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部分 单选题 

1. 

【答案】A 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国石油 

【解析】2018 中国企业 500 强排行榜于 2018 年 9 月 2 日公布，“2018 中国企业 500 强”

的营业收入总额首次突破 70 万亿元大关，达到 71.17 万亿元，相当于 2017 年我国经济总

量的 86%，国家电网、中国石化和中国石油继续分列前三。 

2. 

【答案】D 内外因辨证原理 

【解析】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源泉和根据，外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

条件，它启示我们要用内外因相结合的观点看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第

一方面发挥政府的作用揭示了外因，第二方面依靠群众的力量是内因，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

才能真正打赢精准扶贫攻坚战。 

3. 

【答案】C 人类社会历史具有一定的规律 

【解析】关于唯心主义产生的根源。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把唯心主义比喻为“人类认识之

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明确提出了唯心主义产生的深刻原因：(1)社会历史根源。

生产力低下，科学不发达，人类对自然力无知，特别是剥削制度的产生，脑力劳动与体力劳

动的分离，为唯心主义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所以 A 正确。(2)阶级根源。唯心主义

一般同历史上的反动的剥削阶级相联系，得到反动的剥削阶级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唯心主义

产生的阶级根源，所以 B 正确。(3)认识根源。把复杂的认识过程简单化、片面化和僵化，

导致主观与客观、认识和实践相分离，这是唯心主义产生的认识根源，所以 D 正确。故本

题选 C。 



 

 

4. 

【答案】D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解析】“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在中国科

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对

坚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5. 

【答案】B 新发展理念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 

【解析】2017 年 12 月 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分析研究了 2018 年经济工

作，并指出，做好明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紧扣我国

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

个全面”战略布局。 

6. 

【答案】B 祖国统一要通过和平方式实现，不能动用武力 

【解析】中国政府提出，我们力争用和平方式实现祖国统一，但决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7. 

【答案】D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解析】1987 年党的十三大系统阐述了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轮廓，明确提出我国处于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概括和全面阐述了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定了建设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六条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并明确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

的战略目标。 

8. 



 

 

【答案】B 乙 

【解析】原告向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题

干中最先立案的是乙法院，因此答案为 B。 

9. 

【答案】D 犯罪既遂 

【解析】犯罪既遂即故意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已经具备了刑法分

则所规定的某一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题干中已经符合放火罪的全部构成要件，因此为放火

罪的即遂。 

10. 

【答案】A 民主集中制 

【解析】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构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11. 

【答案】C 造成经济衰退 

【解析】公共财政经济稳定和发展职能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稳定物价水平和国际收支平衡。 

12. 

【答案】B 喜鹊 

【解析】在《诗经》中，就对牛郎织女的天象有一番这样的描写：“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

为桥。”中国神话传说中牵牛、织女分居天河两岸，每个七月七日地上的喜鹊飞到天河填河

成桥、使之相会。 

13. 

【答案】C 山西五台山 

【解析】中国四大道教名山为中国四处最主要的道教圣地，分别是： 位于湖北十堰的武当



 

 

山； 位于江西鹰潭的龙虎山； 位于安徽黄山的齐云山； 位于四川都江堰的青城山。 五台

山位于山西省东北部，忻州市五台县和繁峙县之间，与浙江普陀山、安徽九华山、四川峨眉

山、共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五台山不是道教名山，而是佛教名山，故答案为 C。 

14. 

【答案】D 英国 

【解析】1842 年中英《南京条约》主要内容为：1.割香港岛；2.赔款 2100 万银元；3.开放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4.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税税率，中国

须同英国商定。故香港岛割给了英国，答案为 D。 

15. 

【答案】C 平流层 

【解析】大气层随高度不同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分为对流层、平流层、臭氧层、中间层、热

层和散逸层，再上面就是星际空间了。平流层距地表约 10～50 公里处的大气层。位于对流

层之上，逸散层之下。平流层亦称同温层，是地球大气层里上热下冷的一层。平流层主要特

点是:1.气温会因高度而上升。是因为其顶部吸收了来自太阳的紫外线而被加热。2.空气特别

稳定，不易产生对流，大气运动多是水平，因此称为平流层。目前大型客机大多飞行于此层，

以增加飞行的稳定度。3.平流层因为特别稳定，而且没有降水，大气中悬浮微粒可停留在平

流层数个月到数年之久。4.平流层的温度分布与臭氧有关。5.平流层底部受到对流层顶部的

西风带影响，所以几乎都吹著西风。 

16. 

