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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岗）

第一部分 客观试题

1 【答案】C
【解析】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宣布要在不太长

的时间内建成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

2【答案】B
【解析】（一）中国对南海诸岛，包括东沙群岛、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拥有主权；

（二）中国南海诸岛拥有内水、领海和毗连区；（三）中国南海诸岛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

架；（四）中国在南海拥有历史性权利。

3【答案】D
【解析】这两句诗的寓意就是事物总是在不断的发展变化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运

动的观点。新生事物最终代替旧事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

4【答案】C
【解析】《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除赔款外，将香港岛永久让予英国，

并使英国得到领事裁判权。

5【答案】D
【解析】《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是一篇脍炙人口、传颂不衰的反清革命檄文。在这篇气势磅

礴、笔锋犀利的长文中，章炳麟站在鲜明的民主主义立场上，逐条驳斥了康有为的改良谬说。

6【答案】D
【解析】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抗日战争由中国

军民独立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开始，发展到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融为一体，始终把日本陆

军主力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战场，造成了日军的重大伤亡。中国抗日战争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中国战场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

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打破了德、意、日法西斯瓜分全球、称霸世界的侵略图谋；中国战场牵

制和毙伤日军主力最多、持续时间最长、付出代价最大。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中华民族由

衰败走向复兴的重要转折。

7【答案】C
【解析】审议通过的《准则》和《条例》是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一大举措，是新形势下加

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加强党内监督；《准则》和《条例》中，对党员干部的行为规范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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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了“底线”“红线”，尺度更严、标准更高。这是约束也是激励，约束与激励辩证统一；

特点五抓住“关键少数”突出高级干部第二部分《准则》在序言部分强调，新形势下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关键是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委员会、

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进行“改

造升级”，体现了鲜明的问题导向和坚定的实践导向。

8【答案】B
【解析】根据材料可以看出袁隆平并不是在说明实践与知识谁更重要，而是强调书本知识与

电脑技术是死的，用在实践上才能出真知。故选 B。其他各项明显与哲学的基本观点相矛盾。

9【答案】D
【解析】历史文化名城，保留了大量的历史文物与革命遗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

光辉灿烂的文化。江西就南昌、赣州、景德镇 3 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0【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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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A 不正

确。十三五规划中提出“要兼顾扶贫地区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可持续性，加大扶贫地区生态

环境保护扶持力度”，故 B 正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提出“要结合依法治国来推进扶贫

工作，加快扶贫靠法的立法进程”，故 C 正确。

11【答案】B
【解析】2008 年的 7 月,江西又迎来了一个特殊的日子。中国三清山风景名胜区顺利通过第

32 届世界遗产大会表决,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答案】C
【解析】两岸制度化沟通和协调中断的根本原因就是蔡英文当局并未对 1992 年两岸当局认

可的“九二共识。

13【答案】B
【解析】解析：赣南采茶戏，被田汉誉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在艺术的百花

园里四时如春，曾多次应邀进京献演，赴香港、台湾交流演出，赴新加坡参加“客家

文化节”演出，深受客属乡亲的喜爱。

14【答案】B
【解析】万寿宫，为纪念江西的地方保护神——俗称“福主”的许真君而建。许真君，原名许

逊，字敬元。东汉末，其父许萧从中原避乱来南昌。

15【答案】B
【解析】明清时期“江西四大古镇”为：景德镇、樟树镇、吴城镇、河口镇。

16【答案】D
【解析】1938 年 7 月，日本侵略军攻占九江后沿南浔铁路南进，南昌和其他一些县市相继

沦陷。江西军民对进犯江西的日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赣北战役、南昌会战、上高会战等

http://ishare.iask.sina.com.cn/c/685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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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役中，给日本侵略军以有力打击。1938 年 10 月在德安万家岭，我军同日军恶战 12 天，

全歼日军一六师团 1 万余人，俘敌百余人。万家岭大捷令举国欢腾，并被称为“与平型关、

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永垂不朽”。

17【答案】B
【解析】中国是一个干旱缺水严重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 28000 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

