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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景德镇事业单位公共基础知识试题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每小题 0.6 分，50 题共 30 分）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9 月 3 日在厦门国际展览中心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并发表

题为《共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的主旨演讲，强调金砖国家要共

同开创金砖合作第二个“金色十年”，让合作成果惠及五国人民，让世界和平发

展的福祉惠及全国民众。

下列关于金砖国家的说法错误的是( )

A.2001 年，美国高盛公司首次提出“金砖五国”概念，囊括了全球最大的五个

新兴市场国家

B.2010 年 12 月，中国作为“金砖国家”合作机制轮值主席国，与俄罗斯、印度、

巴西一到商定，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C.金砖国家遵循开放透明、团结互助、深化合作、共保发现的原则和“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的金砖国家精神，致力于构架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

关系

D.近年来，金砖国家合作已经形成以领导人会晤为引领，以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

议，外会长会晤等部长级会晤为支撑，在经贸、财经、金融、教育、卫生、科技、

文化、禁毒、统计、旅游、智库、城、地方政府合作等数十个领域开展务实合作

的多层次架构。

【答案】A

【解析】2001 年，美国高盛公司首席经济师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四国”

这一概念，特指新兴市场投资代表 2008 年-2009 年，相关国家举行系列会谈和

建立峰会机制，拓展为国际政治实体，并非“金砖五国”的概念。2010 年南非

加入后，其英文单词变为“BRICS”，金砖四国改称“金砖国家”。

【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 2017 年 9 月是第十四个“适量月”，全面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关

键要从源头务实质量提升的基础，尤其要强化 ( )质量主体作用。

A.央企

B.国有企业

C.大型企业

D.中小企业

【答案】D

【解析】2017 年 9 月是第十四个“适量月”，期间，质检总局广泛开展中小企

业质量技术服务活动。中小企业是市场经济国家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目前，

中小企业在发展经济、创造就业、活跃市场等方面发挥着极其重要作用，已然成

为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重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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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3. 2017 年 7 月 26 日，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十九大”专题研讨会，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是改革开放

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

A.最终实现共产主义

B.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C.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D.全国建成小康社会

【答案】C

【解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明确宣

示了我们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担负什么样的历史使命、

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不移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鲜明态度和坚定信念。

【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4. 55 年来，河北( )林场的建设者们听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

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

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

业、绿色发展的精神。

A.塞北

B.塞罕坝

C.老掌沟

D.北曼闽

【答案】B

【解析】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河北塞罕坝林

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55 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

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

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5. 2017 年 7 月 8 日，福建省( )在法兰克拉科夫举行的世界遗产大

会上获得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拥有 52 出世界遗产。

A.金门

B.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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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鼓浪屿

D.武夷山

【答案】C

【解析】7月 8日，福建省鼓浪屿在波兰克拉科夫举行的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

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至此，中国已拥有 52 处世界遗产。

【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6. 中国领导人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

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

本质内涵是（ ）

A 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B 实现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社会和谐

C 实现国家富强，共同富裕，社会和谐

D 实现社会正义，民族复兴，人民幸福

【答案】A

【解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的本质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这个梦想，把国家的追求、民族的向往、人民的期盼融为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

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表达了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景。

【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7. 全党同志紧密团结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周围，全面深入贯彻本次全会

精神，牢固树立（ ）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坚定不移维护

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确保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

A.政治意识

B.大局意识

C.核心意识

D.看齐意识

【答案】A

【解析】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

【知识点】时政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8. 法律如果推不开特权的门，也一定跨不进人民的心，下列选项与该

句体现的含义最接近的一项是（ ）

A.法律不能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

B.让我们维护公平，那么我们将会得到更多的自由。

C.公正的法律限制不了好人的自由，因为好人不会去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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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是我愿意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

【答案】A

【解析】“法律如果推不开特权的门，也一定跨不进人民的心”阐述的是在法律

面前不应该有任何人拥有特权，体现的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其含义与“法律不

能人人平等但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致。B、C 选项体现的是法律的公平

与自由的关系，D选项体现的是法律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的权利。因此 A选项说

法正确。

【知识点】法律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9. 下列不属于宏观经济调控目标的是( )

A.社会总供求基本平衡

B.收入的平均分配

C.充分就业

D.国际收入平衡

【答案】B

【解析】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稳定物

价，保持国际收支平衡，不包括收入的平均分配。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0. 使 ( )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必须深

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质服务改革.