【答案】A   石墨烯是一种化合物 

【解析】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以 sp²杂化轨道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二维碳纳米材料。

石墨烯中只有碳元素，是单质，因此石墨烯是一种化合物的说法是错误的；碳在常温下的化



 

 

学性质是稳定的，因此 B 项说法正确；石墨烯中只有碳元素，因此在完全燃烧下产生的就

是二氧化碳，C 项说法正确。石墨烯是一薄层碳原子—和钻石以及煤的元素是一样的，这也

是首次获得的二维材料，因此 D 项说法也是正确的。故正确答案为 A。 

17. 

【答案】D   审查政府法规 

【解析】公民监督中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主要包括：批评和建议、控告、检

举和举报、申诉和信访，因此公民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不包括审查政府法规。故

正确答案为 D。 

18. 

【答案】A 建设效能政府 

【解析】“文山会海”在实际工作中出现了很多危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造成

大量浪费，助长不良风气。第二，影响了干部的执行能力。第三，降低了行政效能。第四，

败坏党的形象，影响了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整治“文山会海”，建设效能政府，对推动我

国经济社会转入科学发展，走上和谐质量，推进我国节约型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重

要的意义。 

19. 

【答案】B 由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 

【解析】本题考查行政组织的基本要素之一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是组织赖以建立和存在的前

提及基础，也是组织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行政组织首先必须有明确清晰的目标，并

由上到下，由宏观到微观地进行目标分解，形成一个多层次、多序列的组织目标体系。故本

题选 B。 

20. 



 

 

【答案】D 纪实性、指导性、概括性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公文中的会议纪要部分的知识。会议纪要是记载会议主要精神和议定

事项，要求与会单位共同遵守、执行的一种公文。党的机关公文和行政机关公文，都把会议

纪要作为法定文种。中国共产党机关公文处理条例》规定，会议纪要：用于记载会议主要精

神和议定事项。会议纪要的三个特点: 1．内容的纪实性 2．表达的概括性 3、作用的指导

性指导性。故本题选 D。  

21. 

【答案】D 在发文办理的阶段主要程序有复合、登记、答复、印制和核发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公文的收发文程序。在公文的发文办理阶段发文办理是指机关内部为

制发公文所进行的拟制、处置与管理活动。发文办理的一般程序为：拟稿、会商、审核、签

发，核发、登记、缮印、用印或签署，分装、发出，处置办毕公文。这一程序具有很强的确

定性与不可逆性。D 项错误答复环节属于收文办理的的环节，故选 D。 

22. 

【答案】B 

【解析】一道逻辑填空题，考查实词辨析。享受搭配的一般是好的事物，从空格后的“厄运”

可以排除 A 项，C 项“支撑”与“厄运”搭配不当，比较 B、D 两项，D 项“忍受”带有

“不得不”的意味，而从文段来看，“大多数人有足够的心理韧性”表明大多数人是能够独

自承受这些厄运的，没有“不得不”的意味，排除 D 项。故本题答案为 B 项。 

23. 

【答案】D 

【解析】一道逻辑填空题，考察成语辨析。从文段“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可知，空格处应填

入表“孤岛”语义的词语，只有 D 项“独善其身”有“独自”的语义，故本题选择 D 项。 

https://wenwen.sogou.com/s/?w=%E6%9C%BA%E5%85%B3%E5%85%AC%E6%96%87&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6%96%87%E7%A7%8D&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8%AD%E5%9B%BD%E5%85%B1%E4%BA%A7%E5%85%9A%E6%9C%BA%E5%85%B3%E5%85%AC%E6%96%87%E5%A4%84%E7%90%86%E6%9D%A1%E4%BE%8B&ch=ww.xqy.chain
https://wenwen.sogou.com/s/?w=%E4%BC%9A%E8%AE%AE%E7%BA%AA%E8%A6%81&ch=ww.xqy.chain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08136&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7651720&ss_c=ssc.citiao.link


 

 

24. 