的 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居世界第四位，但人均只有 2340 立方米，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1/4、美国的 1/5，在世界上名列 121 位，是全球 13 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

之一。江西省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 1565 亿立方米，人均占有量 3544 立方米，水资源总量列

入全国第七位。

18【答案】D
【解析】全省共 38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最多，占总人口的 99％以上。少数民族中人口较

多的有回族、畲族、壮族、满族、苗族、瑶族、蒙古族、侗族、朝鲜族、土家族、布依族等，

其中人口最多的为回族和畲族。

19【答案】A
【解析】从江西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初步核算，2016 年，江西省实现

生产总值 18364.4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9.0%。

20.【答案】D
【解析】北京时间 10 月 17 日 7 时 49 分，执行与天宫二号交会对接任务的神舟十一号载人

飞船，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后准确进入预定轨道，顺利将 2 名航天员送上太空。执

行神舟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景海鹏、陈冬。

21.【答案】C
【解析】2017 年 1 月 1 日，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入户调查登记工作拉开大幕，这是继 1996
年和 2006 年两次全国农业普查之后，我国又一次为摸清全国“三农”家底的大普查。

22.【答案】C
【解析】日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并将于 2018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环保税，由此成为我国的第十八个税种。

23.【答案】B
【解析】中共中央、国务院 1 月 9 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2016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共同获得 2016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4.【答案】B
【解析】中国首个“虎鲸繁育基地”在珠海横琴长隆海洋王国正式启用。

25.【答案】B
【解析】当地时间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上午，委员会经过评审，正式通过决议，将中国申报

的“二十四节气——中国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列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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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6.【答案】D
【解析】2016 年 12 月 6 日，我国首艘自主设计建造的客箱船“海蓝鲸”号在山东威海黄海

造船有限公司顺利下水，开始舾装，计划于 2017 年 5 月投入山东烟台至韩国平泽航线运营。

27.【答案】B
【解析】 胡先骕教授系原国立中正大学首任校长(1940 年 10 月至 1944 年 4 月在任)。

28.【答案】A
【解析】美国科学家 2016 年 2 月 11 日宣布，他们探测到引力波的存在。引力波是爱因斯坦

广义相对论实验验证中最后一块缺失的“拼图”。

29.【答案】B
【解析】北极站位于瑞典基律纳航天中心，这是我国第一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根据中科

院遥感地球所的消息，北极站历经两年建设完成，具有全天候、全天时、多种分辨率卫星的

接收能力。其落成运行将极大提高我国全球数据的接收获取能力，这对自然灾害等需要快速

响应的应用具有重大意义。

30.【答案】C
【解析】浙江横店影视产业实验区，是全国首个集影视创作、拍摄、制作、发行、交易于一

体的国家级影视产业实验区。2013 年 8 月 1 日，该实验区纳入国家营改增试点范围。试点 3
年来，年营业收入翻了近两番，入驻企业也从 273 户增至 1053 户。显示营改增带来的强大

减负效应。

31.【答案】C
【解析】组织分工是指在某个特定组织中，组织成员之间为完成某一项或多项任务而进行的

分工协作，以大幅度提高工作效率与工作质量。

32.【答案】B
【解析】 11 月 17 日，中国首次获得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戈登贝尔奖。 当

天，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杨超等人在美国盐湖城举行的 2016 年全球超级计算大会上领取

了戈登贝尔奖，他们的获奖应用名称为“千万核可扩展全球大气动力学全隐式模拟”。

33.【答案】D
【解析】11 月 19 日，2016 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秘鲁利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

平应邀出席并发表题为《深化伙伴关系增强发展动力》的主旨演讲,把脉世界经济形势，阐

述中国主张，呼唤使命担当，瞩望美好未来。

34.【答案】D
【解析】非程序化决策(Non programmed Decisions)，针对那些不常发生的或例外的非结构化

问题而进行的决策。随着管理者地位的提高，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大，决策的难度加大，所面

