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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客观试题

1．【答案】D
【解析】条例特别规定：实行终身问责，对失职失责性质恶劣、后果严重的，不论其责任人

是否调离转岗、提拔或者退休，都应当严肃问责；落实问责，关键是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

键少数”。

2．【答案】B
【解析】习总书记强调，党章是全党必须遵循的总章程，也是总规矩。党的纪律是刚性约束，

政治纪律更是全党在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言论、政治行动方面必须遵守的刚性约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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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答案】A
【解析】A说的是一种现象，是太阳的运行轨迹；新生事物是指合乎历史前进方向、具有远

大前途的东西。（旧事物是指散失历史必然性、日趋灭亡的东西。）新生事物是不可战胜的；

“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对人的理解问题上的实体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它要

求从人与他人的“主体间”关系中来规定和理解人；意识是物质世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

脑的机能和属性，从本质上看是物质世界的主观映像，是客观内容和主观行形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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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物辩证法认为，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一定时间、一定范围的静

止，是运动的特殊状态。时空是物质运动的存在形式，时空具有绝对性和相对性，无限性和

有限性。

8.【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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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人生价值评价的根本尺度，是看一个人的人生活动是否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是否通过实践促进了历史的进步。

9.【答案】C
【解析】2016年台湾在两岸同胞最关切的两岸关系性质这一根本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没

有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和认同其核心意涵，没有提出确保两岸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具体办

法。这是一份没有完成的答卷。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关键在于坚持“九二共识”政治基

础。“九二共识”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表明大陆与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不

是国与国关系。“九二共识”经过两岸双方明确授权认可，得到两岸领导人共同确认，是两

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基石。

10【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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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答案】B
【解析】南岭山地的九连山，山岳环境非常之优越，是亚洲东部温带———亚热带植物区系

统的主要集散地和摇篮，是东亚植物区系的发源地之一，既是保存一些古老植物种属的“避

难所”，也是野生动物栖息生活的“乐园”。

12.【答案】D
【解析】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许多城市作为我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或者是近代革命运动和发生重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城市，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沉淀。在这些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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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就有南昌、赣州、景德镇 3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3. 【答案】B
【解析】赣南采茶戏源于明末清初，在民间“茶篮灯”、“采茶歌舞”、“三脚班”基础上逐渐

演变而成的赣南采茶戏，距今已有 400余年历史，被田汉誉为“中国戏曲百花园中的一朵奇

葩”，深受客属乡亲的喜爱。2006年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

14【答案】C
【解析】90版的应属于第四套人民币，第四套人民币主币背面主景取材于中国的名山大川：

100元券为井冈山主峰，50元券为黄河壶口瀑布，10元券为珠穆朗玛峰，5元券为长江巫峡，

2元券为南海南天一柱，1元券为长城。

15【答案】C
【解析】江西共有国家和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49个，其中国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8个，

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名村 41个。

16-26 题缺

27【答案】D
【解析】神舟十一号飞船是指中国于 2016年 10月 17日 7时 30分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由长

征二号 FY11运载火箭发射发射的载人飞船，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开

展地球观测和空间地球系统科学、空间应用新技术、空间技术和航天医学等领域的应用和试

验。飞行乘组由两名男性航天员景海鹏和陈冬组成。

28【答案】B
【解析】二十国集团(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于 9月 4日至 5日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本

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

29【答案】B
【解析】北京时间 2016年 12月 15日，由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承担建设和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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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国家高分重大专项支持的中国遥感卫星北极接收站（简称北极站）在瑞典基律纳通过现

场验收，并投入试运行。这是我国第一个海外陆地卫星接收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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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答案】A
【解析】2016 年 11月 11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

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32【答案】A
【解析】2013年位居世界前五位的常规武器出口大国分别为美国、俄罗斯、德国、法国和

中国，同一时期，全球五大常规武器进口国集中于亚洲，分别为印度、中国、巴基斯坦、韩

国和新加坡。

33【解析】A
【答案】2016年 2月 11日报道称，美国“激光干涉仪引力波观测台”（LIGO）执行主任戴

维·赖茨 11日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科学家首次探测到被科学界期待已久的、由

爱因斯坦提出的引力波的存在。

34 【答案】B
【解析】长江经济带覆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

贵州等 11省市，面积约 205万平方公里，人口和生产总值均超过全国的 40%；空间布局是

落实长江经济带功能定位及各项任务的载体，也是长江经济带规划的重点，经反复研究论证，

形成了“生态优先、流域互动、集约发展”的思路，提出了“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

格局；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以沿江主要城镇为节点，

构建沿江绿色发展轴。

35 【答案】A
【解析】“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不

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充分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既有的双多边