【答案】 

【解析】一道逻辑填空题，考察虚词辨析。分析文段，第一个空格后“繁重的教学任务”与

第二个空格后“面临利益诱惑”之间存在递进关系，故两个空格填入的词语应形成递进，排

除 A、C、D 两项，故本题选择 C 项。 

25. 

【答案】B 

【解析】一道逻辑填空题，成语、实词综合考察。第一空后的破折号起解释说明的作用，从

“正在从……”可知，能源转型是现在正在进行，尚未停止的事情，“方兴未艾”正确，排

除 A、D 两项，“应对”意为采取措施以应付出现的情况，“应付”指敷衍了事，第二个空

格填入“应对”合适，故本题选择 B 项。 

26. 

【答案】C 

【解析】一道逻辑填空题，考察成语辨析。分析文段可知，第一个空格形容机器人在与主持

人交流时的状态，侃侃而谈指理直气壮、从容不迫的说话，感情色彩偏积极；夸夸其谈指浮

夸空泛地大发议论，感情色彩偏消极，文段表达的是对情感机器人的赞赏，应选积极感情色

彩，排除 A 项，B 项“唇枪舌剑”往往用语辩论中，排除；D 项“谈笑风生”指谈话时兴

致很高，很风趣，填入文段合适。再看第二个空格，“巧舌如簧”指善于狡辩，含贬义，与

文段感情色彩不符，排除，故本题选择 C 项。 

27. 

【答案】A 

【解析】第一空，根据前文提示信息，语言是“人类文明世代相传的载体”可知，后两空所



 

 

填词语都有“载体”“媒介”的意思，第一空可首先排除 C 项“关键”，它指对事物起决

定性作用的环节，D 项“保障”有保护使不受侵犯和伤害的意思，排除。 

    第二空，B 项“枢纽”是事物相互联系的中心环节，也指重要的地点或事物关键之处，

经常说“交通枢纽，工程枢纽”，排除。A 项“纽带”比喻起联系作用的人或事物，符合文

意。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A 项。 

28. 

【答案】C 

【解析】第一空的成语用来形容“网络募捐”发展态势很好，A 项“朝气蓬勃”经常用来形

容人有活力，排除；B 项“步步高升”形容人的职位不断上升，排除；D 项“蒸蒸日上”经

常形容人的事业发展的特别好，排除。“欣欣向荣”原来形容草木长势繁盛，后比喻蓬勃发

展，所以答案初步定为 C 项。 

    验证第二空，“顺应发展趋势”是固定搭配。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C 项。 

29. 

【答案】D 

【解析】第一空，要与崇尚自然成为并列结构，且形容“自然绿色健康观”，A 项“还淳反

古”指回复到人本来的淳厚、朴实的状态或本性，不符文意，排除。C 项“回归本源”指回

到所谓的万物起源，语义过重，排除。 

    第二空，根据“节约环保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可知，“光盘行动”“提篮买菜”是需要

倡导的一种行为，而不仅仅只是“提出”，所以排除 B 项。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D 项。 

30. 

【答案】D 

【解析】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需要概括文段的重点。文段首句引出话题，介绍“工作场所



 

 

焦虑”是什么，紧接着进行举例说明。最后一句话提出作者观点，通过并列词“另外”指出

引起“工作场所焦虑”的具体原因包括政治因素、管理因素、人的年龄、性别等因素。D 项

是对作者观点的同义替换。A 项表述错误，产生工作焦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是工作本身；

B 项和 C 项在文中未提及。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D 项。 

31. 

【答案】B 

【解析】这是一道主旨概括题，需要提炼文段的重点。文段首先介绍了当前我国城市道路战

略向小汽车倾斜，后文介绍了这样的战略对于非机动车道、公交车、人行道带来的诸多不利

影响，因此文段重点强调倾向小汽车的城市道路战略带来的诸多弊端。B 项是文段重点内容

的同义替换。A 项仅在陈述客观现象，没有指出现象带来的后果，表述片面；C 项是引申项；

D 项主体词“小汽车”与原文不符。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B 项。 

32. 

