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二

71【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关联词的用法。根据文段的意思，一个人保持自己的能力不断精进，其实

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自己的能力本身不褪化，二是不要低估其他方面。所以横线处，

“不高估自己”“不低估别人”是并列关系。B 项“既······又······”是同向并列关联词，符合文意。

A 项表示转折，C 项和 D 项表示递进，排除。

72【答案】D

【解析】前文讲到改革者要当“实干家”，“拿出实实在在的举措”，横线后是一个不好的结果，

因此拿出措施就是为了避免后面的不良后果的，所以正确选项为 D 项。A 项、B 项和 C 项

均为结论词，后面应该接的是好的结果，排除。

73【答案】A

【解析】横线处要表达的意思为“到九月中旬的时候已经完成了规定施工量”，应该用完成时。

首先排除 C 项“大约”，表示不确定；再排除 D 项“到了”，表示 9 月中旬还未到。比较 A 项

“截止”与 B 项“截至”的区别，“截止”表示到某个时间停止，指到了某一个阶段，而“截至”

指一件事都停止结束了。很明显施工量完成了 90%，所以正确选项为 A 项。

74【答案】D

【解析】结合语境，主语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对象是“访问团成员”，因此应该用 D 项

“接见”，一般是上级与下级见面，或者领导与许多人的见面，符合语境。A 项“会晤”一般

是国家领导层在正式场合的见面，排除；B 项“会见”一般指同一级别，或与之大致相同级

别的人的见面，比如习近平会见来访的俄罗斯总统；C 项“见面”偏口语化，排除。

74【答案】B

【解析】文段意思为“假疫苗对人民群众有极大的害处”，且横线处有介词“着”，表示正在进

行时，B 项“威胁”是遭遇危险的意思，符合文意。A 项“危害”后面一般用“了”，排除；C 项

“侵害”指有意伤害他人身体和精神的行为，有“侵入”之意，后面可直接加宾语，排除；

D 项“侵犯”往往用于权利方面，排除。

76【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同义词替换及固定搭配。A 项“提高”一般和“能力、水平、地位”等搭配，排

除；B 项“使上抬，使提高”的意思，一般搭配“物价、身份”等，排除；D 项“升高”指提高

地位、程度、水平等，排除。因此正确选项为 C 项。



77【答案】B

【解析】本题是意图判断题。文段首先告诉我们业务复杂到自己控制不住的时候就不能再做，

并且现在能控制的事物将来未必能控制，接着通过一个例子告诉我们，在公司工作的“去

和留”当有一定的评判标准时就很好决定了，换言之，做一件事不能一眼看到结局，那就

试着看看延长下去的趋势也行。B 项是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A 项“辅助线”属于无中生有，

排除；C 项和文意相悖；D 项“现在”不是作者强调的重点，作者强调“长线思维”，排除。

78【解析】A. 根据题问方式，属于主旨题，文段开始举了一个贷款纠纷用法律无法解决用信

仰力量解决的例子，然后用“我们通过知识了解这个世界，结果脑子里全是框框。”总结，意

思是我们脑子里的条条框框在解决现实问题的时候并不太适用，也就是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

时候，条框直接的界限并不明显。所以选 A.

79【解析】D。根据提问方式判断题型是标题填入题。首先要确定文段的主旨，找到文段表

达的主要意思，就可以确定文段的标题，文段用几个分号并列表示了不同年纪人应该如何去

做，最后总结出怎样才是最好的衰老方式，也就是文段的主旨。所以选 D。

81.
82.
83.
84.