临的非程序化决策的数量和重要性也都在逐步提高，进行非程序化决策的能力变得越来越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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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答案】A
【解析】三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超出预期的进度和成果。以共商、共建、共享为

原则，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

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为指引，深化了中国对外开放理念，扩大了中国在世界的影响力。

36.【答案】A
【解析】孙中山(1866.11.12~1925.3.12)，本名孙文，谱名德明，字载之，号日新，又号逸仙，

幼名帝象，广东中山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每年的 11 月 12 日便是孙中山先

生诞辰纪念日。

37.【答案】C
【解析】管理环境分为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外部环境一般有政治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经

济环境、技术环境和自然环境。内部环境有人力资源环境、物力资源环境、财力资源环境以

及内部文化环境。其中，社会文化环境包括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文化水平、宗教信仰、风

俗习惯、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

38.【答案】C
【解析】“跳一跳,摘桃子”,意思是强调目标的确定应该是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再

稍作努力就可以达到。答案 C

39.【答案】D
【解析】为进一步健全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同步发展，现就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以下简称“三权分置”）办法

提出以下意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是土地承包权的前提，农户享有承包经营权是集体所有

的具体实现形式，在土地流转中，农户承包经营权派生出土地经营权。

40【答案】C

【解析】一般情况下，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直接呈反比关系，即管理幅度越大，管理层次就

越少；管理幅度越小，管理层次就会相应增加。

41【答案】C

【解析】领导职能是指领导者运用组织赋予的权力，组织、指挥、协调和监督下属人员，完

成领导任务的职责和功能。

42【答案】D

【解析】从物质资料生产活动的全过程来看，生产是起点，产品被生产出来后，在各社会成

员之间分配，“分配决定产品归个人的比例”(马克思语)；把分配得到的产品让渡给其他社

会成员，以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就是交换，把交换得到的产品进行使用和消耗，用来满

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就是消费；消费是全过程的终点。四个环节中，生产、分配、交换、

消费的次序不能颠倒，因为它们是有严格的逻辑和实际联结顺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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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答案】A

【解析】发行货币量小于市场上的流通中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使得通货紧缩，物价会下跌 ，

纸币升值，长期持续将会抑止生产的积极性，企业就会倒闭，工人失业，投资也随之萎靡，

整个社会经济陷入衰退。

44【答案】B

【解析】商品经济的基本规律是价值规律，价值规律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基本经济规律。

即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按照价值相等的原则互相交换。在私有制社

会中，价值规律自发地调节生产，刺激生产技术的改进，加速商品生产者的分化。在社会主

义社会中，由于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因此，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以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45【答案】B

【解析】隐性成本，隐性成本是厂商本身自己所拥有的且被用于企业生产过程的那些生产要

素的总价格。是一种隐藏于企业总成本之中、游离于财务审计监督之外的成本。

46【答案】C

【解析】因为公共物品本身具有公共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一些的特点，而市场是竞争性

的，消费者当然不愿意为公共物品付出成本，即搭便车。要实现有效供给，要考虑到公共物

品本身的特性以及政府的投资，还有市场等等因素。

47【答案】B

【解析】逆向选择是指在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差的商品必将把好的商品驱逐出市

场；道德风险是指交易双方在交易协定签订后，其中一方利用多于一方的信息，有目的地损

害另一方的利益而增加自己利益的行为。

48【答案】A

【解析】需求量减少,因为小汽车车汽油同为互补品。

49【答案】A

【解析】一般认为，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社会优抚和社会互

助等内容。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核心部分。

50【答案】C

【解析】马斯洛认为人类的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即基本生活需要(饮食、睡眠等)，安全和

保障的需要，归属和社交的需要，自尊和地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这五个需求存在着

一定的优先顺序，人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要后，才会追求更高一层的需要。

51【答案】B
【解析】罗尔斯为人所熟知的两个应用于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包含两个重要的原则。第

一原则要求所有人都应有平等的基本自由；第二原则是要求所有人都应有公正的机会平等，

并只允许那些最有利于最不利者的差别存在，后者即著名的“差别原则”.