【答案】B 

【解析】这是态度观点题。作者的态度出现在第一句转折词“而”之后，“正常情况下，送

多少彩礼应根据南方经济情况而定”。紧接着对县政府的做法提出来疑问：“这是否适合每

个家庭？”后面又回答了“彩礼送多少，酒席摆几桌这是因人而异的家庭私事”。所以可以

得出作者对于县政府出台规定彩礼的行为是不认可的。所以对应答案为 B 项。 

33. 

【答案】B 

【解析】这是一道意图判断题。首先通过文段的因果关联词“由于……所以……”可以得知

结论“校园引入共享单车，所以不怕被盗窃”是我们优先关注的重点句。近接着后面又用“因

为”引出后面的内容，对前面的结论进行解释说明。所以整个文段的主旨句就是所以之后的



 

 

内容，也就是说校园引入共享单车有好处。对应的同义替换项就是“B”。“A”选项时从

原因里得出的引申项；“C”选项是无中生有项。“D”选项偏离文段重点。 

34. 

【答案】C 

【解析】这是一道意图判断题。首先分析文段，第一句是对“等级观念”的概念解释，接着

是介绍这种观念对封建时代统治者的作用。接着提出在现代社会，这种观念已被改变，“人

人生来平等”的观念早已成为文明共识。最后又用宪法的内容来补充论证强调此内容。所以

文章的前后是转折关系，转折后的内容是重点。强调的就是“人人平等的观念是毋庸置疑的”，

对应选项“C”。“A”、“B”选项明显和文段重点不符。“D”选项只是说划分等级不对，

但没有说对的是什么，和“C”选项对比，表述不够明确。 

35. 

【答案】B 

【解析】这是细节判断题。首先浏览选项，和文段内容一一对应。“A”选项对应文段第一

句话，大堡礁是有珊瑚虫分泌出得碳酸钙质一层一层形成的，不是“珊瑚虫堆积而成的”，

偷换概念，所以错误。“B”选项对应然后之后的内容，表述正确。“C”选项对应倒数第

二行的“全世界大约有 80%的珊瑚岛礁已经走上缓慢死亡的道路”，有两处错误，一个是

“大约 80%”，不是“80%”。另外一处是已经开始逐渐死亡，不是确定的结果“已经死

亡”。“D”选项很显然和文段最后两句话意思不符合。所以正确答案是 B 项。 

36. 

【答案】D 

【解析】这是细节查找题。根据提问方式我们得知是要找“目的”。回到文段中先定位到“高

度相似的‘老街’”出现在文段第二行“但是”之后，在列举这种现象后提到了“不珍惜群



 

 

众旺盛的旅游追求不无关系”。通过这个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作者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

各地在发展旅游的时候要考虑群众的真实需求。所以正确答案为 D 项。 

37. 

【答案】B 

【解析】这是语句衔接题。通过文段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总分结构，在内容上是前后

照应关系。所以最后的总句要从对前文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中得出。前文孔子的观点是在说人

的修养是从学习诗经，通过礼乐教化形成的。毛泽东说的话在强调文明精神的树立首先要有

一个健康的身体。朱光潜的话是说要有纯净的心灵，得先有美好的生活态度、生活行为和行

为准则。所以我们能看出来三个人的话是在从不同的方面强调怎么去教育人类。所以对应答

案只能为“B”，也就是说不能仅仅传授专业知识。 

38. 

【答案】D 

【解析】第一步，观察选项，确定首句。②句为提出对策，③句为援引观点，因此③句更适

合作首句。排除 A 项和 B 项。 

    第二步，进行关联性验证，③句后面接①句还是④句。首句③中提到“两样东西”，④

句中提到“一是······”，“二是······”， 正好就是对③句“两样东西”的具体解释，因此③

④话题一致，进行捆绑。因此本题正确答案为 D 项。 

39. 

【答案】D 

【解析】每一项乘数中均含有一项尾数为 0，根据尾数法可得，最后的结果尾数必然为 0.

故选 D。 

40. 



 

 

【答案】D 

【解析】四个科目的书籍总数为 27，而政治书的总数为 5，故抽到的概率为 0.19
27

5
  

41 

【答案】A 

【解析】加上语文可知，总分数为 368924  。不算语文的总分数为 264。故语文的分数

为：368-264=104. 

42. 