机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

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建设“一带一路”以共商、

共建、共享为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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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打造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为合作目标。

36. 【答案】D
【解析】汉武帝时编制第一部完整历书——《太初历》 。

37.【答案】D
【解析】)三国时期，刘徽运用割圆术求圆周率π=3.1416。南北朝时期的数学家祖冲之又将

圆周率进一步精确到 3.1415926～3.1415927 之间。

38.【答案】A
【解析】太阳系的中心是太阳,它每隔 2.3亿年绕银河系中心转一圈,虽然它只是一颗中小型

的恒星,但它的质量已经占据了整个太阳系总质量的 99.85％；余下的质量中包括行星与它们

的卫星、行星环,还有小行星、彗星、柯伊伯带天体、外海王星天体、理论中的奥尔特云、

行星间的尘埃、气体和粒子等行星际物质.整个太阳系所有天体的总表面面积约为 17亿平方

千米.太阳以自己强大的引力将太阳系中所有的天体紧紧地控制在他自己周围,使它们井然有

序地围绕自己旋转.同时,太阳又带着太阳系的全体成员围绕银河系的中心运动.
39.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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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以居住、文教机关为主的区

域，白天 55分贝、夜间 45分贝。

40. 【答案】C
【解析】当秋天悄然来临的时候,空气变得干燥起来,树叶里的水分通过叶表面的很多空隙大

量蒸发,同时,由于天气变冷,树根的作用减弱,从地下吸收的水分减少,使得水分供不应求.如果

这样下去,树木就会很快枯死,为了继续生存下去,在树叶柄和树枝相连形成离层,水分不再往

树叶输送.树叶脱落以后,剩下光秃秃的枝干,树木对水分的消耗减少了,使得树木可以安全的

过冬了,所以树木落叶也是有益的.
41. 【答案】C
【解析】很多人认为通过 DOS的外部命令 ATTRIB， 将文件设置为只读，就可十分有效地

抵御病毒。其实不然，通常修改一个文件的属性只需要调用几个 DOS中断就可以了，而

ATTRIB命令对于阻止病毒的感染及传播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将文件改为只读方式是不能免

受病毒感染的。

42. 【答案】C
【解析】26℃的确是一个令自己舒服且不易患病的温度。空调致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室

内外温差过大，虽然人体有一定的体温调节能力，但是这个能力是有极限的，气温作用于皮

肤，是通过对人体神经系统的作用，引起调温效应反应，使人体血管收缩或舒张来保持体温

的恒定。

43. 【答案】A
【解析】啤酒的主要成分是大麦芽、啤酒花、酵母、水。

44. 【答案】B
【解析】可更新资源是指通过天然作用或人工作业能为人类反复利用的各种自然资源。如生

物资源和某些动态非生物资源（土地资源、水资源、空气资源等）。

45. 【答案】A
【解析】矿产资源主要分部在西南以及西北山区地区，早期地质较活跃的地带。

46. 答案:B
解析:一氧化碳可以与红细胞结合，造成缺氧。致死。

47. 答案:A
解析:寄生一种生物靠另一种生物生存,离开寄主就会死亡.这是典型的寄生

48. 答案:C
解析：在观念的层面,法律文化表现为人们思想意识中关于法律的种种看法、感觉和知识.比
较而言,观念层面的东西是最为深刻和持久的.法律意识则是法律文化最内在的深层次因素

49. 答案：D
解析：绿色食品要求原料生长区域的环境质量达到国家空气质量标准要求最高，属于 1 级指

标。

50. 答案：A
解析：战国时期的名医扁鹊，采用“望闻问切”四诊法诊断疾病，后世尊为“脉

学之宗”。
51.答案：C
解析：秦山核电站是我国第一座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核电站，一期工程额定发电功率

30万千瓦，采用国际上成熟的压水型反应堆，1984年破土动工

52. 答案：B
解析：设计最大下潜深度为 7000米级，也是世界上下潜能力最深的作业型载人潜水器

53答案：A

http://www.so.com/s?q=%E5%A4%96%E9%83%A8%E5%91%BD%E4%BB%A4&ie=utf-8&src=wenda_link
https://www.baidu.com/s?wd=%E4%BD%93%E6%B8%A9%E8%B0%83%E8%8A%82&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mH0Lm10Yn1wBPhFhnh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6LPWcLPHD
https://www.baidu.com/s?wd=%E8%A1%80%E7%AE%A1%E6%94%B6%E7%BC%A9&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YYmH0Lm10Yn1wBPhFhnhP9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Pj6LPWcLPH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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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大约在西汉中期，中国古代第一部算术著作《周髀算经》成书。此书在数学方面用勾