52【答案】D

http://baike.baidu.com/item/%E6%80%BB%E6%88%90%E6%9C%AC
http://www.so.com/s?q=%E7%BD%97%E5%B0%94%E6%96%AF&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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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它是一个比值，数值在 0 和 1 之间。基尼指数的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

之间的分配越均匀。一般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 0.24 到 0.36 之间。

53 【答案】B
【解析】当员工的薪酬与其工作价值大体相当，可以认为该企业的薪酬管理做到了内部公平，

而外部公平是针对公司外部而言的，本题不涉及。故 A 错误。C 选项程序公平，D选项个人

公平和本题无关，因此排除。

54 【答案】C
【解析】国家信用 - 基本形式①公债这是一种长期负债，一般在 1 年以上甚至 10 年或 10
年以上。通常用于国家大型项目投资或较大规模的建设。在发行公债时并不注明具体用途和

投资项目。

②国库券这是一种短期负债。以 1 年以下居多，一般为 1 个月、3 个月、6 个月等。

③专项债券这是一种指明用途的债券，如中国发行的国家重点建设债券等。

④财政透支或借款在公债券、国库券、专项债券仍不能弥补财政赤字时，余下的赤字即向银

行透支和借款。透支一般是临时性的，有的在年度内偿还。借款一般期限较长，一般隔年财

政收入大于支出时（包括发行公债收入）才能偿还。有的国家（如中国）只将财政向银行透

支和借款算为财政赤字，而发行国库券和专项债券则作为财政收入而不在赤字中标示。

55 【答案】D
【解析】公共物品的第一个特征即一些人享用公共物品带来的利益而不能排除其他一些人同

时从公共物品中获得利益

56 【答案】B
【解析】当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呈剧烈波动时，应采用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紧缩性的货

币政策。目的是为了抑制过热的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

57 【答案】C
【解析】动态网络型组织是一种以项目为中心，通过与其他组织建立研发、生产制造、营销

等业务合同网，有效发挥核心业务专长的协作型组织形式。

58【答案】B
【解析】当必须对重大事件或紧急事件进行迅速处理时，应采用的冲突管理策略是强制，而

妥协、迁就或回避不仅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导致事件进一步加剧，不利于重大事件或紧急

事件的迅速处理。

59 【答案】A
【解析】通过事先编制的固定程序实现的自动控制。广泛应用于控制各种生产和工艺加工过

程

60【答案】A
【解析】所谓组织诊断是指在对组织的文化、结构以及环境等的综合考核与评估的基础上，

确定是否需要变革的活动。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84%E7%BB%87
http://wiki.mbalib.com/wiki/%E7%BB%BC%E5%90%88%E8%80%83%E6%A0%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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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答案】C
【解析】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区别之一在于其能够接受活期存款，而其他金融机构不

能吸收活期存款。

62【答案】C

【解析】市场失灵时滞市场机制不能按照人们的意愿有效地配置资源,

正是由于市场经济无法达到最优的资源配置，

需要国家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

63【答案】C
【解析】所谓负外部性，是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使之支付了

额外的成本费用，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

64【答案】B
【解析】马太效应（英语：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

的愈少”的一种正反馈现象。

65【答案】D
【解析】空间探索，即到高空或者宇宙空间去进行科学的观察和测量。而地面台站接收处理,
或者在火箭下降过程中将有效载荷从火箭内弹射出来,利用降落伞等气动减速装置安全降落

到地面回收。

66【答案】A
【解析】水稻种子在氧气供应不足的条件下的萌发特点是胚芽长，胚根短。

因为氧气不足，胚芽就要努力往地面上扎，来呼吸更多的氧气，所以胚芽比较长。因为氧气

不足，所以胚根得不到好的生长，培根较短。

胚芽是植物胚的组成部分之一，与胚轴相连。它突破种子的皮后发育成叶和茎。位于胚轴的

顶端，突破种子的皮后发育成叶和茎。

胚根是种子植物胚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胚的下部未发育的根。它的尖端靠近发芽孔，当