85【解析】D. 题目要求概括文段要表达的意思，主旨句是最后一句，表达了她现在的状态。

故 D 项最符合。

二、数量关系：本部分包括两种题型

（一）数字推理（给你一个数列，但其中缺少一项，要求你仔细观察其排列规律，然后从四

个选项找那个选择你认为最合理的一项填补空缺项，使之符合原有的排列规律。）

86【答案】C

【解析】前一项是后一项的 3倍

87【答案】D

【解析】4+6=40-30,30+40=76-6;6+76=122-40;40+122=238-76

88【答案】C

【解析】奇数项公比为5的等比数列,偶数项是公差为 2的等差数列。

89【答案】B

【解析】递推数列。前两项相乘减第三项

90【答案】C



【解析】前两项求和减1得第三项

91【答案】A

【解析】加号前的应为 ，加号后的应为 3

（二）数字运算（在这部分试题中,每道题呈现一段表述数量关系的文字,要求你迅速,准确的

计算出答案。）

92【答案】D

【解析】代入排除，415 去掉 5为 41 和乙相同，415+41=456。

93【答案】B

【解析】设铁丝长度为X，则列方程： ，得 X=20

94【答案】B

【解析】设甲浓度为 a，则乙浓度为4a，甲溶液质量为 3，则溶液质量为 1，混合后溶液浓度

= ,混合后的浓度是甲的 。

95【答案】B

【解析】甲：乙=4：3，乙：丙=2：1，得甲：乙：丙=8：6: 3，甲人数为 136*8/17=64

96-100 ？DADD

111 解析：C

第一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最能支持”，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二步，找论点和论据。

论点：这样的担心大可不必，即担心蚊子叮咬了 HIV 感染的人而再叮咬下一位时会将蚊子体

内的 HIV 在人之间传播是大可不必的。

论据：蚊子可传播多种疾病，如疟疾，丝虫病，乙型脑炎等。

第三步，辨析选项。

无关选项。该项强调的是 HIV 病毒的水平高低，但水平高低与能不能传染并无必然联系，论

题不一致，排除。

无关选项。该项强调蚊子叮咬的时间，但叮咬时间与能否被感染并无必然联系，论题不一致，

排除。



增加新论据。“血液的吸入总是单向的”说明血液被吸入蚊子体内之后，不会传播给下一个人，

补充了新论据从而加强论点，具有加强作用。

无关选项。只是说明孩子容易被蚊子叮咬，极少发生 HIV 感染，但不能证明蚊子是否会把体

内的 HIV 传播给人类，论题不一致，排除。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2 解析：C

本题为分析推理题目。由Ⅴ知，每人只参加一种项目。由Ⅰ知，参加跳高的只有丁，结合Ⅴ

得出丁不参加排球比赛。由Ⅳ知，丙不参加兵乓球比赛，结合Ⅴ得出丙参加排球比赛。由Ⅱ、

Ⅲ知甲和丙一起参加比赛，故参加排球的为甲和丙。

113 解析：A

114 解析：D ABC 都可以解释这款睡眠监测软件是没法实现睡眠的准确监测和判断的原因，

D选项手机是塞在枕头下的，不存在手机的光亮问题，故无法解释。

1115 解析：A 题干当中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的服务，既能树立政府服务形象，提升文

明档次，说明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服务，对政府是有益的；题干当中也能让普通老百姓