A.市场

B.企业

C.财政

D.党委

【答案】A

【解析】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

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其关键就是转变

政府职能。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1. 尽管黄金已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商品。但在很长时间内，黄金都经常

作为一种防范纸质贬值，防止货币缩水的手段这是因为黄金具有( )的职能。

A.价值尺度

B.贮藏手段

C.世界货币

D.支付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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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货币的职能包括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以及世界货

币。而其中，贮藏手段指的是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做独立的价值形态和

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保存起来的职能。当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减少时，多余的货

币就退出流通。当流通中需要的货币量增加时，部分被贮存的货币就进人流通。

因此，货币的贮藏手段能够有效调节市场中的流通货币量。而一般只有足值得金

银货币具有贮藏手段，纸币不具备贮藏手段。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2. 市场经济最基本的功能是( )

A.优化资源配置

B.提高经济效率

C.促进技术创新

D.促进社会全体进步

【答案】A

【解析】市场经济的基本功能包括利益刺激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功能、优胜劣汰

功能、自动调节收入分配功能。而其中市场经济依靠市场主导决定资源配置手段，

其最基本的功能是优化资源配置功能。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3. 通货膨胀一般指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要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

阶段持续面普遍上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的实质是( )

A.货币供给量大于需求量

B.社会总需求小于社会总供给

C.社会总需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D.物价很快的上涨，纸质的失去价值

【答案】C

【解析】通货膨胀指的是在纸币流通条件下，因货币供给大于货币实际需求，导

致货币贬值，而引起的一段时间内物价持续而普遍地上涨现象，实质是社会总需

求大于社会总供给。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4. 节俭是传统美德经济学家凯恩斯则提出了节俭悖论，认为节俭对个

人家庭来说是美德。而对社会来说则意味着支出减少导致有效需求不足阻碍经济

发展造成失业增加，收入减少。这启示我们( )

A.个人应该坚持节俭，社会应该扩大消费

B.消费决定生产，政府应适当刺激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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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节俭观念已不再提倡

D.应重视消费对生产的影响，积极引导消费

【答案】D

【解析】题干中阐述的是虽然节俭是一种传统美德，但是节俭可能阻碍经济发展，

减少就业岗位和收入，表现是消费的减少对于生产产生的负面影响，与 D选项的

意义相符。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5. 近年来我国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为了抑制房价涨势，政府可以选

择的措施有（ ）

A.规定商品房价格

B.扩大商品房需求

C.增加商品房用地的供给

D.减少商品房用地的供给

【答案】C

【解析】商品房价格上涨过快，是公众对于房价变化的趋势预期导致市场对于商

品房的需求大于市场的供给。而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商品房用地的供给，从而增加

商品房的供给，供给增加，从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房价上涨。

【知识点】政治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6. 经济新学态下，我国产业结构更趋优化，经济由工业主导迈向（ ）

主导。

A.农业 B.服务业

C.金融业 D.电子商务

【答案】B

【解析】我国经济由工业主导迈向了服务业主导。服务业作为第三产业不仅仅方

便了消费者，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而且反过来对第一、第二产业的发展起到促

进作用，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其繁荣和发展程度的高度，已经成为衡量

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知识点】经济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7. 红军长征路上充满了爬雪山，过草他，忍饥挨饿，敌人追捕等一系

列困难但红军战士都怀着革命必将性利的信心、最实现了长征的伟大胜利，这体

现的哲学原理是（ ）

A.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B.果断抓住时机，促成须变

C.努力创造条件促进主次矛盾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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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答案】D

【解析】红军的长征过程中虽然在过程中遭受很多的挫折和困难，但是其道路和

前途是光明的，其过程是发展的、向前的。这体现了唯物辩证法中事物的发展是

前进性和曲折性的统一，其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明的。

【知识点】哲学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8. 新时期爱国主义的根本内容是（ ）

A.坚持爱国主义与社会的统一

B.正确应对经济主体化的挑战

C.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D.坚持对外开放，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关系

【答案】C

【解析】新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既承接了历史上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又吸纳

