款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答案】B。从 2005 年 9 月 21 日起，我国对活期存款实行按季

度结息，每季度末月的 20 日为结息日，次日付息。故答案选 B。 

29. 按（    ）划分，信用卡分为贷记卡和准贷记卡。 

【答案】D。信用卡按向发卡银行交存备用金分为贷记卡和准贷

记卡。故答案选 D。 

 

二、多项选择题 

30. 以下不属于中央银行负债业务的有（    ）。 

【答案】AE。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包括：货币发行（通货）、国

库存款、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发行央行票据；资产业务包括：再贴

现、再贷款、政府借款、证券投资、金银外汇储备。故答案选 AE。 

31. 金融运行机构是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向公众提供金融产品…… 

【答案】ACD。金融运行机构指以盈利为目的，通过向公众提供

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而开展经营的金融机构，如商业银行、投资银行

或证券公司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中央银行不以盈利为目的，银监

会是监管金融机构的监管机构。故答案选 ACD。 

32. 按照是否承担政策性业务，金融机构分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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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按照是否承担政策性业务，金融机构可分为政策性

金融机构和商业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金融机构是不以盈利为目的，可

以获得政府资金或税收方面支持的金融机构。商业性金融机构是一般

性金融业务的经营机构，其经营目标是获得利润。按照金融机构所经

营金融业务的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可分为存款性金融机构、投资

性金融机构、契约性金融机构和政策性金融机构。故答案选 AB。 

33. 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    ）。 

【答案】BD。信用合作社的资金主要来源于社员缴纳的股金和存

入的存款。故答案选 BD。 

34. 根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包括（    ）。 

【答案】BCE。本题涉及的考点是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为股东缴纳的资本金、捐赠资金，以及

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故答案选 BCE。 

35. 投资性金融机构包括（    ）。 

【答案】ABC。投资性金融机构是在直接金融领域内为投资活动

提供中介服务或直接参与投资活动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投资银行、

证券经纪和交易公司、金融公司、投资基金等。故答案选 ABC。 

36. 由中国银监会统一监督管理的金融机构是（    ）。 

【答案】ABCE。银监会统一监管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

村信用合作社、政策性银行等银行业金融机构，以及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和由中国银监会批准设

立的其他金融机构。故答案选 A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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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有（    ）。 

【答案】BCD。中央银行的负债业务主要有：（1）发行货币；（2）

存款业务，包括国库存，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存款；（3）对外负债。

AE 属于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故答案选 BCD。 

38. 下列属于中央银行资产业务的是（    ）。 

【答案】ADE。中央银行的资产业务：（1）再贴现、再贷款业务；

（2）对政府的贷款；（我国央行例外）（3）证券买卖业务；（4）黄金、

外汇储备业务。故答案选 ACE。 

39. 中央银行的职能按照其性质可以分为（    ）。 

【答案】ABD。央行按其性质可分为：（1）调控职能：中央银行

通过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运用各种金融手段，调节全社会的信用总

量。（2）监管职能：中央银行为维护全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和各项金融

活动的正常运行，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设置、业务活动和经营情

况进行检查、指导、管理和控制。主要内容包括：（1）制定金融政策、

法规；（2）管理金融机构；（3）管理金融业务。3、服务职能：中央

银行向政府、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融通、划拨清算、代理业务等方面

的金融服务。故答案选 ABD。 

40. 下述关于农村资金互助社的说法中正确的是（    ）。  

【答案】ACD。农村资金互助社以吸收社员存款、接受社会捐赠

资金和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融入资金作为资金来源，其资金应主要

用于发放社员贷款，满足社员贷款需求后确有富余的可存放其他银行

业金融机构，也可购买国债和金融债券。农村资金互助社不得向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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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吸收存款、发放贷款及办理其他金融业务，故 B 选项错误。故答案

选 ACD。 

41. 以下关于我国城市商业银行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答案】AC。城市商业银行是在原城市信用合作社的基础上组建

起来的，故 A 选项的说法错误。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趋势包括：引进

战略投资者、跨区域经营、联合重组，故 B 选项的说法正确。2006 年

4 月已经开始有城市商业银行跨区域经营，如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是城

市商业银行第一家跨省区设立的分支机构，故 C 选项的说法错误。

1998 年，考虑到城市合作银行已经不具有“合作”性质，正式更名为城

市商业银行，故 D 选项的说法正确。故答案选 AC。 

42. 在我国，为了贯彻分业经营原则，商业银行不得从事（    ）。 

【答案】ABC。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我国商业银行不得

从事境内信托和证券经营业务，不得向非自用不动产投资或者向非银

行金融机构和企业投资，我国商业银行证券投资的主要对象是政府债

券、央行票据和金融债券。故答案选 ABC。 

43. 与国际短期资金相比，国际中长期资金的特点包括（    ）。 

【答案】ABC。与国际短期资金相比，国际中长期资金的特点是：

期限更长；资金流动相对更加稳定；能更加深入的介入一国经济发展

中。故答案选 ABC。由于期限长，风险也大。故 D 错误。故答案选

ABC。 

44. 按贷款用途分类，银行贷款可划分为（    ）。 

【答案】BCD。按贷款的用途不同，可将贷款分为流动资金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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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金贷款（包含基本建设贷款）、科技开发贷款和专项贷款。A 是

按有无担保划分。故答案选 BCD。 

45.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所称的票据，是指（    ）。 

【答案】BCD。票据指汇票、支票、本票三种。故答案选 BCD。 

46. 商业银行办理个人储蓄存款业务，应当遵循（    ）的原则。 

【答案】ABCD。存款原则：存款自愿、取款自由、存款有息，为

存款人保密。故答案选 ABCD。 

47. 我国商业银行的担保贷款有哪些种类？（    ） 

【答案】ABC。商业银行的贷款按有无担保分为信用担保和担保

贷款，其中担保贷款包括保证、抵押和质押三种。故答案选 ABC。 

48. 下列选项中，属于存款类金融机构主动型负债的有（    ） 

【答案】ABCD。存款类银行的负债包括银行资本金、存款和借

款。其中借款又称为主动型负债，是商业银行以各种方式从金融市场

上借入款项获得资金的业务。有从中央借款，同业拆借，回购协议，

从国际金融市场借款和发行金融债券等。故答案选 ABCD。 

49. 个人存款包括（    ）。  

【答案】BCD。定期存款、活期存款、教育储蓄存款都是个人存

款的种类。协定存款是对公存款的一种，故 A 选项错误。故答案选

BCD。 

50. 单位活期存款账户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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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CD。单位活期存款账户又称单位结算账户，包括基

本存款账户、一般存款帐账户、临时存款账户和专用存款账户。故答

案选 ABCD。 

会计篇 

一、 单项选择 

1.制造费用属于（    ）类账户。 

【答案】C。这个是成本的，虽然制造费用带“费用”这两个字，但实

际上属于成本类科目。 

2.（    ）科目主要是反映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和负债双重性的科目。 

【答案】D。资产负债共同类科目主要是反映商业银行各项资产和

负债双重性的科目。 

3.根据我国企业会计制度规定，资产负债表采用（    ）结构。 

【答案】C。《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规定，我

国的资产负债表采用账户式。根据财务报表信息列报的可比性要求：

财务报表至少应当提供所有列报项目上一可比会计期间的比较数据。

资产负债表要填列“年初余额”和“期末余额”两栏。 

4.经过对账，如果开户单位账面余额与银行分户账余额不符，可通

过…… 

【答案】B。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主要目的是在于核对企业账目与银

行账目的差异，也用于检查企业与银行账目的差错。调节后的余额是

该企业对账日银行实际可用的存款数额。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是在

银行对账单余额与企业账面余额的基础上，各自加上对方已收、本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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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未收账项数额，减去对方已付、本单位未付账项数额，以调整双方

余额使其一致的一种调节方法。因此正确选项应为 B。 

5.银行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    ）。  

【答案】A。银行在对会计要素进行计量时，一般应采用历史成本。

故本题正确选项为 A 项。 

6.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的作用是（    ）。 

【答案】C。银行存款余额调节表可作为银行存款科目的附列资料保

存。该表主要目的是在于核对企业账目与银行账目的差异，也用于检

查企业与银行账目的差错。调节后的余额是该企业对账日银行实际可

用的存款数额。 

7.以下不属于企业收入的是（    ）。 

【答案】D。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

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销售商

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企业所得税法规定：企业以货币形式和非货币形式从各种来源取得

的收入，为收入总额。包括：1.销售货物收入；2.提供劳务收入；3.转

让财产收入；4.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   5.利息收入；6.租

金收入；7.特许权使用费收入；8.接受捐赠收入；9.其他收入。 

8.下列关于会计档案管理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答案】A。会计档案保管期限自年度终了后第一天开始算起。因此

A 选项错误，其他皆正确。 

9.金融企业会计科目按照其与资产负债表的关系，可以划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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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答案】C。本题考查银行会计科目。银行会计科目按与资产负债表

的关系，分为表内科目和表外科目，选项 C 为本题选项。选项 A，会

计科目按照详细程度和统驭关系分为总分类科目与明细类科目，选项

A 不是本题选项。选项 B，并非正式会计科目分类标准，选项 B 不是

本题选项。选项 D，会计科目按照经济内容分为：资产类、负债类、

所有者权益类、资产负债共同类、损益类、成本类，选项 D 资产阐述

不完善，与题干不匹配，不是本题选项。故正确答案为 C 项。 

10.对于双重性质账户的期末余额，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答案】D。双重性质科目例如“待处理财产损溢”该科目列示在资产

