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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推理 
 

1、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近年来在某市高收入人群中，本地人占 70％以上，这充分

说明外地人在该市获得高收入相当困难。以下哪一项如果为真，才能支持上述结论？ 

A. 外地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高达 40％ 

B. 外地人占该市总人口的比例不足 30％ 

C. 该市中低收入人群中，外地人占 40％ 

D. 该市中低收入人群中，本地人占不足 30％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才能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第

二步，找论点和论据。论点：外地人在该市获得高收入相当困难。论据：在某市高

收入人群中，本地人占 70％以上。第三步，辨析选项。A项，增加新论据。该项补

充说明在外地人口占比 40%相对还算高比例的情况下，高收入人群中外地人仅占

30%，表明外地人获得高收入还是困难的，具有加强作用；B项，增加反向论据。

该项表明在外地人口占比较少的情况下，还能在高收入人群中占 30%，说明获得高

收入并不困难，具有削弱作用；C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低收入人群占比状

况，而题干讨论的是高收入人群占比状况，二者主体不同，论题不一致，排除；D

项，无关选项。该项讨论的是低收入人群占比状况，而题干讨论的是高收入人群占

比状况，二者主体不同，论题不一致，排除。因此，选择 A选项。 

 

 



      咨询电话： 0752-7387260（惠州）  8520071（惠东）  

        动动手指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来练题  要加群，找 QQ：3298003420 

 

2、 小丽一大早到公司，发现自己桌子上有一束玫瑰花，同事小王经过仔细分析，

认为是客户张总送的，小丽则认为不可能。但是小王说，其他可能性都被排除了，

剩下的可能性不管看起来多荒谬，都是真的。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小王的

说法？ 

A. 小王不可能比小丽更了解张总 

B. 逻辑推理不一定能得出正确答案，必须有证据 

C. 张总是公认的浪漫的人 

D. 小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第二步，

找论点和论据。论点：小丽桌上的花是客户张总送的。论据：其他可能性都被排除

了。第三步，辨析选项。A项，无关选项。张总是否送花给小丽是个人意志的体现，

与别人是否了解他无必然联系，论题不一致，排除；B项，无关选项。逻辑推理是

否需要证据与论点小丽的花是张总送的无关，排除；C项，无关选项。张总是否浪

漫与小丽的花是否是他送的无必然联系，论题不一致，排除；D项，否定原有论据。

小王不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说明无法把所有其他可能性都排除，具有削弱作用。

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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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自行车轮又在中国转起来了。如今，在中国的年轻人中间，正在流行着骑自行

车的生活时尚。这种时尚打动了国外很多国际知名的自行车制造商，他们十分看好

中国市场，纷纷来中国开店销售他们的自行车。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这些

国外知名自行车制造商的看法？ 

A. 一般来说，自行车比汽车便宜，中国的绝大部分人都买得起自行车 

B. 中国自行车保有量已占世界的一半左右——至少有 4.7亿辆 

C. 随着人们“绿色”意识的增强，低碳环保的自行车运动将成为更多人的生活选择 

D. 国外知名品牌自行车在华售价昂贵，超过了一般中国人的承受能力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削弱”，确定为削弱论证。第二步，

找论点和论据。论点：国外自行车制造商看好中国市场，来中国销售他们的自行车。

论据：中国年轻人正流行骑自行车的生活时尚。第三步，辨析选项。A 项，不明确

选项。该项说明大多数中国人买得起自行车，但会不会买国外知名品牌自行车不清

楚，排除；B项，不明确选项。“占世界保有量的一半”只表明现在的市场占有率，

并不能说明市场是否饱和，以及是否会购买国外知名品牌自行车，排除；C项，无

关选项。自行车成为更多人的生活选择，与国外知名品牌自行车无必然联系，论题

不一致，排除；D项，增加反向论据。该项说明国外知名品牌自行车售价昂贵，超

过了一般中国人的承受能力，市场不会好，具有削弱作用。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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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张、王、李三人是某小学英语教师。他们对甲、乙两个班学生的学习英语状况