了鲜活的时代精神，新时期爱国主义的主题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

要表现在弘扬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献身于建设和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献

身于促进祖国统一的事业。其根本内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知识点】时事政治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19. 我国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 ）负责制。

A.行政首长

B.政府全体会议

C.政府常务会议与行政首长。

D.委员会集体

【答案】A

【解析】我国的各级人民政府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是地方各级国家权力

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

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

【知识点】法律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0. 下列中国古代法律格言与其蕴含的法学理论对应不正确的是（ ）。

A.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执法必严，执法必公。

B.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法律具有强制性。

C.治国使众莫如法，禁淫止量莫如刑:依法治国

D.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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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出自《管子·任法》其

含义是法是衡量一切事物的标准，在法律面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变现的是法律

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与法律具有强制性不匹配。

【知识点】法律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1.民法中下列哪一情形属于可变重、可撤销的民事行为？（ ）

A.甲乙双方明知买卖、走私文物的行为。

B.精神病人甲将自己的戒指赠与他人。

C.手机卖家误将 5500 元的手机，当成 550 元的手机出售给顾客。

D.钱某是资深股民，在仔细研究了某网络公司的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后以每股

20 元的价格购买了该公司的股份 5000 股，但第二天该公司的股票却跌至每股 5

元。

【答案】C

【解析】可变更可撤销民事行为，简称可撤销行为，亦称“相对无效的民事行为”，

指依照法律规定，由于行为人的意思与表示不一致或者意思表示不自由，导致非

真实的意思表示，可由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变更或者撤销的民

事行为。主要包括，重大误解、显失公平、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等。C选项，卖

家误将 5500 元手机当成 550 元卖给顾客，属于重大误解。故选 C 为可变更可撤

销的民事行为。

【知识点】民法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2.按照我国现行法律规定，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对土地实行征收或征用。

B.宅基地、自备地、自留山属于集体使用。

C.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所有权依

照法的规定转让。

D.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以

外，属于集体所有。

【答案】C

【解析】《宪法》第 10 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

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

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

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

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所以，A选项、B选项

和 D选项正确，C选项中，应是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而非“所有权”。

故答案为 C。

【知识点】宪法

http://www.baike.com/sowiki/%E6%97%A0%E6%95%88%E7%9A%84%E6%B0%91%E4%BA%8B%E8%A1%8C%E4%B8%BA?prd=content_doc_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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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缺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4.甲、乙、丙三人合谋当天晚上去丁家放火烧死丁及其家人，丙因为

害怕事情败露承担刑事责任，而没去，当夜甲、乙放火烧死了丁及其家人。丙的

行为属于（ ）。

A.犯罪预备

B.犯罪中止

C.犯罪未遂

D.构成犯罪

【答案】D

【解析】在共同犯罪时，行为人之一单纯自己放弃犯罪，没有积极有效地阻止其

他共犯实施犯罪的，如果其他共犯的犯罪行为达到既遂状态，由于放弃犯罪的共

犯并未最终阻止危害结果的发生，所以，仍然应当对犯罪既遂负责，而非无罪。

所以，丙依然构成防火罪的犯罪既遂。

【知识点】刑法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5.行政机关依法变更或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时，给公民，法人或

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时，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的（ ）。

A.追究责任

B.给予处罚

C.给予补偿

D.给予赔偿

【答案】C

【解析】《行政许可法》第 8条第 2款规定，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

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

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

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知识点】行政法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26.李磊向王鹏借款 1万元，约定借款期为两年，到期后李磊应当还本

付息，王鹏借款给李磊让度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 ）。

A.所有权

B.收益权

C.经营权

D.使用权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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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李磊向王鹏借款属于货币的借贷，需要还本付息，因此，王鹏让渡的是

货币在一定时期内的使用权。

【知识点】民法

27-30 缺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31 古诗词是古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下列诗句中涉及物理变化的

是（ ）

A.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B.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C.只有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D.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答案】C

【解析】A,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中涉及到燃烧，燃烧有新物质生成，属于化

学变化，错误；B.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中涉及到燃烧 ，燃烧有有

新物质生成，属于化学变化，错误；C.只要功夫深，跌杵磨成针，无新物质生成，

属于物理变化，正确；D.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燃烧烟花 爆竹有

新 物质生成，属于化学变化，错误。故选 C。

【知识点】科技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32.下列事件按时间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是（ ）