类下方，但实际具有损益类科目的性质，借方登记的是待处理财产带

来损失，贷方登记的是待处理财产带来的收益。因为损失和收益是不

能确定的，因此借贷方都有可能有余额。因此正确选项为 D 项。 

11.借贷记账法余额试算平衡法的依据是（    ）。 

【答案】D。借贷记账法余额试算平衡法是根据资产和权益恒等的

关系以及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去检查账户记录正确与否的一种方

法。即在资产=负责+所有者权益的基础上遵循“有借必有贷，借贷必

相等”的记账规则。因此正确选项为 D 项。 

12.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    ）。 

【答案】A。借贷记账法的记账规则是“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13.下列哪项是不可能成立的（    ）。 

【答案】D。本题考查会计等式。选项 D，根据会计等式：资产=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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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所有者权益，资本（所有者权益）和负债同时减少，影响会计等

式平衡，不可能成立，选项 D 是本题选项。选项 A，根据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同时减少不影响会计等式平衡，

可能成立，选项 A 不是本题选项。选项 B，根据会计等式：资产=负

债+所有者权益，资产、资本（所有者权益）同时增加不影响会计等

式平衡，可能成立，选项 B 不是本题选项。选项 C，根据会计等式：

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同时增加不影响会计等式平衡，可

能成立，选项 C 不是本题选项。 

14.资产负债表中“货币资金”项目不是根据（    ）计算后填列的。 

【答案】D。本题考查资产负债表项目。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银

行存款、其他货币资金，所以选项 ABC 不是本题选项，选项 D 是正

确答案。 

15.在下列项目中，与“制造费用”科目属于同一类科目的是：（    ）。 

【答案】C。制造费用属于成本类科目，A 是资产类科目，B、D 是

损益类科目。 

16.预收账款是（    ）类账户。 

【答案】A。预收账款属于负债类，预付账款属于资产类。 

17.最基本的会计等式是（    ）。 

【答案】B。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是会计第一等式，是会计最基

本等式｡ 

18.下列对资产特征的表述中，不恰当的是（    ）。 

【答案】D。本题考查资产要素。选项 D，资产中除了看得见的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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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还包括无形资产，所以 D 是本题选项。选项 ABC，资产是过

去形成，企业拥有或控制，预期能够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选项 ABC

自身符合资产要素的特征，选项 ABC 不是本题选项。 

19.下列项目中能够引起企业所有者权益减少的是（    ）。 

【答案】A。提取任意盈余公积、以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和提取法定盈

余公积都是在所有者权益内部发生增减。 

20.下列项目中，符合资产定义的是（    ）。 

【答案】A。资产是企业在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的，能被企业拥有

或控制的，预计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流入的资源。B 项经营租赁资源

不被企业控制拥有，C 项待处理的财产损失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利润

流入，D 项未来取得不计入资产。 

21.某企业资产总额为 100 万元，发生下列三笔经济业务：……  

【答案】A。业务发生后的资产总额=100+25-15=110（万元）。收

回应收账款 6 万存入银行，应收账款总额减少，银行存款总额增加，

资产总额不变。 

22.下列事项中，符合会计准则规定的会计政策变更的是（    ）。 

【答案】C。A、B 不属于会计政策变更，D 属于会计估计变更。 

23.下列属于会计核算一般原则的是（    ）。 

【答案】B。持续经营、会计分期、货币计量均属于会计核算基本前

提，实质重于形式是会计信息质量要求，属于我国会计核算的一般原

则。 

24.在我国会计期间分为年度、半年度、季度和月度，它们均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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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答案】A。会计分期是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会计分期是指在企业

持续经营的情况下将企业经营期限划分成一段段相等长度的期间。公

历的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一个会计年度。 

25.下列反映企业财务状况的会计要素是（    ）。 

【答案】B。会计六要素分别是：资产、负责、所有者权益、收入、

费用、利润。其中，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

收入、费用和利润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 

26.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

告，……  

【答案】D。会计信息质量要求一共包括八个部分，分别是可靠性、

相关性、可理解性、重要性、可比性、谨慎性、及时性、实在重于形

式。其中，实质重于形式是指企业应当按照交易或者事项的经济实质

进行会计确认、计量和报告，不应仅以交易或者事项的法律形式为依

据，如融资租如的固定资产应当视为自有资产。 

27.根据权责发生制原则，某企业 6 月份发生的下列业务…… 

【答案】D。由于会计分期将会计期间分为了本期和其他期，因此出

现了两种会计记账基础，一是权责发生制，二是收付实现制。权责发

生制是以真实的费用和收入发生为标准来做账的，并不以款项的收付

为标准。因此本月发生的费用或取得的收入，无论款项是否收到都应

当在本月做账。不是本月发生的费用或者取得的收入，即便在本月支

付或者收到款项也不能确认为本月的收入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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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企业的资产总额和权益总额（    ）。 

【答案】A。资产等于权益是现代会计的理论依据。有多少资产就会

对应多少权益，正是因为这个恒等关系，资产=权益可拆解为资产=债

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其中债权人权益即负债。因此，资产=负债+

使用者权益。这个等式关系是恒等不变的，该等式也被称为会计第一

等式和会计恒等式。 

29.下列属于流动资产的是（    ）。 

【答案】C。流动资产是指企业可以在一年或者超过一年的营业周期

内变现或者运用的资产，包括货币资金、短期投资、应收票据、应收

账款和存货等，C 项正确。A、B 项属于无形资产，是非流动资产，D

项是固定资产。 

30.用大写表示人民币 30010.56 元的正确写法是（    ）。 

【答案】A。数字必须为中文大写，大写数字有“分”的，后面不写整

字。 

二、 多项选择 

31.下列各项中，应计入其他应付款的有（    ）。 

【答案】AC。其他应付款主要有应付经营租赁固定资产租金、租入

包装物租金、存入保证金等，选项 AC 正确；应付融资租入大型设备

的租金计入长期应付款，选项 B 错误；应付由企业负担的职工社会保

险费计入应付职工薪酬，选项 D 错误。 

32.下列各项中减少应收账款账面价值的有（    ）。 

【答案】ABC。转销无法收回的采用备抵法的应收账款的分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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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坏账准备 

贷：应收账款 

D 项不减少应收账款账面价值，其他 ABC 项均减少应收账款账面价

值。 

33.2010 年 1 月 1 日，某企业购入一项专利技术，当日投入使用，

初始入账价值为 500… 

【答案】AB。该非专利技术的年摊销额=500/10=50（万元），选项

B 正确；无形资产从购入当月开始进行摊销，从 2010 年 1 月 1 日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该专利技术的累计摊销额=50×4=200（万元），所

以 2013 年 12 月31 日该专利技术的账面价值=500-200=300（万元），

小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专利技术预计可收回金额为 270 万元，所以

要计提减值准备，将无形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 270 万

元，选项 A 正确。 

34.下列关于结转本年利润账结法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答案】BCD。账结法下，年末时不需将各损益类科目的全年累计

余额结转入“本年利润”科目，选项 A 错误，BCD 正确。 

35.下列各项中，应计入长期应付款的有（    ）。 

【答案】BD。长期应付款核算企业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和以分期付款

方式购入固定资产时应付的款项及偿还情况。选项 A 购买材料支付

的款项计入应付账款，C 项支付的包装物押金计入其他应付款。 

36.关于存货成本，表述正确的有（    ）。 

【答案】ABCD。A 项商品流通企业采购商品的进货费用金额较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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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计入存货成本；C 项商品流通企业发生的进货费用先进行归集

的，期末未售商品分摊的进货费用要计入存货成本中；B 项委托加工

物资发生的加工费用应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D 项企业为特定客户

设计的产品直接发生的设计费用应计入产品成本。所以 ABCD 均正

确。 

37.下列属于所有者权益变动表的项目的有（    ）。 

【答案】AC。利润总额和所得税费用属于利润表的项目，不属于所

有者权益变动表项目。 

38.下列各项中，属于其他货币资金的是（    ）。 

【答案】ABCD。其他货币资金是指企业除现金和银行存款以外的其

他各种货币资金。包括外埠存款、银行汇票存款、银行本票存款、信

用卡存款和存出投资款等。所以 ABCD 均正确。 

39.下列各项中，投资性房地产会计处理的表述正确的有（    ）。 

【答案】CD。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不可以变更为

成本模式计量，选项 A 错误。采用成本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需要

计提折旧（摊销）和减值准备，选项 B 错误。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

的投资性房地产不需要计提折旧（摊销）和减值准备，选项 CD 正确。 

40.下列各项中，关于商品销售收入确认的表述正确的有（    ）。 

【答案】AD。如果销售产品时，相关的成本不可靠计量的，不能确

认收入，选项 A 正确；如果纳税义务发生，那么确认相关的纳税义务，

不能够确认收入，选项 B 错误；同一笔销售业务的收入和成本不一定

在同一会计期间确认，选项 C 错误；如果销售折让发生在确认销售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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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之前的，应按扣除销售折让后的全额确认销售收入，选项 D 正确。 

41.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委托其他单位加工应税消费品，该

产品收回后…… 

【答案】AB。AB 都应该计入委托加工物资的成本当中。C 增值税一

般纳税人的增值税不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对于收回后继续加工的

应税消费品，由受托方代收代缴的消费税计入应交消费税的借方，不

计入委托加工物资成本，因此 D 选项不正确。故本题应选 AB 两项。 

42.所有者权益由（    ）构成。 

【答案】ABCD。所有者权益由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其他综合收益、

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因此本题正确答案应为 ABCD 四项。 

43.A 有限公司收到 B 企业作为资本投入的不需要安装的机器设备

一台，…… 

【答案】BC。企业接受投资者作价投入的非现金资产，应按投资合

同或协议约定价值确定入账价值（但投资合同或协议约定价值不公允

的除外）。会计分录为： 

借：固定资产    50 

贷：实收资本    4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10 

因此，A 公司固定资产的入账价值为 50 万元，B 选项正确；应当确

认的资本公积为 10 万元，C 选项正确。AD 错误。故本题应选 BC 两

项。 

44.下列关于“实收资本”账户的说法正确的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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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BD。实收资本是指企业按照章程规定或合同、协议约定，