【答案】C 

【解析】设两次及格的人数为 x。根据题意：32=26+24-x+4。解得 x=22. 

43. 

【答案】C 

【解析】根据题意，最大的四位数为 9765，而最小的四位数为 4056，两者做差，结果为

5709. 

44. 

【答案】B 

【解析】根据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可得，时间=195/65=3. 

45. 

【答案】C 

【解析】由男女比例可知，女生人数为 200。同时，共青团员人数为 200。若想使女性共青

团员概率最大，则令所有共青团员均为女性，所以最终结果为 C 选项。 

46. 

【答案】D 



 

 

【解析】设有 x 克浓度为 50%的盐水，根据题意得 0.5x+5010%=（x+50）25%，解

得 x=30. 

47. 

【答案】D 

【解析】题干所给的图都既有曲线又有直线，排除 AB，并且图形不含有粗线条，排除 C，

因此选择 D。 

48. 

【答案】B 

【解析】题干所给的图形都是轴对称图形，因此选择 B。 

49. 

【答案】D 

【解析】图中的黑块都沿着顺时针方向转动，第一行每次转动一格，第二行每次转动两格，

第三行每次转动三格，因此选择 D。 

50. 

【答案】C 

【解析】题干中指出亚健康是没有明确疾病，但是一些重要指标却不正常的情况。A 项，小

王低烧，属于疾病。B 项，老唐有糖尿病。D 项小杨有抑郁症。ABD 三项都有明显疾病，

所以排除。选择 C。 

51. 

【答案】A 

【解析】题干中指出晕轮效应是指某个特征会掩盖其他的特征。BCD，没有明显的某个特

征掩盖了其他特征，因此排除。A 项情人眼里出西施，是指情人的眼睛里看不到对方的缺点，



 

 

属于其他特征被掩盖，因此当选。 

52. 

【答案】A 

【解析】无因管理指没有接受委托，也并无义务。题干要找的是不属于的，A 项甲叫乙的孩

子陪自己散步，属于有委托，因此甲有义务在乙的孩子跌落山沟时将他救起。所以不属于无

因管理，当选。 

53. 

【答案】B 

【解析】狐朋狗友形容不好的朋友，相敬如宾不是形容师生的，因此 A 项前后关系不一致

排除。B 项莫逆之交形容好朋友，相敬如宾是形容夫妻的，前后关系一致，当选。C 项，肝

胆相照形容朋友，但是相敬如宾不是形容兄弟，排除。D 项举案齐眉不是形容夫妻，相敬如

宾也不是形容父子，前后都无明显的逻辑关系，因此排除。 

54.  

【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题干“黄金可以打造成首饰”，是对应关系，原材料和成品对应； 

第二步：分析选项 A 中“土豆可以做出薯条”，对应关系；B 中“水中含有氧气”，包

含关系；C 中“煤炭和原油是两种能源”，并列关系；D 中验钞机是用紫外线验钞，是

对应关系，但是不能说验钞机仅仅有紫外线构成，还有塑料外壳等；故选 A 项。 

55.  

【答案】B 

【解析】第一步：分析题干，树叶和树干都是树的组成部分，是并列关系，并且树叶在

树枝上，树枝在树干的上方。 



 

 

第二步：分析选项，A 中细胞壁是构成细胞的部分，是组成关系；B 中大脑和四肢是人饿

组成部分，并且大脑在四肢的上方，符合题干；C 中大米和水稻，是全同，只是形态不

同；D 中咖啡和可乐都是饮品，是并列关系，但是没有位置的上下关系。故选 B 

56. 

【答案】A 

【解析】第一步：分析题干，题干原告在法院面对被告，“法院”是场所，“原告”和“被

告”是人物，只有在法院才这么称呼，是对应关系。 

第二步：分析选项，A 项，应聘者在招聘会面对招聘者，符合题干；B 项，商品不是场所，

不符合；C 项“医生”和“护士”是医院的工作人员，并列，不是因为医院这个场所才产生

的对应称呼，不符合；D 项中“游乐设施”是物体，不是人物，不符合。故选 A 

57. 