作出如下判断：张：如果甲班所有学生都爱学英语，那么乙班有的学生不爱学英语；

王：甲班有的学生不爱学英语，而乙班所有学生都爱学英语；李：或者甲班所有学

生爱学英语，或者乙班所有学生爱学英语。如果上述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时，则以

下各项中除了哪项其余判断均不能必然推出？ 

A. 甲班所有学生都爱学英语，乙班所有学生都爱学英语 

B. 甲班有的学生不爱学英语，乙班有的学生不爱学英语 

C. 甲班有的学生不爱学英语，乙班所有学生都爱学英语 

D. 甲班所有学生都爱学英语，乙班有的学生不爱学英语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题干有若干论断和真假限定，确定为真假推理。第二步，

分析条件，进行推理。题干论断无明显关系，因而优先选择代入选项法。若 A项为

真，即“甲班→爱英语，乙班→爱英语”，则张为假，王为假，李为真，与题干“三

人的判断只有一假”不符，排除；若 B项为真，即“有的甲班→-爱英语，有的乙班

→-爱英语”，则张为真，王为假，李为假，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不符，

排除；若 C项为真，即“有的甲班→-爱英语，乙班→爱英语”，则张为真，王为真，

李为真，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有一假”不符，排除；若 D项为真，即“甲班→爱

英语，有的乙班→-爱英语”，则张为真，王为假，李为真，与题干“三人的判断只

有一假”符合，可以推出。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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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当前，有学者指出，物业税改革会增加房屋的持有成本，从而增加房产市场的

供给，进而对房价产生一定的调控作用。目前，开征物业税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必

不可少的环节。而在我国很多房屋的所有权和使用权是分离的，在当前房产税的征

收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房屋使用人纳税，但从税收理论上讲，财产税必须向财

产的产权人征收，所以必须首先进行房屋产权的明晰，这是物业税开征的必要条件。

因此，学者建议说，开征物业税要循序渐进，并且要分步骤实施。 

如果假设上述学者的言论是正确，则由此可以推出（    ）。 

A. 如果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不能进行，则说明在我国没有开征物业税 

B. 如果房屋产权明晰，我国就可以开征物业税 

C. 如果房屋产权不明晰，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就不能进行 

D. 如果在我国没有开征物业税，则说明房屋产权不明晰 

答案：C 

解析：本题属于翻译推理型。由题干“开征物业税是我国财税体制改革必不可少的

环节”，可知开征物税是财税体制改革的必要条件，可推出进行财税体制改革→开

征物业税①，没有开征物业税→不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②，由此可知 A 项错误；由

题干知进行房屋产权的明晰是物业税开征的必要条件，可知开征物业税→进行房屋

产权明晰③，房屋产权不明晰→不能开征物业税④，故得出 B、D项错误。由②④

可知，如果房屋产权不明晰，就不能进行财税体制改革，C项正确。所以选择 C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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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某案的两名凶手在以下五人中，经过公安部门的侦查后得知：①只有甲是凶手，

乙才是凶手②只要丁不是凶手，丙就不是凶手③或乙是凶手，或丙是凶手④丁没有

戊为帮凶，就不会作案⑤戊没有作案时间这件案件中的凶手是： 

A. 甲和乙 

B. 乙和丙 

C. 丁和戊 

D. 丙和丁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题干关联词“只有……才……”，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①乙→甲；②-丁→-丙；③乙或丙；④-戊→-丁；⑤-戊。第三

步，进行推理。⑤为确定信息，“-戊”是对④前件的肯定，根据“肯前必肯后”，

可推出“-丁”；“-丁”是对②前件的肯定，根据“肯前必肯后”，可推出“-丙”，

“-丙”结合③否定肯定式，可推出“乙”，“乙”是对①前件的肯定，根据“肯前

必肯后”，可推出“甲”。因此，选择 A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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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为青少年不应当吸烟，所以提案禁止向青少年出售香烟是十分合理的。但是，

禁止使用自动售烟机，就如同在交通要道上设置路障，堵住 100位驾驶员，仅仅只

是为了逮捕其中的一位无证驾驶者，路障阻碍的不仅仅只是那些违法的人，而是所

有的人。下列哪一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评价以上所提出的禁令，即对

禁止使用自动售烟机所提出的反对意见？ 

A. 自动售烟机比其他自动售货机更容易出错吗 

B. 目前是否有法律规定，禁止将成人专用的东西出售给青少年 

C. 提高香烟销售税能阻止青少年购买香烟吗 

D. 禁止设置自动售烟机是否给许多成年买烟者带来了不便 

答案：D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提问方式中的“哪个问题的答案......会正确评价以上