接受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资本，是所有者权益的组成部分，因此属于所

有者权益类账户，A 正确。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记账方法是左借右贷，

因此实收资本账户的贷方登记投资者对企业投资的增加额，借方登记

减少额，实收资本的余额在贷方，表示投资者对企业投资的实有数。

因此 B 选项正确，C 选项错误。实收资本账户应该按照投资者设置明

细账，因此 D 选项正确。故本题正确选项应为 ABD 三项。 

45.投资者投入企业的财产可为（    ）。 

【答案】ABD。投资者可以用现金投资，也可以用固定资产、原材

料或无形资产等投资。因此可知正确选项应为 ABD 三项。 

46.下列与存货相关会计处理的表述中，正确的有（    ）。 

【答案】ABCD。以上四个选项均正确。 

47.下列各项中，应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有（    ）。 

【答案】BCD。以经营租赁方式租入的设备不计提折旧，因为企业

不拥有该设备所有权，所以选项 A 不应计提折旧。 

48.下列各项固定资产中，应当计提折旧的有（    ）。 

【答案】AC。此题考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范围。单独计价入账的

土地和已提足折旧仍继续使用的固定资产不计提折旧。因此本题正确

选项应为 AC 两项。 

49.下列各项中，应计提固定资产折旧的有（    ）。 

【答案】BCD。此题考查固定资产计提折旧的范围。BCD 皆应计提

折旧。A 经营租入的固定资产，不属于承租人的资产，所以不用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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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旧。故本题正确选项应为 BCD 三项。 

50.甲公司有一台生产用设备，原价为 7.5 万元，预计可以使用 5 年，

预计净残值为…… 

【答案】BC。采用年数总和法计提折旧，第一年折旧率=5/15=1/3；

第二年折旧率=4/15，第三年折旧率=3/15=1/5；第四年折旧率=2/15；

第五年折旧率=1/15，每年的折旧率均不等，选项 A 错误。2015 年应

计提的折旧=（7.5-0.6）×1/3×6/12=1.15（万元），选项 B 正确。2016

年应计提的折旧=（7.5-0.6）×1/3×6/12+（7.5-0.6）×4/15×6/12=2.07

（ 万 元 ）， 选 项 C 正 确 。 至 2016 年 年 末 累 计 计 提 的 折 旧 额

=1.15+2.07=3.22（万元），选项 D 错误。故本题应选 BC 项。 

管理篇 

一、单项选择题 

1. 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的根本区别在于（    ）。 

【答案】C。本题考查管理者。ABD 项是管理人员和一般工作人

员都具有的内容，而 C 项管理人员需要协调一般工作人员，通过他们

的努力来实现组织目标。，是管理人员与一般工作人员的根本区别。

因此正确答案选 C。 

2. 根据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下列哪一类人员的主导需要是安全

需要（    ）。 

【答案】D。本题考查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A 项总经理的主

导需要以自我实现需要为主。不符合题意，排除；B 项失业人员的主

导需求是生理需要，也称级别最低、最具优势的需求，如：食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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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不符合题意，排除；C 项刚刚参加工作的大学生的主导需求是

生理需要和自我实现需要两方面的综合，既希望实现自我社会价值，

又希望在实现的同时解决自己的生理需要，比如衣食住行等等基本需

求，不符合题意，排除；D 项工厂的一线操作工人的主导需求是安全

需要，包括对人身安全、生活稳定以及免遭痛苦、威胁或疾病等。符

合题意；故本题应选 D 项。 

3. 以下对管理思想的发展阶段的概括正确的是（    ）。 

【答案】C。管理思想主要有早期、古典、中期、现当代几个发

展阶段。早期的管理思想还未形成理论体系，为传统经验管理。古典

理论包括两方面，一个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第一次将管理从经验上

升为科学管理，另外一个算是古典组织理论，包括法约尔的组织一般

管理理论与马克思·韦伯的行政组织理论。中期管理理论的代表为梅

奥的人际关系学说，强调了人的因素，提出了“社会人”的假设。ABD

项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C。 

4.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强调了（    ）。 

【答案】C。本题考查的是西方早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及主要

观点。强调人际关系的重要性是梅奥在霍桑试验中提出的，故 A 项错

误；西方早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亚当斯密在 1776 年发表《国富论》，

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次提出劳动分工是生产效率提高；提出了“经济

人”观点；提出“生产合理化”的概念；提出劳动是国民致富的源泉。正

确答案为 C。 

5. 马斯洛认为人类最底层的需要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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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

高按层次分为五种，分别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

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所以人类最底层的需要是生理需要。正确答案

为 B。 

6. 行为科学是在（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并迅速成为影响巨

大的管理思想流派。 

【答案】B。人际关系学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工作上和

从物的因素上转到人的因素上来，为现代行为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ACD 项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B。 

7. 下列不是现在企业领导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形式的是（    ）。 

【答案】D。现代企业领导体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科

学的领导体制是企业领导活动有效开展的组织保证；.科学的领导体

制是提高企业整体领导效能的重要因素；科学的领导体制是规范企业

领导行为的根本机制。ABC 项正确。本题选择错误项，故正确答案为

D。 

8. 不会造成自下而上沟通效率低下的行为是（    ）。 

【答案】C。本题考查信息沟通的障碍。自下而上的沟通也成为

上行沟通，下级将信息传达给上级，存在于参与或民主式组织中。引

起沟通障碍的原因主要有客观障碍和主观障碍，生产经营复杂程度高、

管理者筛选和曲解、雇员之间的相互竞争均会造成沟通效率低下，故

ABD 错误。正确答案为 C。 

9. 贯彻执行高层管理人员所制定的重大决策……（    ）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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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本题考查管理者类型。A 项高层管理者的工作是制

定组织的总目标、总战略，掌握组织的大政方针并评价整个组织的绩

效，不符合题意，排除；B 项中层管理者的工作是贯彻执行高层管理

人员所制定的重大决策，监督和协调基层管理人员的工作，符合题意；

C 项基层管理者的工作是给下属作业人员分派具体工作任务，直接指

导和监督现场作业活动，保证各项任务的有效完成，不符合题意，排

除；D 项作业人员的工作是完成基层管理者给予的工作任务，积极主

动配合基层管理者完成相关工作内容，不符合题意，排除；故本题应

选 B 项。 

10. 在管理发展史上，首次重视“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理者分离”

的时期是（    ）。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科学管理理论。“资本所有者与企业管

理者分离”是指在科学管理理论中，泰勒第一次提出计划职能与执行

职能相分离，实现管理工作和操作工作的分工。一个企业的所有者可

以不用管理这个企业，但是有权应聘及解聘管理者，对管理者进行监

督。分离企业管理者与资本所有者，是为了让企业的制度更加完善，

更趋向于细化和专业化。正确答案为 B。 

11. 管理人员为了使目标更易获得下属的承诺和切合实际，应尽

可能做到（    ）。 

【答案】A。本题考查的是目标管理法。企业制定总目标应采取

“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及各部门相互配合方式来协定各自分

目标。让员工拥有自主意识，自发地完成目标，也减轻了领导者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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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压力，节省大量的时间。因此让负责完成目标的人参与目标制定，

能使目标更易获得下属的承诺和切合实际。正确答案为 A。 

12. 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领导者……的活动，被称为（    ）。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领导的作用。领导的作用有协调作用、

指挥作用和激励作用。抓题中的关键词“协调”，领导的沟通协调作用

是指在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中，领导者通过协调人们的关系和活动，

使组织成员步调一致向着共同目标前进的活动。任何领导活动的组织

实施，都需要沟通协调，都离不开沟通协调。正确答案 D。 

13.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这体现的是哪一个决策

理论（    ）。 

【答案】B。本题考查的是决策常见理论。A 项完全理性决策认

为人是坚持寻求最大价值的“经济人”。“经济人”具有最大限度的理性，

能为实现组织和个人目标而做出最优的选择。与题意相反，排除。C

项古典决策理论把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的行为看做是完全理性的，认

为应从经济的角度看待决策问题，即决策的目的是为了使组织获得最

大的经济效益。与题意相反，排除。D 项当代决策理论认为决策贯穿

于整个管理过程，决策程序就是整个管理过程。D 项不符合题意，排

除；B 项有限理性决策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模型，他认为人的理性是处

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有限理性，符合题意。故本题应

选 B 项。 

14. 下列指标中，用于衡量组织整体绩效的是（    ）。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组织绩效。A 项生产率体现出企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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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能力，B 项利润体现了企业的盈利能力，C 项员工士气体现了企

业对人员的管理能力，这三方面是衡量组织整体绩效的关键因素。因

此正确答案为 D。 

15. 控制工作的基本目的是（    ）。 

【答案】A。本题考查的是控制的特点。控制，是指根据计划的

工作，在过程中对工作控制，并采取措施，以保证工作的准确性和及

时的纠偏，先维持现状后再打破现状。所以控制工作的基本目的是维

持现状。故正确答案为 A。B 项打破现状是控制的次要目的，错误。

CD 项，没有此类说话，错误。 

16. 以下关于组织变革带给员工压力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答案】C。本题考查的是组织变革。压力在某种情况下，可以

转化为改革的动力，A 项正确。压力的根源在于组织需要适应环境和

市场需求的变化，以及员工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B 项正确。在

企业变革的过程中，如果企业有一位强力型的领导者，变革的阻力相

对会小，但不可能根除压力，C 项错误。加强与员工的沟通，让员工

明白变革的意义；在组织变革的过程中适当运用激励手段等方法来减

轻变革带来的压力，D 项正确。本题选择错误项，故正确答案为 C。 

17. 以下关于“企业文化”的说法，错误的是（    ）。 

【答案】A。企业文化的核心是精神文化｡包括企业核心价值观､

企业精神､企业哲学､企业理念和企业道德等，所以企业文化的核心不

仅仅是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A 项错误。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