【答案】B 

【解析】第一步：看设问，题目设问是“最能反驳儿科主任张某某的是”，是削弱质疑题； 

第二步：分析题干，题目论点是“充足的睡眠是促进儿童身高增长的重要要素，而愉快

心情有利于提高睡眠质量”， 

第三步：分析选项，A 项提到遗传因素对身高的影响，和题干无关，属于无关项；B 项，

说明睡眠质量越高，孩子的生长潜能越低，否定了题干的观点，削弱项；C 项，说明是

缺少户外运动影响的孩子的身高，是他因，是削弱项；D 项说明盲目补充营养物质对身

体的影响，无关项。对比 B、C，C 项仅仅提到其他原因，而题干论点更关注“睡眠”

和“身高成长”之间的关系，故 B 项削弱力度更强。故选 B。 

58. 

【答案】 D 



 

 

【解析】第一步:找关系,题干中丙和丁所说为矛盾,矛盾必然存在一真一假, 

第二步：看其余，根据设问”只有一个人为真话”,其余话为假,则甲和乙说的为假话,由甲

的话为假推出”丙没有拿走讲义”,由乙的话为假,推出”乙拿走了讲义”.因为只有一人

拿走讲义，故丙说的为假话，丁说的为真话。故选 D。 

59.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看设问,让选择意思符合的,属于翻译推理题目. 

第二步:分析题干:王华意思翻译为:李继亮当经理王天当主管;张明的意思不同意王华所

说,故找其矛盾即可,王华的矛盾是”李继亮当经理∧王天不当主管”,结合选项看,故选

A. 

60. 

【答案】A 

【解析】第一步:看设问,题目设问让选择的是”前提假设”; 

第二步:分析题干:论点是:最负盛名的应该是已经家传五代的”风筝哈”了;论据是:第四代

传人走出国门.由此推出,前提假设是第四代传人之前未走出国门;故选择 A 项. 

61. 

【答案】B 

【解析】根据题意，列式可得 17841.059.3%119500.27  ）（  

62. 

【答案】A 

【解析】根据题意，比重下降，即部分的增长率小于总体的增长率，只有第一产业符合题意。 

63. 



 

 

【答案】D 

【解析】增幅最大的企业为 40.9%，最小的企业为-34.2%，做差可得 40.9-（-34.2）=75.1. 

64. 

【答案】A 

【解析】求基期量。根据题意可得，113.41-13.83=99.58. 

65. 

【答案】C 

【解析】A 项 基期量的比较。2016 年 A 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为
1339.62

1 4%
第二产业增加值

为
9564.04

1 9.9%
，分数比较，第一产业增加值大于第二产业增加值。 

B 项  2017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 39 个行业大类中 31 个保持增长，可知 8 个没有保持

增长。 

C 项  2017 年，A 市“6+1”支柱行业中能源工业下降 5.9%，可知并非全部呈增长趋

势。 

66.  

【答案】C 

【解析】平均数问题。
88

=3563
247

亿

万
。 

67. 

【答案】B 

【解析】增长量问题。
8.79

*37.46%=2.4
1+37.46%

亿
亿  

68. 

【答案】D 

【解析】分数比较。酸奶、奶粉、奶油、奶酪出口平均单价分别为
359 981 756 115

0.22 0.28 0.17 0.02
、 、 、 。

直除首位分别为 1、3、4、5，可知最大为奶酪。 

69. 

【答案】B 

【解析】平均数问题。 酸奶出口量为 0.1 完吨时出口额为
359

*0.1*3.8 =1110
2.2

元 元  

70. 

【答案】A 

【解析】乳制品出口额为 4819 万美元，进口额为 879970 万美元，为逆差。正确。 

平均数的比较，可直接通过出口额增长率(-38.88%)小于出口量增长率(-20%)，



 

 

得出 2017 原料奶粉出口平均单价低于 2016 年。正确。 

先进行增长率的比较，进口量同比增长率最大为酸奶(62.74%)、最小为鲜奶

(5.28%)，对应的进口额分别为 6678 万美元、87935 万美元，其差值为 81247 万美元。

正确。 

④基期计算。
29.6

22.1
1 33.72%




，不超过 23 万吨，正确。 

第二部分 多选题 

71. 

【答案】ABCD 

【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对“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中要求党员干部：“把合格的

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把党员的先锋形象树起来，用行动体现信仰信念的

力量。”因此，做合格党员，起码要牢牢守住法律底线、纪律底线、政策底线、道德底线。

故答案为 ABCD. 