股定理以竿测日影求日高，是我国现存文献中最早引用勾股定理的著作。

54 答案：B
解析：古代的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太阳、月球和其他一些天体及天象，确定了时间、方向和历

法。这也是天体测量学的开端。如果从人类观测天体，记录天象算起，天文学的历史至少已

经有 5、6千年了。天文学在人类早期的文明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埃及的金字塔、

欧洲的巨石阵都是很著名的史前天文遗址。

55 答案：B
解析：金星金星是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之一，按离太阳由近及远的次序是第二颗。它是离地球

最近的行星。

56 答案：C
解析：因为地球上大部分被海洋覆盖，大气散射阳光中蓝光成分较多，这两个因素都使地球

看起来蓝蓝的

57 答案：C
解析：从皮箱扔出墙外，被害人就丧失了对皮箱的所有权。盗窃就已经既遂。丙取走自以为

是无主物的皮箱，并占为己有构成侵占罪。

58.【答案】B
【解析】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在侦查和审查起诉阶段对涉嫌犯罪的当事人的法律上的称谓，

侦查阶段一般办案机关为公安机关，有些类型案件如贪污受贿案件等为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阶段办案机关为检察机关。审判阶段办案机关为法院。

59：【答案】B
【解析】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不是我国基层政权机关。村民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是我国

群众性自治组织。我国基层政权机关与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

60.【答案】C
【解析】相邻权， 指不动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处理相邻关系时所享有的权利。相邻不动

产的所有人或使用人在行使自己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时，应该以不损害其他相邻人的合法权益

为原则。地役权，是指为使用自己不动产的便利或提高其效益而按照合同约定利用他人不动

产的权利。其一，地役权是按照当事人的约定设立的用益物权。其二，地役权是存在于他人

不动产上的用益物权。其三，地役权是为了需役地的便利而设立的用益物权。

61【答案】B
【解析】连续犯是指基于同一的或者概括的犯罪故意，连续数次实施犯罪行为，触犯同一罪

名的情况。结果加重犯，又叫加重结果犯。是指故意实施刑法规定的一个基本犯罪行为，由

于发生了更为严重的结果，刑法加重其法定刑的情况。由于结果加重犯只有一个犯罪行为，

只是危害结果较为严重，故认定为一罪。牵连犯:指出于一个犯罪目的，实施数个犯罪行为，

数个行为之间存在手段与目的或者原因与结果的牵连关系，分别触犯数个罪名的犯罪状态。

且对于牵连犯，除我国刑法已有规定的外，从一重罪论处。结合犯，是指基于刑法明文规定

的具有独立构成要件且性质各异的数个犯罪(即原罪或被结合之罪)之间的客观联系，并依据

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将其结合成为另一包含与原罪相对应的且彼此相对独立的数个构成要

件的犯罪(即新罪或结合之罪)，而行为人以数个性质不同且能单独成罪的危害行为触犯这一

新罪名的犯罪形态。

62【答案】B
【解析】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

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63【答案】C

http://baike.so.com/doc/5583028.html
http://baike.so.com/doc/6098517.html
http://baike.so.com/doc/5399914.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2414.html
http://baike.so.com/doc/5342414.html
http://baike.so.com/doc/6576259.html
http://baike.so.com/doc/6576259.html
http://baike.so.com/doc/5566354.html


以教育推动社会进步

【解析】《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对于有被害人的案件，决定不起诉的，人

民检察院应当将不起诉决定书送达被害人。被害人如果不服，可以自收到决定书后七日以内

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请求提起公诉。

64【答案】B
【解析】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但生理上、精神

上有缺陷或者年幼，不能辨别是非、不能正确表达的人不得作为证人。证人只能是自然人。

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或者人民团体，不能成为证人，因为它们不能像自然人一样感知

案件事实，无法享有证人的诉讼权利或者承担证人的诉讼义务。

65-88 题缺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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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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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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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答案】A
【解析】.社会主义法的适用的要求是正确、合 法、及时

93.【答案】A
【解析】由于甲没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由乙独立承担刑事责任。

94.【答案】A
【解析】动机不影响作出有效的投案自首。

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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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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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100 题缺

第二部分 主观试题

非常抱歉！因材料不全无法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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