价值观、符号、处事方式等构成的，B 项正确。企业文化的管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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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人为本，以柔性管理为主，C 项正确。企业文化的重要任务是规

范员工行为，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实现组织目标。D 项正确。本题选

择错误项，故正确答案为 A。 

18. 在管理学的组织概念中，组织所在地区的资源状况属于

（    ）。 

【答案】D。A 项地理环境，没有此类说法，错误。B 社会文化因

素是指一个社会中形成的传统风俗、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知识水平

等因素的总和。错误。C 项地区环境，没有此类说法，错误。在管理

学的组织中，自然环境包括组织所在地区的位置、气候条件、资源状

况等。正确答案为 D。 

19. 下列关于初始决策和追踪决策的表述错误的是（    ）。 

【答案】A。按照决策的阶段分类，经营决策可分为初始决策和

追踪决策。A 项错误。初始决策是零起点决策，是有关活动尚未进行

环境未受影响的情况下的决策。追踪决策又称为非零点决策，是初始

决策实施后，以初始决策是基础，根据组织环境发生变化后的决策。 

BCD 项正确。本题选择错误项，故正确答案为 A。 

20. 阿里巴巴把淘宝网……形成集团公司的最重要的纽带是

（    ）。 

【答案】C。集团公司是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团

体公司，是指以资本为主要联结纽带，以母子公司为主体，以集团章

程为共同行为规范的，由母公司、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其他成员共同

组成的企业法人联合体。所以阿里巴巴通过产权关系，以资本控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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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带把淘宝网，天猫、聚划算等众多企业联合在一起形成集团公司。

正确答案为 C。ABD 项不合题意，错误。 

21. （    ）是根据业务活动的相似性来设立管理部门…… 

【答案】C。A 项产品部门化是根据产品来设立管理部门、划分

管理单位，排除；B 项区域部门化是根据地理因素来设立管理部门，

把不同地区的经营业务和职责划分给不同部门的经理，排除；C 项职

能部门化是根据业务活动的相似性来设立管理部门，判断某些活动的

标准是否相似，这些活动的业务性质是否相近，从事活动所需的业务

技能是否相同，这些活动的进行对同一目标的实现是否具有紧密相关

的作用，正确；D 项没有效能部门化这一概念，排除。故本题应选 C

项。 

22. 精益生产是通过系统结构、运行方式和市场供求等方面的变

革……（    ）。 

【答案】D。通过精益生产定义可知，精益生产是通过流程整体

化、均衡物流、高效利用资源、消灭一切库存和浪费，达到用最少的

投入向顾客提供最完美价值的目的。建立了超快的物流系统，可以实

现其目的，所以 D 项正确。ABC 项描述片面，不合题意，错误。 

23. 快速决策分析与其说是……快速决策分析法强调对策问题的

（    ）。 

【答案】B。快速决策分析法是由美国杜克大学管理学者贝恩和

沃普尔于 1982 年提出的，是在时间和信息不充分的条件下迅速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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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的分析方法。它强调对决策问题的整体思考和结构化，注重运用

正确的分析过程。B 项正确。ACD 项不合题意，错误。 

24. 目前企业在发展中面临的状况日益增多，……要注意更多地依

靠（    ）。 

【答案】A。本题考查的是决策的分类。结合题意得知，个人决

策容易使人们在情况发生变化时因循守旧，错失成功的良机。因此，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依靠群体决策。在决策中，群体的成员来自

不同的部门，从事不同的工作，熟悉不同的知识，掌握不同的信息，

成员间容易形成互补性，进而挖掘出更多令人满意的行动方案，A 项

符合。B 项不确定型决策是指决策者可能不知道有多少种自然状态，

不知道每种自然状态发生的概率，排除；C 项个人决策是由一个人单

独做出的决策。个人决策迅速果断，对突发性紧急事件的处理比较合

适，排除；D 项确定型决策是指各方案的实施只有一种明确的结果，

并且可以通过计算各方案的损益值，从中选取最满意方案，排除。故

本题正确答案为 A。 

25. 在组织优化的原则中……以及同谁合作等，属于（    ）。 

【答案】A。关系尽可能明确原则是指尽量使每一个管理部门和

人员了解自己在组织中处于什么位置，归谁领导，到哪里获取所需要

的信息，以及同谁合作等。A 项正确。机构尽可能简单精干原则是指

保持机构和人员精干，B 项错误。规则与流程尽可能简化是指规则和

流程不是越多越好，而应该保持在一定限度内。CD 项错误。故本题

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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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不确定型决策方法中，……最优方案”这个方法的描述（    ）。 

【答案】D。题目考察不确定型决策方法概念。A 选项等概率决

策法适用于各种自然状态出现的概率无法得到的情况，因此假定几种

自然状态的概率相等，然后求出各方案的期望损益值，最后选择收益

值最大（或期望损失值最小）的方案作为最优决策方案。B、C、D 选

项为不确定型决策方法。B 选项乐观决策法是比较各方案最大收益值，

选择最大收益值最大的方案。C 选项折衷方案则是制定一个乐观系数

α，和悲观系数β（1-α），求加权期望值，从中选期望值最大的方案。

比较各方案最小收益值，选取最小收益值最大方案的方法为悲观决策

法的原理，D 选项正确。 

27. 西南航空公司……计划工作的工具和技术中哪一项的具体体

现（    ）。 

【答案】C。计划工作中，评估环境的技术有环境扫描技术、预

测技术以及标杆比较技术。A 选项环境扫描包括竞争对手情报和全球

扫描，B 选项预测包括依据数学规划预测未来的定量预测和运用判断

和经验的定性预测。C 选项标杆比较是寻求具有杰出业绩的竞争对手

或非竞争对手的最佳实践，管理者可通过分析然后复制领先者的方法

来改进自身的质量。题干中，西南航空公司研究了赛车小组 15 秒换

轮胎的过程，是借鉴了领先者的方法，提高本身的经营效率，是标杆

比较技术的运用。因此 C 选项正确。 

28. 在大学的班集体中，……哪种类型的领导方式更受大家欢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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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A 选项专权型领导的风格为个人独断，运用权力、

行政命令等来管理下级，下级只能服从上级，上下级有心理距离，班

长采取这样的风格进行管理，会引起同学不满。B 放任型的领导极少

运用权力影响下级，给下属以高度独立，以至放任自流，领导没有起

到作用，下级也不会满意，组织的效率比较差。C 民主式领导能够与

下属进行沟通切磋，照顾到每一个成员的能力和兴趣爱好，下属有发

挥空间，上下级无心理距离，这样的领导方式更让大家欢迎。因此选

C。 

29. 《人的动机理论》一书体现了内容型激励理论的哪一种理论

类型（    ）。 

【答案】A。《人的动机理论》的作者是马斯洛，他提出的需求层

次理论，是内容激励理论中的一个重要观点。B 和 C 也属于内容型激

励理论的部分。赫兹伯格的著作有《工作的激励因素》、《工作与人性》

等。阿福德的 ERG 理论是在马斯洛需求层次上提出来的。故本题正

确答案为 A。 

30. 下列哪一个不是霍桑试验的观点的表现（    ）。 

【答案】B。梅奥通过霍桑实验创立了人际关系学说，他提出了

企业职工是“社会人”，提高工人的满意度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以及企

业中存在“非正式组织”的观点，他认为领导应该关注职工需求，而不

是把职工看作是机器。人际关系学说第一次把管理研究的重点从工作

和物的因素上转到人的因素上。ACD 项正确。但并不是说提高人的满

意度是唯一提高生产效率的措施。B 项错误。本题选择错误项，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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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答案为 B。 

31. 人员配备工作原理中，体现“知人善任”思想的是（    ）。 

【答案】D。本题考查人员配备的工作原理。知人善任，就是要

认真地考察员工、确切地了解员工，把每个员工都安排到适当的岗位

上去，充分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特长、施展才干，体现用人所长原理，

正确答案为 D 项。公开竞争原理是指组织越想提高管理水平，就越要

在主管职务的接班人之间鼓励公开竞争，A 项不合题意，错误。责权

利一致原理是权力、职责与利益对等一致，B 项不合题意，错误。不

断培养原理是指组织越想使其管理者能胜任其所承担的职务，就越需

要他们不断的接受培训和进行自我培养。C 项不合题意，错误。 

32. 付强和林凡均准时在商场门口会合……对“6σ管理理论”的叙

述正确的是（    ）。 

【答案】B。6σ值下降，表示能力的改善和缺陷的增加；6σ管理

理论是一种将科学的统计方法应用到含糊的质量管理的方法，但是它

的应用不能完全避免工作中的失误。6σ管理既着眼于产品、服务质量，

又关注过程的改进。所有 ACD 选项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33. 某企业的领导者破例奖励……下属有许多不同的反应，这件事

表明（    ）。 

【答案】D。本题考查领导权力的使用原则。A 选项组织的正常

运作，超越制度的规定是不应该的，但对待特殊情况，管理者是可以

运用权力的例外处理原则，但必须是合理的。B 选项奖励完全可以遵

循大数原则违背了组织的制度，是不可取的。C 选项晕轮效应是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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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件事物、某个现象的第一、某个部分的印象，影响了对其之后的评