72. 

【答案】AB 

【解析】《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又称“北西厢”，元代汉族戏曲剧本，王

实甫撰。《西厢记》描述了男女主人公张生、崔莺莺的爱情故事，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

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CD 项中的杜丽娘和柳梦梅，是

明代流传很广的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记》中的男女主角，面对封建礼教的压迫，现实

中她没有办法获得自己的爱情，最终只能郁郁而终。然而其真情感动了天地鬼神，最终还魂

而生，在经历了无数坎坷后和柳梦梅终成眷属。故答案为 AB. 

73. 

【答案】AD 

【解析】公文写作的基本要求有以下几点：1、要保证公文内容在政治上的正确性。2、要

实事求是，在业务上符合客观规律。3、在文字表述上准确、庄重、朴实、严谨、精练、符



 

 

合语法逻辑。4、公文起草要符合统一规定的体式与程序。5、要注意选用书写的载体材料

与字迹材料。B 项“委婉含蓄”的表述不符合公文应该准确朴实的要求，不选。C 项“实事

求是，报喜不报忧”的表述中，实事求是是正确的，报喜不报忧是错误的，应该实事求是，

不选。故答案为 AD。 

74. 

【答案】BCD 

【解析】这是细节理解题。第一步，看选项，与原文进行一一对应比较。 

第二步，A 项对应文段最后一句话“然而”之后的内容，为正确表述。 

B 项对应文章第一句内容，文段是说火麻仁有利于解决老年人便秘，所以和选项内容正

好相反，B 项错误。 

C 项对应文段倒数第三行“而醛固酮属于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的一部分”。C 项偷换

概念，把文中的“醛固酮”换成了“茯苓素”，C 项错误。 

D 项对应全文内容，全文讲的就是火麻仁有促进排便作用，茯苓素具有排尿功能，而不

是选项说的“都具有促进排便和排尿的功效”，D 项表述错误。所以正确答案为 BCD。 

75. 

【答案】ACD 

【解析】第一步，看选项，与原文进行一一对应比较。 

第二步，A 项对应文段首句“但直至今日仍是全世界人民都喜欢的许愿方式之一”，A

项正确。 

B 项对应文段“对于扔硬币祈福，究竟是从何时何地相传下来的习俗难以考证”和“甚

至还有人提出扔硬币的传统或许起源于古欧洲对饮用水的向往”，可知最早的扔硬币许愿人

们还不知道，仅仅只是在猜测，B 项错误。 



 

 

C 项对应文段“而古欧洲人则是在他们的水源附近建造神像······于是人们在井边或喷泉

处抛一枚硬币”，推断出 C 项表述正确。 

D 项对应文段“扔硬币这个习俗，在国外也已流传多年”，D 项正确。所以正确答案为

ACD。 

76. 

【答案】AD 

【解析】A 项说数字化阅读和纸质版阅读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说法太绝对，不正确。D 项

说数字化的阅读方式会改变人对书籍深度的理解，题干没有提，不正确，因此选择 AD。 

77. 

【答案】ABC 

【解析】A 项减少薪水，B 项无薪休假，C 项缩短工时都属于隐形失业，因此当选。D 项中

的辞退是显性失业。 

78. 

【答案】AB 

【解析】A 项中的些许纸屑到各种垃圾，B 项中的涂鸦到布满了其他东西，都符合破窗效应

的关键词。CD 没有体现不良现象放任存在会被效仿。 

79. 

【答案】AC 

【解析】题干考的是作品/朝代/作者之间的对应，只有 AC 符合题意。 

80. 

【答案】BD 

【解析】题干说三人中最多有两个人不能被评优，也就是至少有一个评优。A 项王明评优推



 

 

不出剩下的两个人没有评优，排除。B 项三个人都可能评优，是可能的，当选。C 项如果两

个人没有评优，剩下的那个一定要评优，符合题意。D 项李武没有评优，得不出剩下的两个

都评优，应该是剩下的两个人中至少有一个评优，所以排除。因此选择 BD。 

第三部分 判断题 

81. 