①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②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

③开始设立经济特区 ④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点”

A.①②③④

B.②①③④

C.①③②④

D.①④②③

【答案】C

【解析】A.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 1978 年，提出了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转移

到经济建设上来；B.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首次在 1982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提

出，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C.1980

年 8 月 26 日，我国正式设立经济特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15 次会议决定，

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建立经济特区；

D.1987 年，党的 十三大报告阐述了 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理论，提出“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故答案选 C。

【知识点】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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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33.古语有云“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下列与该古语蕴含的哲学道理

相同的是（ ）

A.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B.牵一发而动全身

C.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D.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答案】B

【解析】“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体现了事物间普遍联系的哲学道理，B项“牵

一发而动全身”蕴含的哲学道理与之相同。A项体现了物质是第一性的，而意识

是第二性的。C项体现的是人们对客观因素的认识受主观因素的制约。D项体现

了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故选 B。

【知识点】哲学

34.缺

35.缺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36.有利于激发员工内在积极性的工作安排是（ ）

A.能力远远高于任务要求的人

B.能力远远低于任务要求的人

C.能力略高于任务要求的人

D.能力略低于任务要求的人

【答案】D

【解析】激发员工积极性属于激励理论范畴。能力略低于任务要求可以激发人们

对某种目标的渴望，使人们焕发很高的工作热情，表现出主动自觉的工作行为，

通过自身努力，达到任务要求。故本题答案选 D。

【知识点】管理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37.对于公共管理来说，（ ）是“政法性”很强的管理方法。

A.税收 B.信贷 C.价格 D.预算

【答案】D

【解析】西方理论界更多地强调政府预算的政治性，指明预算过程受立法机构和

政治程序根本制约和规定限制的特点。故本题答案选 D。

【知识点】管理

38.缺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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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干】39.我国灾害性天气种类繁多地区的差异性较大。下列属于降水异常造

成的农业气象灾害的是（ ）

A.寒潮 B.霜冻 C.冰雹 D.台风

【答案】D

【解析】A.所谓寒潮，是指来自高纬度地区的寒冷空气，在特定的天气形势下迅

速加强并向中低纬度地区侵入，造成沿途地区剧烈降温、大风和雨雪天气。这种

冷空气南侵达到一定标准的就称为寒潮；B.霜冻，指温度低于地面和物体表面上

有水汽凝结成白色结晶的是白霜;水汽含量少没结霜称黑霜;对农作物都有冻害；

C.冰雹，指当地表的水被太阳曝晒气化，然后上升到了空中，许许多多的水蒸气

在一起，凝聚成云，遇到冷空气液化，以空气中的尘埃为凝结核，形成雨滴，越

来越大，多了云托不住，就下雨了，要是遇到冷空气而没有凝结核，水蒸气就凝

结成冰或雪，就是下雪了，如果温度急剧下降，就会结成较大的冰团；D.台风，

发源于热带海面，那里温度高，大量的海水被蒸发到了空中，形成一个低气压中

心。随着气压的变化和地球自身的运动，流入的空气也旋转起来，形成一个逆时

针旋转的空气漩涡，这就是热带气旋。只要气温不下降，这个热带气旋就会越来

越强大，最后形成了台风。台风过境常伴随着大风和暴雨或特大暴雨等强对流天

气。

【知识点】地理

40-49 缺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50.从报告内容涉及的范围看，《政府工作报告》属于( )。