真正领会文明的内涵，说明利用公民的力量监督政府服务，对公民也是有益的。所以利用公

民的力量监督政府服务，对政府和公民都是有益的。故正确选项为 A。

116 解析：A 翻译 A选项为病毒→侵入细胞，这种病原体侵入到了细胞中，为肯后，肯后不

确定，而 A选项给的是确定的答案，A错。B选项中子是不带电的，中子是一种基本粒子，根

据某个→有的，能够得出有些基本粒子不带电，正确。C翻译为企鹅→不会飞，结论为仙企

鹅不会飞，根据推理规则肯前必肯后，知 C为正确。D通过不少肺癌患者都有 10 年至 20 年以

上的吸烟史，可知肺癌和吸烟有关系，由其中绝大多数是烟瘾过大者，得出肺癌和吸烟特别

是大量吸烟有很大关系，D正确。最后正确选项为A选项。

117 解析：D 题干提到沿某国海岸线延伸 200 海里范围内的岛屿为该国所有，许多国家展开

了争夺岛屿的斗争。我国的南沙群岛被侵占，说明南沙群岛与东南亚许多国家相邻。D为正

确选项。A、B、C均无法通过题干得出。

118 解析：本题为分析推理题目。由于题干真假信息不确定，所以采用选项代入法。

A项代入后，若这一天是周一，则前天为周六，周一 A庄的人说假话，则他说周六说谎是假的，

即周六说真话；周一 B庄的人说真话，他说周六说谎是真的，可以推出。

B项代入后，若这一天是周日，那就说明这两个人都说实话，但前天是周五，周五不是 B庄人

说谎的日子，前后矛盾，排除。



C 项代入后，若这一天是周二，A庄的人说实话，说明前天是他说谎的日子，但前天是周日，

周日说实话，前后矛盾，排除。

D项代入后，若这一天是周五，A庄人说假话，说明前天是他说真话的日子，但前天是周三，

周三A庄人说假话，前后矛盾，排除。

因此，选 A选项。

119 解析：D 本题考查归纳推理。第二天却冷的让人受不了，这是温度和风共同决定的，故

选 D。得不出天气预报的准备性，人和自己的关系以及天气变化情况。

120 解析：A 题干中提到制造牛皮纸所用的木材纤维比较少，且在经过化学药品处理纤维时

强度所受的损伤比较少，纤维与纤维之间是紧紧相依的，说明牛皮纸比较结实。题干并没有

涉及到销路、价格、和应用方面的内容。故正确答案为 A。

四、资料分析（所给出的文字、表格或综合性资料均有若干个问题要你回答。你应根据资料

提供的信息进行分析、比较、计算和判断处理。）

126【答案】A

【解析】由材料第一段可知。

127【答案】C

【解析】由第一段末尾“2016 年 7 月同比减少 15.03%，为历年最大降幅。”可知。

128【答案】D

【解析】计算基期量。由材料“2017 年 1 至 4 月，陆客来台旅游总人数为 61.5 万，较去年同期

下降 50.2%。”可知，基期为 ，故选 D。

129【答案】C

【解析】A 和 B 推不出，团客减少量为 ，自由行客减少量为

，故选 C

130【答案】D

【解析】A 错，降幅最大是 7 月；

B 错，材料推不出

C 错，材料中得不出 2017 年数据



D 对，第二段末位可推出

（2）根据以下资料，回答 131-135 题。

131【答案】B

【解析】外出农民工=住户中外出农民工+举家外出农民工，C=16336-12961=3375，D=16610

-13085=3525.C+D=3375+3525=6900

132【答案】A

【解析】

133【答案】D

【解析】2014 年相差 6448；2015 年相差 6411；2016 年相差 6326；2017 年相差 6247。故

2017 年相差最小。

134【答案】D

【解析】比重比较。2017 年比重-2014 年比重= ，故选 D

135【答案】D

【解析】A 错，推不出；B 错，2016 年增加值为 633，2017 年为 501，2017 年小于 2016 年；C

错，外出均大于本地；D 正确。

（3）根据以下文字、图标资料，回答 136-140 题。

136【答案】B

【解析】从图中可知 2012 年柱状图最高，故 2012 年最多。

137【答案】C

【解析】由材料可知“美国出台新的保护主义干预措施 143 项，占全球总数的 17.1%”，全

球为

138【答案】D

【解析】得不出 2018 年 1-7 月具体数值。

139【答案】C

【解析】从材料第一段可知，“根据世界贸易组织规定，成员方在进口产品存在倾销、补贴或

进口过快增长对国内产业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贸易救济措施，但有严格限定条件。

美国大量使用贸易救济措施对本国产业实施保护，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针对中国。”



140【答案】B

【解析】A 错，从图中可以看出 2012 年最多；C 错，看图中折线图，其中 2009 年低于 15%；

D 错，柱状图 2018 年 1-7 月有所下降，故选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