反对意见”，确定为加强与削弱论证。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论点：禁止使用自

动售烟机。论据：禁止向青少年出售香烟。第三步，辨析选项。A项，无关选项。

自动售烟机是否更容易出错，不能反对禁止使用售烟机，排除；B项，无关选项。

是否有法律规定禁止出售香烟给青少年，不能说明是否会妨碍成年人，也就不能反

对禁止使用售烟机，排除；C项，无关选项。销售税是否阻止青少年买香烟，与题

干讨论的售烟机无关，论题不一致，排除；D项，该项对于“是否会给许多成年买

烟者带来不便”的答案如果是肯定的，就能加强反对意见，答案如果是否定的，就

能削弱反对意见。也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能够帮助我们正确评价题中所提出的禁令。

因此，选择 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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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张明说：如果选李明当教练，那么王芳就要当领队。李红说：我不同意。以下

哪项最符合李红的意思？ 

A. 如果选李明当教练，就不能让王芳当领队 

B. 选李明当教练，但不能让王芳当领队 

C. 不选李明当教练，但要让王芳当领队 

D. 如果不选李明当教练，就要让王芳当领队 

答案：B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根据题干关联词“如果……那么……”，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①李明教练→王芳领队。第三步，进行推理。“我不同意”意

味着李红反对张明的观点，即-（李明教练→王芳领队）=李明教练且-王芳领队。因

此，选择 B选项。 

 

9、 今年中国南方地区出现“民工荒”。究其原因，或者是由于民工在家乡已找到

工作；或者是由于南方地区民工工资太低，不再具有吸引力；或者是由于新农村建

设进展加快，农民在农村既能增收，又能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今年中国新农村建

设确实进展加快，农民在农村既能增收又能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据此，可以推出

今年南方地区出现“民工荒”的原因： 

A. 是由于民工在家乡已找到工作 

B. 可能是由于民工在家乡已找到工作 

C. 不是由于民工在家乡已找到工作 

D. 是由于南方地区民工工资太低，不再具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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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第一步，依据题干特征和提问方式，确定题型。题干无明显逻辑关联词，且

选项差异较大，为归纳推理。第二步，辨析选项。A项，“是由于”太绝对，“在

家乡找到工作”是题干中的一个原因，但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也有可能导致“民工荒”，，

排除；B项，“可能在家乡找到工作”，是题干中造成“民工荒”的一个可能原因，

可以推出；C项，“不是由于在家乡找到工作了”，题干却说可能是这个原因，两

者矛盾，排除；D项，“是由于”太绝对，“南方工资低”是题干的一个原因，但

还有其他两个原因也可能导致“民工荒”，，排除。因此，选择 B选项。 

 

10、 在北京奥运会前后，身穿速比涛公司生产的鲨鱼皮泳衣参赛的游泳运动员们几

乎打破了所有的世界纪录。这一旋风直接造成了运动员争相要求身穿这种新式泳衣，

而和旧的、自己的赞助商决裂，这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世界级大型体育用品品牌。

由此不能推出： 

A. “鲨鱼皮”泳衣大大提高了运动员成绩 

B. 除了速比涛公司，其他公司没有制造出这样的泳衣 

C. 赞助商一般要求自己赞助的运动员在比赛中穿自己品牌的泳衣 

D. 所有世界级大型体育用品品牌都有赞助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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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依据题干特征和提问方式，确定为归纳推理第二步，辨

析选项。A项，由题干中第一句可以推出该项，排除；B项，由题干中“运动员争

相要穿这种泳衣，和自己的赞助商决裂”，可推出该项，排除；C项，由题干中“运

动员争相要穿这种泳衣，与自己的赞助商决裂，这影响到了几乎所有的世界级大型

体育用品品牌”，可推出该项，排除；D项，题干中只是提及“几乎所有”并不等

同于“所有”，过于绝对，无法推出。因此，选择 D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