A.综合报告

B.专题报告

C.调查报告

D.情况报告

【答案】A

【解析】综合报告是指全面汇报本机关工作情况，可以和总结工作、计划安排结

合起来。要有分析，有综合，有新意，有重点。比如《政府工作报告》，因此，

选 A。专题报告是指向上级反映本机关的某项工作、某个问题或某一方面的情况，

要求上级对此有所了解的报告。所写的报告要迅速、及时，一事一报。呈报、呈

转要分清写明。调查报告是对某一情况、某一事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

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研究，揭示出本质，寻找出规律，总结出经验，最后以

书面形式陈述出来。情况报告是指向上级机关反映某种临时性情况、事故的报告。

情况报告一般由标题、主送机关、正文和落款四部分组成。实事求是、实情准确，

分析有据、详略得当，是写好情况报告的关键。

【知识点】公文

【题型】单选题

【难度】简单

【题干】51.中德建交 45 年来，两国_____平等互尊、合作共赢精神，_____各领

https://baike.so.com/doc/3584124-3768852.html
https://baike.so.com/doc/7650549-7924644.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5254-5653399.html
https://baike.so.com/doc/384453-407076.html
https://baike.so.com/doc/6525105-6738837.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55981-6068823.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61435-60742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861435-607427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58149-5593702.html
https://baike.so.com/doc/1538010-1626050.html
https://baike.so.com/doc/3529049-3711997.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7715-6511238.html
https://baike.so.com/doc/6297715-6511238.html


2017 年景德镇事业单位试题解析

13

城务实合作，______中德关系迈上新台阶。中德合作给两团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

的好处，并在促进中欧、更政合作中发挥了积极引领和示范作用依次域入画横线

郁分最恰当的项是( )

A.秉承 深化 推动 B.秉承 深化 推进

C.坚持 加强 推动 D.坚持 加强 推进

【答案】A

【解析】该文段是在论述中德关系发展，选项中有“秉承”和“坚持”，前者是

书面语，后者是口头语，所以选书面语“秉承”。第三个空，提示信息是迈上新

台阶，这是关系更进一步，“推进”侧重点在“进”的意思上，与后文语义重复，

而“推动”侧重点在“动”。所以选 A。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52.长长的半个多世纪，我先后住过燕园的不少地方这些住过的和没有

住过、却也有过于系的居所和屈字，留下了我的人生踪迹，也窗下了我的生命感

触。世事沧桑____，切都非常可贵，我来不及叙说，我只能借这儿片纸，_____

地勾面那敢落在湖畔的、尚可依稀辨认的_____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欢声笑语 零零散散 蛛丝马迹

B.悲欢离合 星星点点 雪泥鸿爪

C.酸甜苦辣 七零八落 千头万绪

D.喜怒哀乐 支离破碎 飞鸿踏雪

【答案】B

【解析】先看第一空，「欢声笑语」是表现积极感情色彩的词，与「世事沧桑」

表现的语境不符，排除 A项。再看第二空，「支离破碎」与「勾画」搭配不当，

排除 D项。再看第三空，「千头万绪」与前面的「依稀辨认」搭配不当，排除 C

项。将 B项代入文段，符合句意，当选。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53.“笔墨当随时代，_______。”时代主题的转换要求文艺面对生活调

整自身的姿志。随着时代主题从战争与革命向和平与发展转换。文艺的斗争思维

向和谐思维转型也就成为历史的要求。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句是（ ）

A.月有与时代北伐，文艺才具有蓬勃的生命力

B.文艺的思维方式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时代生活的影响

C.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会带来文艺产业的发展与进步

D.时代主副往往是特定时代的反映是政治思想的联集

【答案】B

【解析】横线处填入的句子应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前文说“笔墨当随时代“，

后文主要阐述了时代的转换对文艺思维方式的影响，因此兼顾前后语境，C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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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D不含文艺，因此，由“文艺的斗争思维向和谐思维转型”可知，本题答

案为 B选项。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54.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

A.《最强大脑》国际 P限赛第场，中国男孩布云龙和意大利少年安德烈表现退外，

引发观众对“中国式教育”的大讨论，面对质疑。李云龙的父亲李勇表示将圣持

自己的教育方式

B.昨日，长白山上的高山牡丹花已开得十分茂盛，如果明娜的阳光能够持续一段

时间的话,山上五光十色的花很快就能冒山来

C.虽然现在所访问的些国家，对我们很陌生，了解起来比较吃力，不过我相信，

在导游的帮助下，整个访同行程定会非常顺利

D.北京环亚市场研究社 2016 年调在，超六成受访者对防腐收的持续实施有信心，

民众对全面从严治党，有很高的期特

【答案】A

【解析】 B项中“五光十色”形容色泽绚丽，种类繁多，无法与语境中花搭配，

B错误;C 项中“了解”一词指代不清，C错误;D 项中“蓝皮书”和“调查”搭配

不当，D错误，故答案为 A。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55.下列各句中，没有歧义的有是( )