价看法，与题目表达意思不符。正确答案为 D 选项。 

34. 领导者对人才考核的内容，最重要的是（    ）。 

【答案】D。本题考查考核。A 项的德，即考核员工的思想政治

表现与职业道德。B 项的能是指员工的工作能力。C 项的勤是指员工

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态度。D 项的绩主要指工作业绩。领导者对人才

考核中最重要的是对工作业绩的考核，正确答案为 D 项。 

35. 通过公开考试的办法考察应试者的知识……此任用方式属于

（    ）。 

【答案】B。本题考查人员配备。A 项聘任制，指用人单位运用

合同（契约）形式聘用工作人员的一种任用制度，又称“聘请制”或“合

同聘任制”。C 项竞选制是指由竞选人提出竞选方案，通过自由竞争，

由具有选举资格的人员直接选举，确定任用人员。D 项委任制，亦称

任命制，与选举制相对应，是指由立法机关或其他任免机关经过考察

而直接任命产生行政领导者的制度。ACD 都不符合题干要求。考任制

是指用人单位或主管部门根据工作需要，公布范围条件，根据统一标

准经过公开考试，识别、选拔领导干部的制度。根据题干中“通过公开

考试的办法”可知，任用方式英式考任制，所以正确答案为 B 项。 

36. 某行政机构为了更加全面地考核组织成员……绩效评估方法

是（    ）。 

【答案】C。本题考查组织中的绩效考核。A 选项业绩评定表又

称“等级量度法”，它根据所限定的因素来对员工进行考绩，考核者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8%83%BD%E5%8A%9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7%A7%AF%E6%9E%81%E6%80%A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6%80%81%E5%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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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均使用一种事先印制的表格从事考核。不合题意，错误。B 选项企

业关键绩效指标是通过对组织内部流程的输入端、输出端的关键参数

进行设置、取样、计算、分析，衡量流程绩效的一种目标式量化管理

指标，是把企业的战略目标分解为可操作的工作目标的工具，是企业

绩效管理的基础。不合题意，错误。D 选项目标管理即让企业的管理

人员和员工亲自参加工作目标的制订，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并

努力完成工作目标的一种管理制度。不合题意，错误。C 选项 360 度

绩效评估法又称为全方位考核法，该方法是指通过员工自己、上司、

同事、下属、顾客等不同主体来了解其工作绩效，通过评论知晓各方

面的意见，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来达到提高自己的目的。根据题

干中的“以此对被考核者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绩效评估”可知，此行

政机构运用的是该评估法，故正确答案为 C。 

37. 目标管理中的目标是由谁确定的（    ）。 

【答案】D。彼得·德鲁克在 1954 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

中，首先提出了“目标管理和自我控制的主张”。 “目标管理”方法实质

是员工参与制定目标，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D 项正确。ABC 项

不合题意，错误。因此正确答案为 D。 

38. 2017 年 4 月 30 日……“富州天然气管网”项目属于第（    ）

象限。 

【答案】B。时间“四象限”法是美国的管理学家科维提出的一个时

间管理的理论，把工作按照重要和紧急两个不同的程度进行了划分，

分为四个“象限”。第一象限是重要又急迫的事；第二象限是重要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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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急的事；第三象限是紧急但不重要的事；第四象限属于不紧急也不

重要的事；根据“四象限管理法则”，“富州天然气管网”项目对诺鑫银

行来说，是件重要又急迫的事情，属于第一象限，ACD 项不合题意，

错误。所以正确答案是 B 选项。 

39. 企业再造……不属于企业再造的是（    ）。 

【答案】D。企业“再造”也就是从头改变，重新设计，对工作流程

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思考和彻底改革。A、B、C 选项都是企业为了改善

自己原有的状况，而对企业进行重新思考和改革，体现了企业再造。

而 D 选项只是阐明了严格管理条例带来的有序运转，并没有提到企

业所做的改善和改变。本题选择错误项，故正确答案为 D。 

40. 通过你的努力协助，……小李的管理幅度是多少呢？（    ） 

【答案】A。管理幅度指管理者能够直接而有效地指挥和监督的

下属人员的数量度，又称“管理宽度”或“管理跨度”。题中小李作为店

长，其管理幅度包括财务、出品、外场、采购 4 个部门的部长，即小

李的管理幅度是 4。故正确答案为 A。 

41. 因为张黎工作努力尽职，……这种做法符合（    ）的观点。 

【答案】D。本题考查双因素理论。激励因素是指使职工感到满

意的，属于工作本身或工作内容方面的因素；保健因素是指使职工感

到不满的，属于工作环境或工作关系方面的因素。张黎选择了工作内

容，承担具有挑战性的新任务，工作更尽力。符合赫兹伯格的双因素

理论中的激励因素。D 选项正确。公平理论是指员工的积极性不仅与

绝对报酬有关，也与相对报酬有关，员工的公平感直接影响职工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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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动机和行为。A 选项不合题意，错误。强化理论是指行为的结果对

行为有强化作用。如出现组织希望的结果，这个结果就会成为促进行

为的强化物，强化原来的行为。B 选项不合题意，错误。期望理论是

指人的积极性被调动的大小取决于期望值与效价的乘积。C 选项不合

题意，错误。 

42. 管理理论中 5s 现场管理法……其中整顿指的是（    ）。 

【答案】D。考察 5s 对应的定义。整顿是指必需品依规定要求定

位、规定方法摆放整齐有序，明确标示。D 项正确。A 选项指的是整

理；B 选项指的是素养；C 选项指的是清扫。清洁是指将整理、整顿、

清扫实施的做法制度化、规范化，维持其成果。故正确答案为 D。 

43. 管理方格图……这种领导方式属于（    ）。 

【答案】D。管理方格理论中领导者对人的关心和对工作的关心

程度保持中间状态，是中间型或平衡型，即 5.5。D 选项正确。A 选

项（9.1）指领导者对工作关心程度高，对人关心低，为任务型。不合

题意，错误。B 选项（9.9）指领导者对工作和人都关心，是团队型。

不合题意，错误。C 选项（1.1）为贫乏型，指领导者对任务和对人关

心程度都低。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D。 

44. 管理经济学……它主要解决的问题是（    ）。 

【答案】A。管理经济学是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微观经济

学在管理实践中的应用，为企业决策和管理提供分析工具和方法。市

场需求、费用分析和成本管理属于经营决策下的具体内容。因此选 A。

BCD 项不合题意，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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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管理就是决策”的提出者是（    ）。 

【答案】B。“管理就是决策”的提出者是赫伯特·西蒙，故 B 选项

正确。福利蒙特·卡斯特是系统管理思想的代表人物。A 选项不合题意，

错误。切斯特·巴纳德是中期组织理论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权威接受论。

C 选项不合题意，错误。马斯洛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提出者。D 选项不

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B。 

 

二、多项选择题 

46. 组织是由不同成员构成的，……委员会的哪一局限性（    ）。 

【答案】BCD。委员会的局限性：1、时间上的延误。为了取得大

体一致的意见，制定出各方面基本上都能接受的决策，委员会需要召

开多次会议。2、决策的折中性。充分考虑各个方面的利益，委员会

决策与其说是集体的意见，不如说是各种势力妥协、折中的产物。3、

权力和责任的分离。当委员会被授予一定的权限时，必须对相应的权

力使用的结果负责。导致委员会职权与责任的分离。BCD 项正确。委

员会可以协调各种职能，加强部门间的合作。A 项错误。 

47. 按职能划分部门的优点有（    ）。 

【答案】ABC。职能制是指企业内部各管理层次设置职能机构，

各职能机构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有权向下级发布命令和指挥。其优点

包括：有利于充分发挥专业人才的作用；简化了培训工作；减轻直线

领导人员的工作负担；弥补领导人员管理能力的不足。ABC 选项正确。

缺点包括：容易造成多头领导，不利于综合管理者的培养。D 选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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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 

48. 菲德勒的随机制宜的领导理论的结论包括（    ）。 

【答案】AD。菲德勒的领导理论把领导风格分为两种：关系取向

型与任务取向型。当领导者的情境处于有利和最为不利状态时，采用

"任务导向型"；当领导者的情境处于中间状态时，适宜采用"关系导向

型"。BC 选项错误，AD 选项正确。 

49. 对于企业而言，沟通的重要意义是（    ）。 

【答案】BD。沟通是信息从发送者传递到接受者的过程和行为。

沟通是实现领导职能的基本途径。沟通的重要意义是传递和获得信息

改善人际关系。BD 项正确。管理中的沟通是领导激励下属，不是企

业凝聚为一个整体的催化剂，也不是仅仅企业同政府等建立固定联系

的桥梁。AC 项错误。 

50. 下列属于运用前馈控制的是（    ）。  

【答案】BCD。前馈控制又称指导将来的控制，它的具体办法是不

断利用最新信息进行预测，把所期望的结果同预测的结果进行比

较，采取措施使实际活动与期望的结果相吻合。BCD 项属于前馈控

制，正确。A 项企业根据产品销售不畅的情况，再决定改变产品结

构，属于反馈控制，错误。 

英语篇 

一、单项选择 

1. Doesn’t he remember (    ) me before? 

【答案】B。remember doing sth 是 remember 的固定搭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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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ving seen 是现在完成时的 ing 形式，表已经完成某件事的状态，

常常跟另一个小分句一起组成复合句，而另一个小分句是一个过去的

时态，或出现过去的时间标志词。 

2. You’re sweating heavily. You look tired (    ) running. 

【答案】D。be tired with sth 是固定搭配，意为：因…感到疲倦。

Look 和 be 都是系动词，用法是相通的。所以这里可举一反三，用 be 

tired with sth 这个搭配。 

3. (    ) time has passed since we graduated. 

【答案】B。这道题考查不同词含义的区别：conscious 意识到的；

considerable 大量的；conservative 保守的；consistent 一致的。只有

B 符合题义。 

4. Without the teacher’s instruction, he (    ) any great progress. 

【答案】D。题干句子表假设、虚拟，意为“如果没有…，他就…”，

是虚拟语气的一种。he 引导的是主句，从题干的意思可判断出这发

生在过去。所以虚拟语气中，对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主句用 would 

have done. 