【答案】正确。 

【解析】事物的变化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必要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

然结果，由量变到质变，又在新质的基础上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不断前进。故量

变和质变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在量变的过程中包含着部分质变，在质变过程中又有量

的扩张。所以本题说法正确。 

82. 

【答案】错误。 

【解析】党的十九大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

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故本题说法错误。 

83. 

【答案】错误。 

【解析】我国宪法规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为五年，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故本

题说法错误。 

84. 

【答案】正确 

【解析】市场的调节作用不是万能的，诸如市场不能调节环保、国防、消防等领域，同时如

枪支、毒品等领域也不能由市场来调节。因为市场自身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缺陷。 

https://www.baidu.com/s?wd=%E5%BE%AA%E7%8E%AF%E5%BE%80%E5%A4%8D&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85. 

【答案】错误 

【解析】本题前半句正确，五四运动是 1919 年 5 月 4 日发生在北京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

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中下阶层共同参与的，通过示威游行、请愿、罢工、暴力对抗

政府等多种形式进行的爱国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直接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后半句错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陈独

秀，主要原因在于陈独秀早在 1915 年 9 月就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后来，《新青年》在

社会影响特别大，陈独秀成为进步思想的代表人物，思想界、学术界都把陈独秀作为新思想

的代表。李大钊对于五四运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独特的贡献。 

86. 

【答案】正确 

【解析】夜间开灯后，车前的挡风玻璃相当于平面镜，会把驾驶室的景物反射到驾驶员的眼

睛里，使其看不清车前较暗的情况，因而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87. 

【答案】正确。 

【解析】“鄙夷”的意思是指轻视、看不起。用在这句话中正好和前文的“尊重”形成相反

关系，表达对“享受特权的人”的轻视。 

88.  

【答案】错误。 

【解析】“莘莘学子”指的是众多的学生。但在这句话中指的是一位学生，所以用法不当。 

89.  

【答案】错误。 

https://www.baidu.com/s?wd=%E6%8C%A1%E9%A3%8E%E7%8E%BB%E7%92%8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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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这是主旨概括题。这段文字主要介绍了晶体中有一些“‘不守纪律’的原子会破坏

课堂秩序，在晶体中形成缺陷”，所以讲的是晶体的缺陷，而不是晶体构造。 

90.  

【答案】错误。 

【解析】这道题考察的是下文推断的内容。根据尾句分析得知机器人在物流行业的应用得到

很大开发，和尾句话题保持一致，下文应该会介绍这些小型微型机器人在物流行业的具体应

用或者对物流行业的重要性，而不会说弊端。 

91.  

【答案】正确。 

【解析】这是标题填入题。文段首先讲了陪伴对孩子的重要性。接着重点分析了看手机会“错

过孩子的开怀、忽略了孩子的难过、缺席了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都是如此珍贵，意在告

诉我们要放下手机，陪伴孩子。所以标题概括文段重点意思很准确。 

92. 

【答案】错误 

【解析】若 2019 年 3 月 1 日为周五，根据星期日期周期性可知，2020 年 3 月 1 日为周日。 

93. 

【答案】正确 

【解析】长方体的体积公式为长*宽*高，代入可得答案为 45。 

94. 

【答案】错误 

【解析】根据天平原理，称量 n 次，最多可以测量 3 的 n 次方枚硬币。故 9 枚硬币最多需

要称量 2 次。 



 

 

95. 

【答案】错误 

【解析】设女生有 x 人，根据题意可得：x-0.25x=360，解得 x=480。则男生人数为 120

人。 

96. 

【答案】正确 

【解析】金鱼缸效应主要指透明的管理模式，A 市政府将工作内容公开化任何公民都可以查

询，体现了透明的管理。因此正确。 

97. 

【答案】错误 

【解析】广东简称是粤，省会是广州，河北的简称不是晋，因此错误。 

98. 

【答案】正确 

【解析】骗取信任与放下包袱都是动宾关系，正确。 

99. 

【答案】错误 

【解析】题干可以翻译成 2017 未迟到→有 2018 年卡，小贾有年卡属于肯后，推不出 2017

年小贾没有迟到过。 

100. 

【答案】正确 

【解析】补上“老年人心里上的寂寞是家庭幸福的障碍”这个前提，就可以建立题干中论据

与论点的联系，因此正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