A.该国球迷看不上 2014 年世界杯足球赛

B.在这件事情上，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C.出席表彰大会的各条战线的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人情绪高涨、精神振有

D.孩子们非常喜欢张谷爷，一来到这儿就有说有笑，十分高兴

【答案】C

【解析】A项“看不上”表意不清，可以指“看不到”，也可以指“瞧不起”。

B项存在歧义，可以理解为“他们谁也没有权利来干涉我”或者“他们谁也没有

干涉我行使自己的权利”。D项“一来到这儿就有说有笑，十分高兴”，指代不

明，可以是“孩子们”也可以是“张爷爷”。因此 C项正确。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56.①心在丹麦，瑞典等北欧田家发现和出土的大量石斧、石制矛头、

箭头和其他石制工具以及树干造出的独木舟便是遗证

②陆地上的积冰触化后，很快就出现了背峰，地衣和细草，这些冻土原始植物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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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了驯鹿等动物

③又常年受从西面和西南面刮来的大西泮暖湿气流的影响，很适合生物的生长

④动物又吸引居住在中欧的猎人在夏天来到北欧狩猎

⑤北欧虽说处于高纬度地区，但这一带正是北大两洋暖流流经的地方

⑥这大约发生在 8000 年到公元前 6000 年的中石器时代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止确的是（ ）

A⑥⑤③④②①

B⑥②④①⑤③

C⑤③②④⑥①

D⑤②③④①⑥

【答案】C

【解析】先观察选项，比较⑤⑥句哪一句更适合做首句。⑥中的“这”为指示代

词，一般指代前文出现的主体，不适合作为发语词，因此予以排除。而⑤具有发

语词的特点，因此排除 A、B 选项。再观察各句的连贯性，③说北欧“很适合生

物的生长”，②说到了“苔藓、地衣和细草”等植物，然后又说“这些冻土原始

植物引来了驯鹿等动物”，④说“动物又吸引居住在中欧的猎人在夏天来到北欧

狩猎”，这三句在逻辑上紧密相关，故③②④应依序连在一起。⑥中“这”指代

前面一系列发展过程。最后①用出土的实物来加以佐证。因此，本题答案为 C 选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中等

【题干】57.与一般的风最名胜不同，地质公园展现了地球在不同时期的地质变

化和动植物生存的不同状态，是人们认知白然地理的绝仕系材。因此，到地质公

园参观不仪是资崇的过程，也差接受地质科曹教育的过释，尤具是对中小学生但

在我们的地质公网，很难石判设立相关的解说牌，也没有地质导游图利科背手册，

更没有专业的地质导游员。显然，这些需要资金和人力投入，却贝能教化民众而

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服务项目，被“屏蔽”掉了。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的悬( )。

A 地质公园是人们认知白然地聯的纶住态材

B科普职能的缺失是当前多数地质公园的通病

C政府亟须加强对地质公园的资金与政策扶持

D地质公园不应休这利，而包视厂自亮的地质补些页任

【答案】D

【解析】文段大意是：到地质公园参观也是接受地质科普教育的过程，但我们的

地质公园缺少这方面的设施和投入，只看重经济收益，没有承担教育责任。可见，

文段意在说明地质公园不应忽视自身在地质科普方面的教育责任，只有 D 项正

确。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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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中等

【题干】58.中国艺术走山去面临诸名兩难，这是我们常有的感慨我们记住了那

久多的欧兼文艺作品，文学、戏剧、电影、音乐、舞蹈以及美术等，一些中国观

众对许多来华团体、艺术家和作品，常常耳熟能详，如数家珍，而中国的出术作

品为域外所知的却少之又少。其根本原因是我们还没将产品做成品牌，剧目的品

牌、还是艺术家个人的品牌。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

A.中国艺术走出去面临诸多困难

B.艺术产品品牌化是中国艺术走出去的唯一途径

C.造成中国艺术走川去刚境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将产品做成品牌

D.提高中国艺术的知名度，关键在于艺术产品内容的创新

【答案】C

【解析】文中写出了根本原因就是强调的情况，没有将产品做成品牌。

【知识点】言语理解

【题型】单选题

【难度】难

【题干】59.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产业来升发，将文化资源全血推向市

场，使少数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市场运行大环节中的一个有效组成部分。而传统民

族体育、传统文艺表演、传统人文景观，都将叫以成为企业营销的好场所。因为

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不仪要靠引进外资，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建立高效的

激励机制等等，而且需要一个企业的良好形象。一个企业的形象效果以及产品的

营销战略不仅里要，而且文化与经济将有效互补，共同繁荣。

这段话主类支村了这样一种论点，即( ).