5. The professor’s new book is (    ) reading. 

【答案】D。be worth doing sth 是固定搭配，且对于修饰 worth

的副词来说，用 well 更地道。  

6. You should make choice based on your (    ) and long-term 

needs. 

【答案】D。A 和 B 项都是指基础的、基本的，选了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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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味着另一个也要选，所以 A、B 都排除。C 项 superficial 是指肤浅

的、表面的；D 项 immediate 是指目前的、当下的。根据句意可知选

项 D 更合适，Immediate and long-term needs 意为：当下的和长期

的需求。 

7. The reform will hopefully help (    ) a number of job. 

【答案】B。A 项 exist 指存在、生存，语义与题干不符；选项 CD

都是“引发、招致”；B 项 generate 指产生、创造。 

8. Continuous work will (    ) your energy and make you 

exhausted. 

【答案】C。只有 C 选项 drain 指抽干、耗尽（精力）。A 项 apply

“申请、应用”；B 项 hold“拥有、约束控制”；D 项 leave“离开、留下”，

词义与题干均不符。 

9. I’m going back to my home town this winter, (    ) I won’t 

have enough time… 

【答案】B。逗号加 which 是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标志，而根据

题干的意思，知道后半句是指：他这个冬天将要回他家乡，（但是）

到那个时候，他没有足够的时间买礼物。所以修饰的先行词是 this 

winter，能与之搭配的，是介词 in，选 B。 

10. We will get (    ) our partners to determine the best. 

【答案】A。get in touch with 与…取得联系。B 项指赶在…之前、

超过、领先；C 项指回到…；D 项指和…相处。只有 A 项与题干含义

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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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    ) is clear from this diagram, the main policy-making 

body is the MCC. 

【答案】B。该题是由 as 引导的定语从句，正如 As is known to 

all, dog is the friend of human beings. 

12. It was the only piece of junk (    ) broom head was 

optimistic about. 

【答案】A。首先，broom head was optimistic about 是限定性

定语从句，修饰先行词 junk，从意思上，排除了 B 选项；而 what

不能引导定语从句，所以排除 C 选项。而该先行词又被 the only 修

饰的，所以只能用 that 不能用 which。 

13. The glass remains warm because you (    ) it since this 

morning. 

【答案】D。该题出现了由 because 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所

以 because 后面应出现完整的句子，即主谓宾，空白处必须是谓

语，而 B 是非谓语，所以排除 B；且题干出现了 since this morning

（从今天早上起），从过去的某一时间点延续到现在（因为主句用的

是一般现在时），所以必须要出现现在完成时，而 D 项的现在完成

进行时是现在完成时中的一种，特殊之处在于：它还表明某情况将

会继续进行，也符合该题义，所以选 D。 

14. Call us to take your first step (    ) becoming a successful 

investor. 

【答案】B。题干是指“朝着某目标迈出的第一步”，所以符合“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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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含义的介词选项只有 B。 

15. The economists reduced their (    ) largely because they 

expect spending will decline. 

【答案】D。A 选项 preview 预映、预演；B 选项 prophecy 预

言；C 选项 forecast 预报（如天气预报）；D 选项 estimate 预估。只

有选项 D 符合题义。 

16. It is cheaper to buy software (    ) with a PC than 

separately. 

【答案】D。A 选项 be packed with“充满某物”；B 选项 be 

bound with 这种搭配不存在；C 选项 be attached with“附加、附

上”；D 选项 be bundled with“附带、捆绑”。bundled 可用于“捆绑销

售”，而原文是指买个人电脑时，把软件也一起买了，这样对比单独

买这两样要便宜，所以只有 D 合适。 

17. The (    ) to hand over your financial future to an expert 

can be high. 

【答案】C。hand over 是指：(把某事) 交给…负责。选项 A 意

为戒酒、节制；选项 B 意为模板、样板；选项 C 意为诱惑；选项 D

意为性情、性格。根据句意，选 C 是最合适的。 

18. My mother, Jane, was 18 when her father died and was 

already in an (    ) marriage. 

【答案】D。plan 表计划，arrange 表筹办，所以 arrange 跟婚

姻更搭配，排除选项 BC。且婚姻是人主动筹办婚姻，换言之婚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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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筹办”。所以这里用 arranged 被动形式更符合语境。 

19. The police say they would rather that drivers just (    ). 

【答案】B。实际上，would rather 是也虚拟语气的一种，（宁

愿、希望）。而题干主句的谓语 say 是用的一般现在时，且根据句意

就可以判断出，警察希望司机开慢一点，所以是对现在的虚拟。

would rather 在虚拟语气中，就相当于 if 引导的从句，所以对现在

的虚拟，从句里用一般过去时。 

20. Land around (    ) Thames to the west of the city had long 

attracted tillers of the soil. 

【答案】B。Land around (    ) Thames 意为：泰晤士河周边

的土地。泰晤士河是专有名词，只能用定冠词 the 来修饰。 

21. Customers who use the telephone in hotel room will face a 

daily (    ) of $10. 

【答案】D。charge 意为：收费（此处为名词），其他三项意思

不符合题意。A 选项 price“价格、代价”；B 选项 income“收入、收

益”；C 选项 compensation“补偿、报酬”。 

22. (    ), she would do almost anything to get away from here. 

【答案】D。由题干 would do（某人将会……）可看出，前半句

是一个条件状语从句，可以理解为 If winter comes。而四个选项没

有 If winter comes，但是独立主格“名词+动词的现在分词 or 过去分

词”也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winter 和 come 之间是主动关系，所以

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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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No one knows the reason (    ) she refused the invitation. 

【答案】A。题干意为：没有人知道她拒绝邀请的原因，即：没

有人知道为什么她拒绝了邀请，所以，根据题意，选 A。 

24. The teacher reminded me that I was (    ) age as she had 

been when… 

【答案】A。sb. be the same+名词+as sb. be 是固定搭配。 

25. Her temper was caused by the fact (    ) she had a terrible 

suspicion… 

【答案】D。该题考查的是先行词为 fact 的同位语从句，从句意

思为：她严重怀疑他们说的话是真的。而同位语从句是由 that 引导

的。 

26. I have been looking (    ) your kind reply. 

【答案】D。该题意为：我方期待您的回复。根据句意，只有 D

选项 look forward to“期待”最符合题意。 

27. I remember the first apple I tasted, (    ) to me by the man 

on the ship. 

【答案】D。该题主句结构是完整的（有完整的主谓宾），所以分

句部分只能用非谓语动词，即不充当谓语成分的动词相关形式。因此

只有选项 CD 符合要求，而题干的先行词是 apple，是 the man 给我

的苹果，所以 the apple 是“被”给我，即 the apple is given to me，所

以选项 D 正确。 

28. I thought it was just (    ) us, and you are blabbing it to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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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ghbors. 

【答案】B。该句意为：我以为这只是我们之间的事，而你却把

秘密泄露给了你邻居。根据句意，用 between 是最地道的表达。 

29. The Leeds “fan” behind me groaned and said that he hoped 

he’d have his leg (    )… 

【答案】B。该题考查的是固定搭配 have sth done，所以要用

break 的过去分词形式，即 B。 

30. I hold that (    ) an insider can easily mean accepting the 

presumptions of your province. 

【答案】B。that 引导的是宾语从句，(    ) an insider 是宾语

从句里的主语，所以只有 being 符合标准。 

二、阅读理解 

Passage 1 

31、Wha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examples mentioned 

in the passage? 

【答案】C。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difference of the two 

examples 定位到原文第二段 In both examples，发现是题干 the two 

examples 的同义词，所以，通过该词的前后文去找两个例子的

difference。于是，在第三段找到了 What the experiment shows is 

that wording can have potentially dangerous consequences.由此可

知，是 wording 导致两个例子出现差异。 

32、In the second example, more people choose the option 

(    ). 

【答案】D。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the second example 定

位到原文 in the second example people preferred the gamble o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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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ertain outcome of killing 400 people. Prefer A over B，意为“相比

起 B，更喜欢 A”，可知被调查的人们是倾向于 gamble，赌一个可能

性，即 a one-third probability that nobody will die。 

33、What’s the main theme of the passage? 

【答案】B。主旨题。通过阅读文章的首段和尾段，以及每一段

的首句，我们可以判断出，尾段出现了结论。因此，对尾段进行总结，

能得出文章主旨。而主旨论述的主要对象是 wording，排除 D；而 C 

是对原文句子的表面理解，wording 可能具有危险性，是因为 wording

可以改变人们的决定，文中举的两个例子以及大篇幅的文段，都是在

说明 wording can change people’s decisions，所以这是本文主旨。A

是指人们可以利用好 wording，但本文并未引申这么多，而是摆出事

实 wording 可以影响人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定，所以选 B。 

Passage 2 

34、What may the trees in the Amazon rainforest do when they 

fall? 

【答案】B。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trees in the Amazon 

rainforest 定位到第 1 段，Trees in the forest may or may not make a 

sound when they fall……，可知，选 B。 

35、What’s the size of the Amazon rainforest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答案】C。细节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Amazon rainforest 可以

定位至第二段第一句话，句子一开始就提到了数字，Covering an area 

of 1.4 billion acres，可知选 C。 

36、In order to reduce illegal logging, Brazilian government (    ). 

【答案】D。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Brazilian government 定位

至文段第三段。A 项错在 only，政府采取的措施不止这一项（采用卫

星成像系统）；B 项的 all illegal clearances 错在了 all，原文并未提到

是 all illegal clearances；C 项，虽然倒数第三段有句话是 trees in a 

protected area of the Brazilian Amazon have been fitted with a cellular 

Communications device，但是这并不能表明建立森林保护区是此次

为了减少非法伐木而采取的措施，有可能是以前就有保护区了，所以

C 项不严谨。D 项由第三段 Satellite imaging is one of these initi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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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政府已经投资了几项 initiatives。所以选 D。 

37 、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cellular 

communication device?  