种子萌发时，胚根一般是首先突破种皮，发育成幼苗的主根。单子叶植物的胚根在植物长大

后，会成为植物的主根，生存期短，入土后不久便停止生长，故无明显的主根。

67【答案】B
【解析】在光学显微镜下无法看清小于 0.2µm 的细微结构，这些结构称为亚显微结构

（submicroscopic structures）或超微结构（ultramicroscopic structures；ultrastructures）。要

想看清这些结构，就必须选择波长更短的光源，以提高显微镜的分辨率。1932 年 Ruska 发
明了以电子束为光源的透射电子显微镜（transmission electron microscope，TEM），电子束

的波长要比可见光和紫外光短得多，并且电子束的波长与发射电子束的电压平方根成反比，

也就是说电压越高波长越短。目前 TEM 的分辨力可达 0.2nm。

电子显微镜与光学显微镜的成像原理基本一样，所不同的是前者用电子束作光源，用电磁场

作透镜。另外，由于电子束的穿透力很弱，因此用于电镜的标本须制成厚度约 50nm 左右的

超薄切片。这种切片需要用超薄切片机（ultramicrotome）制作。电子显微镜的放大倍数最

高可达近百万倍、由电子照明系统、电磁透镜成像系统、真空系统、记录系统、电源系统等

5 部分构成，如果细分的话：主体部分是电子透镜和显像记录系统，由置于真空中的电子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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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光镜、物样室、 物镜、衍射镜、中间镜、 投影镜、荧光屏和照相机。

电子显微镜是使用电子来展示物件的内部或表面的显微镜。 高速的电子的波长比可见光的

波长短（波粒二象性），而显微镜的分辨率受其使用的波长的限制，因此电子显微镜的分辨

率（约 0.1 纳米）远高于光学显微镜的分辨率（约 200 纳米）。

68【答案】A
【解析】人员比较聚集向内和向外都不方便而且占地方，还是推拉式比较适合

69【答案】C
【解析】根据国家防办《防汛手册》规定，凡 24 小时的累计降雨量超过 50 毫米者定为暴雨

70【答案】B
【解析】一天中，空气质量相对较好的时间是中午 11 点，而一般在夜间、早晨和傍晚容易

出现逆温层，它像一个大盖子一样压在地面上空，使地面空气中各种污染物不能扩散，所以，

在这些时间里，空气质量不好。

71 【答案】D
【解析】现行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的种类”：(1)—般性转移支付;(2)调整工资转移支付;(3)
财力性转移支付民族地区转移支付;(4)农 村税费改革转移支付;(5)“三奖—补”转移支付;(6)
—般预算专项拨款;(7)专项转移支付国 债补助。

72 【答案】A
【解析】北京大学的王选教授主持，1985-1987 年研发时间。激光照排，实际上是电子排版

系统的简称。电子排版系统的诞生，给出版印刷行业带来了一次革命化的变革。在此之前，

无论是出书还是办报，主要依靠的是铅字排版印刷。它以效率高、周期短、版面灵活、字库

齐全等优势逐渐取代陈旧的铅排技术，成为出版印刷行业技术中的主力军。汉字激光照排系

统让印刷业，告别了铅与火，迎来了光与电，并为新闻、出版全过程的计算机化奠定了基础，

被誉为“汉字印刷术的第二次发明”。

73【答案】A
【解析】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虽然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 28000 亿立方米，占全球

水资源的 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

量却只有 2300 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1/4，在世界排第 110 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

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74 【答案】B
【解析】噪声在 60 分贝下的环境是安全环境，通常所说的噪声污染是在 80 分贝以上的噪声

环境，40-60 分贝属于我们正常的交谈声音。60 分贝以上就属于吵闹范围了，70 分贝我们

就可以认为它是很吵的，而且开始损害听力神经，90 分贝以上就会使听力受损，而呆在

100-120 分贝的空间内，如无意外，一分钟人类就得暂时性失聪（致聋）。其中汽车噪音介

乎 80-100 分贝。

75【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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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介绍礼仪 一般本着"尊者优先"的原则， 先将职位低的人介绍给职位高的人， 先