A.少数民放传统文化是种有特开发的产业

B.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需要良好的文化氛闱

C.市场经济条件下，少数民族长统文化资源可以转化成巨大的经济价值

D.少数民族的文化与经济有效互补，共同繁荣

【答案】C

【解析】这段话的重点是说怎么把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转化成大的经济价值，

应该抓住巨关键词“而且”，表示递进关系。选项 C最切合题意。

【知识点】言语理解

60 缺

二、多项选择题（5 小题 1.6 分共 8 分）

【题型】多选

【难度】简单

【题干】61.“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乎，不为，则易者变难矣。

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不易乎;不学，则易者亦难矣。”这句话反

映的哲学道理是（ ）

A.天下事，人之为学都有难易之分。体现了矛盾的对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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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难和易相依存，反映了矛盾的同一性

C.难和易关键在于，为与不为，说明矛盾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

D.要把事情办好，必须等待天时地利

【答案】ABC

【解析】由题干可知，难和易是一对矛盾，体现了矛盾的对立性；难和易作为一

对矛盾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没有难也就没有易，两者是相互依存的；然而，难

易是可以通过我们人为的努力而改变的，只要你去学，难的也可以变得容易，不

学，则容易的事也会变难，体现了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选项 D与题干无关。

【知识点】哲学

【题型】多选

【难度】简单

【题干】62.《光明日报》刊载的一篇文章写到：“转型是从公共行政迈向公共

管理，行政改革实践不断增加公共管理因素。实现从行政权利的有效配置走向公

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从内容上讲，公共管理与私人管理相比（ ）

A.公共管理更强调责任

B.公共管理追求公共利益

C.公共管理具有明显的政治性或公共特性

D.公共管理具有明显政治性或公共性的特征

【答案】ABD

【解析】公共管理是以政府为核心的公共部门整合社会的各种力量，广泛运用政

治的、经济的、管理的、法律的方法，强化政府的治理能力，提升政府绩效和公

共服务品质，从而实现公共的福利与公共利益。

【知识点】管理

【题型】多选

【难度】简单

【题干】63.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坚持的原则是

（ ）

A.坚持中国的领导

B.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C.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D.坚持依法治国

【答案】ABCD

【解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并阐述了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总目标必须坚持的五个基本原则，即：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人民主体地

位、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实际

出发。

【知识点】时政

【题型】多选

【难度】简单

【题干】64.近年来本市公安局开辟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会直通车”、“人

https://baike.so.com/doc/1755100-18559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1462322-154609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3277-3470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3277-3470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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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来访接待室”、“政法民生”、“民意渠道”，对收集的民意进行分析，做到

“警务跟社情民意走，警力围着群众工作转”。这些做法强调（ ）

A.重视代表提案，维护群众权益

B.坚持群众路线，转变工作作风

C.促进改善民生，行使审查权

D.加强公民参与，主动接受监督

【答案】BD

【解析】北京市公安局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听取群众意见，收集民意，切实解决

群众的问题，调动群众积极参与，进行监督，BD 说法正确；AC 与材料内容不符。

【知识点】政治

【题型】多选

【难度】简单

【题干】65.政府和市场不是“谁大谁小”、“有你无我”的对立关系，而应“各

就各位”成为优势互补，“黄金搭档”把政府的职能定好，要求政府当好（ ）

A市场规则的制定者

B国民经济的“掌舵人”

C市场运行厂的“裁判员”

D基本公共服务的“提醒者”

【答案】ABCD

【解析】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政府的职能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