【答案】B。是非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 the cellular communication 

device 可以定位至第四、五段。A 错是因为原文说该 device 运用于

trees in a protected area of the Brazilian Amazon，并不是 all trees；

C 错是因为并不是完全不需要充电，而是 can operate for over a year 

without recharging，即使用一年后需要充电；D 错是因为文中未提及。

选项 B 是根据最后一段得出来的。 

Passage 3 

38、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can assist those who want to 

start their business? 

【答案】A。细节题。根据第一段，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starting 

your own business, getting a college degree can aid in that process 

and propel you forwar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urriculum gives you a solid foundation on which to pursue your 

dream.可知 A 选项正确。 

39、Which of the following subject will you learn if you major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答案】D。是非题。从文中第二段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and international banking and finance and just 

a few of the subjects you will cover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可知 D 选项更全面。 

40、What’s the benefit of learning accounting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答案】A。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accounting 可以定位至第

三段，通过前两句可知 A 是正确的。第三句话后半句 which saves them 

time and money that can be reinvested into the business 可知 B 项用

invest 不够准确，应该用 reinvest，钱是被省下来再去重新投资的；C

项文中未提及；而 D 项错误，根据第一句话中的 financial statements

可知并不是 all the stat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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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As a management major, you know (    ). 

【答案】D。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management major 可以

定位至第四段 As a management major, you learn a wide variety of 

subjects that give you the tools to manage people in your business.可

D 选项正确。 

42、The writer of the passage is probably a/an (    ). 

【答案】D。文章大意说：如果想更好地创业，可以去读个工商

管理的本科学位。并且列举出不同的科目，会对公司管理有哪些好处，

可以看得出，是一个过来人的经验之谈，所以，D 项更符合。 

Passage 4 

43、 If your company has business transactions with Chinese 

companies, you would (    ). 

【答案】D。 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business transaction 可以

定位至文章首段，通过阅读可知 ABC 选项内容都是其中的细节信息，

因而 D 选项更全面。 

44、When did the RMB begin to be internationalized? 

【答案】C。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internationalized 可知与第

四段末尾 outside mainland China 为同义表达，所以该句中的时间点

in the early 2000s 就是正确答案，只有 C 选项与其最贴近。 

Passage 5 

45、Why did the price of gold ris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答案】D。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the price of gold 定位至

文段第一段 concerns over the stability of European banks sent gold 

prices up.所以选项 D 正确。 

46、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gold? 

【答案】C。是非题。由第四段的 Phil Streible, senior commodity 

broker, said traders often move into gold in anticipation of a crisis 可

知 C 选项正确。AB 选项内容文中未提及；D 项表述不正确，原文提

到的是 they park their cash in Treasure or in gold……所以选项中 U.S. 

Treasuries 表述不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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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about the prices of industrial 

metals? 

【答案】C。是非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industrial metals 可以定位

至第五段。ABC 选项讲述主体一致，第三句话提到了 Platinum for 

October rose $10.10 to $1517 an ounce（增长到每盎司$1517），C 选

项指增长了每盎司$1517，偷换概念，错误；而 AB 选项时间错误，写

成了 9 月份；第二句话 Copper for September delivery added 2 cents 

to $3.27 a pound 跟 D 项意思一致，所以选项 D 正确。 

48、In other trading, (    ). 

【答案】A。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in other trading 和选项内

容可以定位至第六、七段：In other commodity trading, wheat dropped 

3 cents ... Corn fell 5 cents … while soybeans slipped 11 cents … 

benchmark crude oil rose 64 cents…可知选项 BCD 错误，A 选项正确。 

Passage 6 

49、How long will President William Taylor stay in China? 

【答案】C。细节题。由第一段“welcome President William Taylor 

to Beijing ···for three days”可看出 C 选项正确。 

50、When will the president enjoy the famous Beijing Duck? 

【答案】A。细节题。由题干关键词 Beijing Duck 可以定位到第

三个表格，可知正确答案为 A。 

51、The confirmation or alteration can be made by (    ). 

【答案】D。细节题。由最后一段的 Would you please confirm 

by fax……可看出，确认或变更使用的是 fax。 

法律篇 

1.下列各项中不属于《宪法》特征的一项是（    ）。 

【答案】D。宪法是集中表现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规定国

家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基本原则，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的国家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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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宪法有以下三个特征：(1)究法是国家的根本法；(2)宪法是公民权

利的保障书；(3)宪法是民主事实法律化的基本形式。在国家法律体系

中，宪法不仅是系统全面规定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法律部门，而且其基

本出发点就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由此可见，A、B、C 均表述

的是宪法的特征。D.项中认为《宪法》的基本出发点在于保障统治阶

级的利益，这是错误的，不是《宪法》的特征之一。故本题正确答案

为 D。 

2.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对各部、各委员会发布的不适当命

令、指示和规章有权（    ）。 

【答案】C。国务院是全国最高行政机关。我国《宪法》赋予了

国务院统一领导全国性行政工作的权限，负责划分各部委、各地方人

民政府的行政职责，并实施监督，改变或者撤销各部委发布的不适当

的命令、指示和规章，改变或者撤销地方各级行政机关的不适当的决

定、命令。 

3.发明、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自（    ）起计算。 

【答案】A。《专利法》第 42 条规定：“发明专利权的期限为 20 

年，实用新型专利权和外观设计专利权的期限为 10 年，均自申请日

起计算。” 

4.我国《刑法》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对…… 

【答案】A。我国《刑法》第 8 条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领域外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或者公民犯罪，而按本法规定的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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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本法，但是按照犯罪地的法律不

受处罚的除外。”由此可知，本题正确答案应选 A。 

5.下列属于民族自治机关的是（    ）。 

【答案】C。民族自治机关就是民族自治地方的地方国家机关，

是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政权组织形式。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是自

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政府。A.项是国

家机关，B.项是乡级政府，D 项是民族自治区的行政机关,故本题选 C。 

6.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对于两上以上的申请人分别…… 

【答案】C。《专利法》第 9 条第 2 款规定：“两个以上的申请

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

由此可知，我国对于专利申请遵循申请在先原则，本题答案选 C。 

7.玩忽职守与滥用职权罪的主要区别是（    ）。 

【答案】D。滥用职权罪的行为人主观上是故意，而玩忽职守罪

的行为人主观上是过失。 

8.我国在《刑法》的时间效力上，采取的原则是（    ）。 

【答案】A。《刑法》第 12 条第 1 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以后本法施行以前的行为，如果当时的法律不认为是犯罪的，适用

当时的法律；如果当时的法律认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总则第四章第

八节的规定应当追诉的，按照当时的法律追究刑事责任，但是如果本

法不认为是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本法。”将这一规定进行归纳，

即从旧兼从轻原则。本题答案为 A。 

9.根据《刑法》规定，过失犯罪，（    ）才负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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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刑法》第 15 条规定：“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

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

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是过失犯罪。过失犯罪，法律有

规定的才负刑事责任。”因此本题答案选 B。 

10.根据《刑法》的规定，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应对

（    ）行为负刑事责任。 

【答案】C。《刑法》第 17 条第 2 款规定，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推动、

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这是相对负刑

事责任年龄阶段。处在此年龄段的人只对法律明文列举的上述几种犯

罪负刑事责任，而对其他犯罪不负刑事责任。 

11.罚金刑的适用方式是（    ）。 

【答案】C。附加刑是指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附加刑既可

以附加主刑适用，也可以独立适用。我国《刑法》第 34 条规定了罚

金、剥夺政治权利与没收财产三种附加刑，第 35 条规定了适用于犯

罪的外国人的驱逐出境附加刑。由此可知，罚金刑既可以独立适用也

可以附加适用，本题答案应选 C。 

12.张某犯抢劫罪和强奸罪，法院判处其抢劫罪 14 年…… 

【答案】A。《刑法》第 69 条规定，判决宣告以前一人犯数罪的，

除判处死刑和无期徒刑的以外，应当在总和刑期以下、数刑中最高刑

期以上，酌情决定执行的刑期，但是管制最高不能超过三年，拘役最

高不能超过一年，有期徒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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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超过二十五年。题中

张某总和刑期为 26 年，没有超过 35 年，故对其数罪并罚最高不得

超过 20 年。 

13.犯罪的主观要件中的间接故意是指（    ）。 

【答案】B。所谓间接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

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所以应选 B。 

14.我国现行《宪法》规定，（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

度。 

【答案】B。《宪法》第 1 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

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

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

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知，B 项为正确答案。 

15.划分部门法的主要依据是（    ）。 

【答案】B。划分部门法的主要依据是法律调整社会关系的对象

和方法。故答案为 B。 

16.《宪法》的最高效力表现在（    ）。 

【答案】B。《宪法》具有最高是指当其他法律和《宪法》发生

冲突时，不能违背《宪法》，这一效力的依据就在于《宪法》是制定

普通法律的基础和依据。 

17.下列有关法的普遍性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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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法的普遍性是指法作为一般的行为规范在国家权力