把男士介绍给女士， 先把晚辈介绍给长辈，先把未婚者介绍给已婚者。

76【答案】B
【解析】在日常生活中，用大米煮粥，如果往粥里放些糖，粥就变得稀了;加些盐，粥就会

变得稠些;什么也不加，粥就粘粘糊糊的。这是生活中一件极普通的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

能说得清其中的道理的。大米的主要成分是淀粉。当它煮成粥以后，大米中部分淀粉的细胞

就会破裂，淀粉浆流了出来，所以，从外观上看，就显得粘粘糊糊的。但是，仍有很大一部

分淀粉细胞只是吸水膨胀，并没有破裂。

77【答案】B
【解析】纯酒精的凝固点为—117 摄氏度。

78【答案】B
【解析】目前许多企业的内部网（Intranet）通常与 Internet 互连在一起，但如果没有经过企

业的许可，外面的用户不能够进人企业网进行访问。但是，在安全措施不得力的情况下，有

的未经授权的非法用户会想办法窜入企业内部网，这就是所谓的“黑客”侵扰。有的“黑客”

甚至会登录企业内部的核心服务器，给企业的信息系统安全造成极大的危害。为了防止“黑

客”的人侵，目前技术上一般采用设置防火墙的办法，在企业内部网和 Internet 之间设置一

道“有孔的墙”，只有那些经过授权的合法用户才能进入企业内部网络。故本题答案选 B。

79【答案】B
【解析】海市蜃楼是一种由光的折射产生的现象，多发生在夏天的海面上。夏天，较热的空

气笼罩海面，但是海水比较凉，海面附近空气的温度比空中的低。来几地平线以外远处的物

体的光线，本来不能到达我们的眼中，但有一些射向空中的光线，由于不同高度空气的的疏

密不同而发生弯曲，逐渐弯向地面，进入观察者的眼睛。逆着光线看去，就感到了看到了远

处的物体。

80【答案】C
【解析】光合作用的定义是绿色植物通过叶绿体，利用光能，把二氧化碳和水转化成贮存着

能量的有机物（主要是淀粉），并且释放氧气的过程．故光合作用的原料是二氧化碳和水，

产物是有机物和氧气．

81【答案】C
【解析】主人一般应该送客人到自己的视野之外，才能转身离开。

82【答案】D
【解析】疟疾是由于蚊子引起的，所以与蚊子有关的疾病是疟疾。因此，本题选 D。而艾滋

病的传播途径有三个：性接触、血液和母婴。

83【答案】C
【解析】迎宾活动中，主办方一般提前到达迎宾地点的时间为 30 分钟。因此，本题选 C。

84【答案】D

http://www.so.com/s?q=%E5%A4%A7%E7%B1%B3&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7%85%AE%E7%B2%A5&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6%B7%80%E7%B2%89&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6%B5%B7%E5%B8%82%E8%9C%83%E6%A5%BC&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5%85%89%E7%9A%84%E6%8A%98%E5%B0%84&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5%8F%91%E7%94%9F%E5%9C%A8&ie=utf-8&src=wenda_link
http://www.so.com/s?q=%E8%A7%82%E5%AF%9F%E8%80%85&ie=utf-8&src=wenda_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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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如果是两个人一起行走，行走的规则是以右为尊，以前为尊。比方说和客户或上司

一同行走的时候，就应该站在他们的左侧，以示尊重。如果是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同行，那

么就应该遵照男左女右的原则。如果三人同行，都是男性或都是女性，那么以中间的位置为

尊，右边次之，然后是左边。如果是一位男士和两位女士同行，那么男士应该在最左边的位

置;如果是一位女士和两位男士同行，则女士在中间。很多人一起行走时，以前为尊，按照

此原则向后排序。

85【答案】A
【解析】系领带时，衬衣的第一个扣子要扣好;如果佩戴领带 夹，一般夹在第四与第五个扣

子之间。

86【答案】B
【解析】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照法律规定实行二审终审制。因此，