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

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这就明确了政府应该管什么、不

应该管什么，为政府更好发挥作用划定了边界，为转变政府职能指明了方向。形

象地说，就是要求政府当好国民经济的“掌舵人”、市场规则的制定者、市场运

行的“裁判员”、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知识点】经济

三、判断题（每小题 0.6 分，共 9 分）

【题型】判断题

【难度】中等

【题干】1.决策能否成功，取决于决策主体的素质。

【答案】对

【解析】参谋者及决策的执行者。决策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集团，决策主

体是决策系统的灵魂和核心。

【知识点】管理

【题型】判断题

【难度】中等

【题干】2.公共管理监督体制及其机制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公共管理体制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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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对

【解析】公共管理监督体制及其机制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公共管理体制的重要

组成部分。公共权力必须接受监督。

【知识点】公共管理

【题型】判断题

【难度】中等

【题干】3.精准扶贫战略基于的发展理念是共享。

【答案】对

【解析】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

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的治

贫方式。一般来说，精准扶贫主要是就贫困居民而言的，谁贫困就扶持谁。党的

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题，厚植发展

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

中，在坚持共享发展中指出，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分

类扶持贫困家庭，探索对贫困人口实行资产收益扶持制度，建立健全农村留守儿

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所以精准扶贫战略基于的发展理念是共享。

【知识点】管理

【题型】判断题

【难度】中等

【题干】4.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于 8月 27 日在北京开幕。

【答案】错

【解析】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于 8月 27 日在天津开幕，不是北京。

【知识点】时政

【题型】判断题

【难度】中等

【题干】5.政府对市场的调控主要体现在规范市场的发展。

【答案】错

【解析】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应体现在保持宏观经济总量中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

本平衡。只有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才能稳定物价，促进经济增长。而不是

规范市场的发展。

【知识点】管理

【题型】判断题

【难度】简单

【题干】6.哲学的基本问题是物质和运动关系问题。

【答案】错

【解析】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

【知识点】哲学

【题型】判断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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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度】简单

【题干】7.社会主义法律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依靠执法机关的严格执法

【答案】错

【解析】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我国的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而这种

性质和利益上的一致性，必然要求法的实现主要依赖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遵守，

因此社会主义法律得以实现的主要方式是依靠全民守法。

【知识点】中特

【题型】判断题

【难度】简单

【题干】8.要使社会安定、秩序正常，除法制手段外，还需要道德来约束人们的

行为

【答案】对

【解析】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范畴，都是调整社会关系与人们行为的重要

手段。二者彼此渗透，相互补充。要使社会安定、秩序正常，除法制手段外，还

需要道德来约束人们的行为。

【知识点】法律

【题型】判断题

【难度】简单

【题干】9.到 2020 年，基本建成法治政府的关键是依法行政。

【答案】对

【解析】建设法治政府关键要坚持依法行政，基本建成法制政府的关键是依法行

政，进一步增强依法行政的观念。

【知识点】法律

【题型】判断题

【难度】简单

【题干】10.某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制定本州自治的《自治条例》。

【答案】错

【解析】《宪法》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

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立法法》第

66 条规定：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没有制定自治条例的权限。

【知识点】法律

【题型】判断

【难度】简单

【题干】11.通报的目的是引起读者的广泛注意，从中受到教育，而不着重要求

予以具体执行。

【答案】对

【解析】通报，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更

着重于引导 、教育、宣传，而不着重要求具体执行，这也是通知和通报的区别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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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公文

【题型】判断

【难度】简单

【题干】12.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

发展全局核心位置。

【答案】对

【解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

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说创新，深化科

技体制改革，加快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实施知识产权战略，把全社会智慧和力量

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

【知识点】时政

【题型】判断

【难度】简单

【题干】13.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从严治党。

【答案】错

【解析】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是从严治党。

【知识点】时政

【题型】判断

【难度】简单

【题干】14.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具有内在联系的综

合体，贯穿于“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每个领域与环节。

【答案】对

【解析】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强调，实现“十三五”时期发展目标，破解发展难

题，厚植发展优势，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

【知识点】时政

【题型】判断

【难度】简单

【题干】15.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体制中最核心的保障。

【答案】对

【解析】社会保障体制是以国家为主体，依据法律规定，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

对公民在暂时或者永久性失去劳动能力以及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时给于

物质帮助，保障居民的最基本生活需要。社会保险是最为核心的部分。

【知识点】中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