管辖范围内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和特性。但法的效力有局限性，一国

具体的法律，其效力也不同。 

18.按照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不同，可以把

法律规则分为（    ）。 

【答案】A。按照规则对人们行为规定和限定的范围或程度不同，

可以把法律规则分为强行性规则和任意性规则。 

所谓强行性规则，是指内容规定是有强制性质的，不允许人们随

便加以更改的法律规则。义务性规则和职权性规则属于强行性规则。 

所谓任意性规则，是指规定在一定范围内，允许人们自行选择或

协商确定为与不为，为的方式以及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内容的法律

规则。 

B 项中，确定性规则、委任规则和准用性规则是按照规则内容的

确定性程度所做的分类。C 项中，授权性规则和义务性规则是按照规

则的内容不同所做的分类。D 项不是对法律规则的分类。故本题正确

答案为 A。 

19.属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是（    ）。 

【答案】B。国务院组成部门包括：外交部、国防部、国家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

务委员会、公安部、国家安全部、监察部、民政部、司法部、财政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地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铁道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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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故正确答

案为 B。 

20.如果纳税人欠缴的税款发生在设定担保之后的…… 

【答案】B。《税收征管法》第 45 条条 1 款规定：“税务机关征

收税款，税收优先于无担保债权，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纳税人欠缴

的税款发生在纳税人以其财产设定抵押、质押或者纳税人的财产被留

置之前的，税收应当先于抵押权、质权、留置权执行。”而本题中，税

收发生在设定担保之后，因此税收不能优先于有担保债权执行，只能

优先于无担保债权。 

21.《刑法》规定，对于中止犯罪，没有造成损害的…… 

【答案】A。《刑法》第 24 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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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犯罪中止。对于中止犯，

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由此

可知，本题答案为 A。 

22.根据法律规定，人们可以预告估计到人们相互间将如何行为。

这体现了法的（    ）。 

【答案】D。首先，我们根据《预告估计》可排除 B、C.两项，

A.为干扰项，指引作用是指通过法，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是国家赞成的，

什么是国家反对的，从而指导我们自己的行为。因此只有 D.项符合题

意，根据法律规定，人们可以预先估计到人们相互间将如何行为，这

种作用被称为法的预测作用。指引作用是针对自己行为的，而预测作

用是针对他人的行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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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若第三人不履行

债务，则（    ）。 

【答案】B。《合同法》第 121 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

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当事人一方和第三人之

间的纠纷，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约定解决。”据此，当事人约定由第

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若第三人不履行债务，债务人应向债权人

承担违约责任。债务人在承担违约责任后，有权向第三人追偿。这是

合同相对性原则的体现。 

24.下列有权制定行政法规的机关是（    ）。 

【答案】B。《立法法》第 56 条第 1 款规定：“国务院根据宪法

和法律，制定行政法规。”本题选 B。 

25.甲某 16 岁，交通民警在纠正交通违章时将其打伤…… 

【答案】D。受行政侵权行为损害的任何公民在实体上都具有行

政赔偿请求人的资格。受害公民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其法定代

理人可以代为行使行政赔偿请求权。行政赔偿请求人仍为本人，法定

代理人只是代人行使。 

26.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    ）处罚。 

【答案】D。《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14 条规定：“盲人或者又聋

又哑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不予处罚。”故选 D。 

27.下列各项中，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的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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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依据《宪法》第 107 条的规定，省、直辖市的人民

政府决定乡、民族乡、镇的建置和区域划分。 

28.我国采取（    ）的国家结构形式。 

【答案】D。我国现行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 

29.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相抵

触的行政法规（    ）。 

【答案】B。根据《立法法》第 88 条的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有权撤销同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有权撤销同宪

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同宪法、法律和

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地方性法规，有权撤销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的违背宪法和本法第 66 条第 2 款规定的

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由此可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国务院制定的行

政法规只有权撤销，无权改变。故本题答案为 B。 

30.根据现行《宪法》，有权发布特赦令的国家机关是（    ）。 

【答案】C。《宪法》第 80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公

布法律，任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会

主任、审计长、秘书长、授予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号，发布特赦令，

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宣布战争状态，发布动员令。”由此可知，发布特

赦令属于国家主席的职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特赦，但特赦令

则应由国家主席发布。因此本题答案应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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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根据《宪法》及相关法律规定，国家的最高监督权由（    ）

行使。 

【答案】C。在我国，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国家

最高监督权，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1）监督各项法律、行政法规、

地方性法规以及各种规章是否符合《宪法》的原则和条文的规定；（2）

监督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和社会团体、各企事组织的行

为是否违反《宪法》。由此可知，本题确答案应选 C。 

32.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以制约权力为关键…… 

【答案】A。法治是指以民主为前提和目标，以严格依法办事为

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

状态。法治的核心是严格依法办事。故选 A。 

33.法律关系的内容是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法律权利和法律义

务…… 

【答案】B。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和义务在价值上不

是对待关系，而是主次关系。义务是为权利服务的，义务存在的目的

是要保障权利，法律追求的是权利，为了实现这一追求，才有了义务。

B 项则认为享有权利是为了更好地履行义务，这违背了“权利本位”的

思想。 

34.根据我国法律规定，中国公民、组织在中国境内一律适用于中

国法律…… 

【答案】C。所谓保护主义即从保护本国的利益出发，要求凡侵

害本国国家或公民利益的犯罪，无论犯罪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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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犯罪地是在本国还是在本国领域外，都适用本国《刑法》。题干

表述“外国人在中国领域之外对中国国家或公民犯罪按中国刑法规定

应处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可以适用中国刑法”，即为保护主义。 

35.我国《刑法》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

是犯罪…… 

【答案】A。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行为，不认为是犯罪就

是不构成犯罪，并非缩小打击面的特殊策略。 

36.王某患有间歇性精神病，一日到农家菜馆喝醉酒后将该饭馆

老板打成重伤…… 

【答案】D。精神病人在不能辩认或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

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本题中，王某

将饭馆老板打成重伤时能辨认，控制自己行为故应负刑事责任，另外，

醉酒的人，应负刑事责任，故王某喝醉酒不影响其负刑事责任。 

37.甲、乙二人均系木材厂的工人。某日为某房主搬运木材…… 

【答案】A。首先判断认识因素，即乙是否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引

燃油桶，显然乙并非明知，故排除故意的心理态度，再判断乙是否应

当预见到自己的行为会引燃油桶，如不应当预见，则为意外事件。本

题，乙应当预见到打火机可能点燃油桶，故是过失的心理态度。其次，

判断意志因素，如果乙预见到了打火机可能点燃油桶则是过于自信的

过失，如果没有预见到打火机可能点燃油桶则是疏忽大意的过失。本

题，乙说“去试试”说明没预见到，故为疏忽大意的过失。 

38.李某与王某素有仇怨。一日，李某拦住王某，百般辱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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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本题排除正当防卫，因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主观条

件，李某的行为属故意杀人。 

39.对犯罪分子短期剥夺自由，就近实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是

（    ）。 

【解析】B。拘役是短期剥夺犯罪分子人身自由，并就近实行劳

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故选 B。管制不剥夺自由，刑事拘留非刑罚方法，

有期徒刑非“短期”剥夺自由，故排除 A、C、D，因此选择 B 项。 

40.下列情形中，属于自首的是（    ）。 

【答案】D。A 选项城建局局长未自动投案，不属自首；B 选项

赵某供述的是他人的罪行，不属自首；选项 C 属共同犯罪须供述自己

了解的其他人的犯罪事实才构成自首，秦某未供述乙的犯罪事实，不

构成自首。马某并非出于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构成自

首，因此选择 D 项。 

41.李某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2 年，缓刑 3 年，缓刑考验期

满后…… 

【答案】D。缓刑犯在缓刑考验期内又犯新罪，应当撤销缓刑，

对新罪作出判决，把前后两罪所判处的刑罚，按照数罪并罚的原则，

决定执行的刑罚。故选 D。 

42.根据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下列罪犯不得假释的是（    ）。 

【答案】A。假释对象必须是被判处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的犯

罪分子，而且必须不是累犯以及因故意杀人、强奸、抢劫、绑架、放

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或者有组织的暴力性犯罪被判处 10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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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贪污罪、受贿罪、盗窃罪均属非暴

力性犯罪，皆可适用假释，故排除 B、C、D，因此选择 A.项。 

43.我国《刑法》没有规定的时效制度是（    ）。 

【答案】B。我国《刑法》只规定了追诉时效，未规定行政时效，

故选 B。 

44.国家工作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 

【答案】D。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

取或者以其他手段占有公共财产的行为构成贪污罪。 

45.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时违背法律授权的宗旨…… 

【答案】B。滥用职权罪，是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规定

的权限和程序，滥用职权，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

损失的行为，故选 B。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在于主观方面，

前者是过失，后者主要是故意。徇私枉法罪与滥用职权罪的区别在于

主体，前者主体为司法工作人员，后者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而徇私

舞弊的主体二者皆可。 

46.监护人处分被监护人的财产，必须（    ）。 

【答案】C。《民法总则》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

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

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由此可知，本题答案应选 C。 

47.作品被主、出版、发行的 7 岁小画家是（    ）。 

【答案】A。由《民法总则》规定可知，不满 8 周岁的未成年人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本题正确选项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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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单位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实施的危害

社会的…… 

【答案】B。单位犯罪的主体是“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

团体”，只有 B.项中“某存款类金融机构负责人”不符合这一界定，依据

题意应选 B。 

49.在下述各种企业制度中，（    ）属于法人企业。 

【答案】D。法人企业是指取得法人营业执照、具有法人地位的

企业。公司制企业是按照公司法规定的程序设立的，以营利为目的的

法人企业。公司制企业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属于法

人企业，依据题意应选 D。 

50.下列情况中，不属于职务发明创造的是（    ）。 

【答案】D。职务发明创造是指职工在履行职务中所完成的新发

明、新设计，或者是在执行所在单位的指令中完成的发明创造。由此

可知，A、B、C 均属于职务发明创造。发明人或设计人利用业余时间

完成的发明创造，并不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或者执行本单位

的任务完成的发明创造，因此，不能认定为职务发明创造，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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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招获取答案啦 

 
 

更多题目请下载华图金领人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