本题选 B。

87【答案】D
【解析】民法有自己特定的调整对象，即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这是民

法能够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客观依据。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是指平

等的民事主体在从事民事活动的过程中所发生的以财产所有和财产流转为主要内容的权利

和义务关系。民法调整的人身关系，是指民事主体之间发生的以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为主要

内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AC 项属于平等民事主体间的财产关系；B 项均为平等民事主体间

的人身关系。而 D 项属于行政关系，受行政法律法规的调整，因此不属于民法的调整对象。

答案为 D。

88【答案】D
【解析】《宪法》第 129 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

89【答案】A
【解析】我国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要求是准确、合法、及时。因此，本题选 A。而公平、公

正、公开为法律的一般原则，实事求是、有错必纠是司法判决应当坚持的原则，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是针对犯罪嫌疑人的政策。

90【答案】C
【解析】授权性法律规范是指授于公民、公职人员、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可以自行抉择做或

不做某种行为的法律规范。禁止性规范和命令性规范称为义务性规范；把授权性规范称为任

意性规范。授权性规范在法律条文中，多以“可以”、“有权”、“享有”、“具有”等词来表达。

命令性规范又称强制性规范，是指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十分明确，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

变更或违反的法律规范。命令性规范一般表现为前述的义务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两种形式。

禁止性规范通常称为禁止性规定，是“命令当事人不得为一定行为之法律规定”，属于“禁
止当事人采用特定模式的强行性规范”。其中包含“取缔规范”和“效力规范”。

91【答案】B

【解析】欠条作为债权凭证，是一种财产性利益。行为人用暴力手段抢回欠条，逼迫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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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填写虚假的收条，行为人的暴力行为消灭了债务，使自己的财产消极增加，既侵犯了被害

人的财产权，又侵犯了其人身权，具有当场收取性，符合抢劫罪的犯罪构成。甲行为成立抢

劫罪，并且是入户抢劫，非法侵入住宅的行为被抢劫罪所吸收，不另外单独定罪。

92【答案】B
【解析】法定代表人履行职务订立的合同对法人是有约束力的，即使其超越权限订立的合同

对法人也有约束力（表见代理情形），法定代表人的变更不影响原代表人订立合同的效力，

法人应该履行

93【答案】A
【解析】由于甲为 13 岁，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甲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所以由乙独立承担

刑事责任。因此，不成立共同犯罪。因此，本题选 A。

94【答案】A
【解析】动机不影响作出有效的投案自首。因此，A 正确。B 逃离现场，因此，不成立自首。

C 只是向自己单位的领导承认了犯罪事实，并非向司法机关承认犯罪事实。因此，不成立自

首。D 已经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了，才供述犯罪事实，属于坦白，不是自首。因此，本

题选 A。
95【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行政拘留处罚的折抵。《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二条规定，对决定给予

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在处罚前已经采取强制措施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应当折抵。限制人身

自由一日，折抵行政拘留一日。故选 C。

96【答案】D
【解析】法律的实施以国家强制力强大后盾和主要保证，故选择 D选项

97【答案】C
【解析】《刑法》第 196 条第 3 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定盗窃罪。本题中，张某窃得

同事一张银行借记卡并使用构成盗窃罪。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

员机上使用的行为如何定性问题的批复》规定，拾得他人信用卡并在自动柜员机（ATM 机）

上使用的行为，属于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的“冒用他人信用卡”的情

形，构成犯罪的，以信用卡诈骗罪追究刑事责任。本题中，何某以为信用卡是拾得的，并进

行使用，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98【答案】C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第九条之规定：同样的发明创造只能授予一项专利

权。但是，同一申请人同日对同样的发明创造既申请实用新型专利又申请发明专利，先获得

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尚未终止，且申请人声明放弃该实用新型专利权的，可以授予发明专利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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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答案】D
【解析】《民法通则》第 78 条规定：“财产可以由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共有。共有分为

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按份共有人按照各自的份额，对共有财产分享权利，分担义务。共同

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权利，承担义务。按份共有财产的每个共有人有权要求将自己的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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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出或者转让。但在出售时，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的权利。”因此乙在同

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合同法第 230 条规定：“出租人出卖租赁房屋的，应当在出卖之前

的合理期限内通知承租人，承租人享有以同等条件优先购买的权利。”因此，乙和丙都具有

优先购买权，故排除 A、B 项。乙和丙的优先购买权在性质上是不同的，乙的优先购买权是

基于按份共有关系即物权，丙的优先购买权是基于租赁合同即债权，根据物权优于债权的原

理可知乙的优先购买权优先于丙的优先购买权。因此，排除 C 项，选项 D 为正确答案。

100【答案】B
【解析】公民宣告失踪的法律后果为其合法私有财产有特点人进行代为管理，故选择 B。

第二部分 主观试题

第一题：请根据以上材料，概括共享单车在我国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要求：概括全面、准确，语言简洁、流畅，不超过 150 字。（10 分）

1、缺乏停放规范，导致单车乱停乱放。

2、车辆被刮花或被喷成其他颜色，维护不及时，出现人为“污垢”。

3、出现质量问题，未能保障用户人身安全。

4、品牌多，投放集中，同业竞争激烈。

5、运营模式不清晰，出现“水土不服”。

第二题：根据以上材料，请你结合对共享单车的理解，联系社会实际，以“共享、

共治、共赢，实现共享单车的良性发展”为主题，写一篇议论文。（20 分）

要求：

（1）自拟题目，自选角度；

（2）主题突出，立意深远；

（3）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4）字数不少于 600 字。

作文

共治方能共赢

——论共享单车的良性发展

时下，扫码骑走、随取随放的共享单车已成为城市新宠，受到很多市民喜爱。

然而，在迅速崛起的同时，解锁漏洞、随意停放、人为损坏、扫码风险等也成为

共享单车甩不开的“成长的烦恼”。如何实现共享单车良性发展，真正实现共享

共赢，需要全社会的共治。

实现共享单车的良性发展，政府引导是根本。任何一新事物的诞生都是在不

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政府作为整个社会的管理者，保障全社会有序进行，是政

府之要则。当前由共享单车刮起的共享“旋风”已风靡中华大地，但旋风的背后

也映照了城市管理的惊慌与迷茫。中国从一个“自行车大国”进化到如今的“汽

车大国”，原本道路管理的问题还未完全解决，新老问题交织，挑战原有的监管

和规则，共享单车遭城管扣留的案例层出不穷。对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等问题，

政府应及早纳入城市管理的范畴当中。各地政府与共享单车平台还应尽快“牵

手”，制定共享单车管理规范，建立单车使用诚信系统，对违规停放、而已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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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秩序的用户进行处罚。

实现共享单车的良性发展，平台支持是关键。当前共享单车还不具有一个清

晰的运营模式。“随停随用”的特点看似方便了国民，却常常出现随意停放的乱

象。运营平台缺乏有效的监督、惩罚、防范机制，让共享单车“经常受伤”。共

享单车平台应肩负起社会责任，不能只管投放与盈利。应不断加强监管，创新运

营方式，运用技术手段建立起共享单车诚信系统，维护共享单车良性运行。

实现共享单车的良性发展，用户配合是支撑。有人说，共享单车是面“照妖

镜”，照出的是国民素质。原本应该停在路边的共享单车，竟横七竖八地挡了行

人的必经之路，甚至出现在树上、绿化带、河里等匪夷所思的地方，或是被脱去

“共享”的衣服，出现在一些人的家中，变成独家坐骑。因此就用户而言，享受

了“随骑随停”的便捷，自己也需要有“停好”和”善待“的素养。只有每位用

户都遵循用车规则，共享单车才能实现持续“共享”。

总之，共享单车真正实现共享共赢的目的，需要政府、平台、用户三方共同

努力，只有三方共治，才能还原共享单车“原貌”，才能实现共享单车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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