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部资料 仅供学习交流

1

2021 工商银行春招模拟试卷

试卷答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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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测

1.【答案】B。解析：根据文段，如果假日经济没有居民的购买力作支撑，其“火爆”状态则不会持久，

空缺处所填词语应含有“不会持久”的含义。“惊鸿一瞥”指身形轻盈娇艳的女子摄人心魄的目光，不合语境，

排除；“昙花一现”指美好的事物出现的时间很短，有“不会持久”的含义；“明日黄花”指过时或无意义的

事物，不合语境，排除；“稍纵即逝”形容时间或机会等很容易流逝，不能用来搭配“假日经济”，排除。B

选项当选。

2.【答案】B。解析：“百年不遇”指一百年也碰不到一次，形容很少见到过或少有的机会。“匪夷所思”

指言谈行动离奇古怪，不是一般人根据常情所能想象的。这两个成语都不适合形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排除

C、D。“难能可贵”指不容易做到的事居然能做到，非常可贵。其对象一般是人，用来形容“中国”有失妥

当，不如“举世瞩目”合适。故本题答案选B。

3.【答案】C。解析：由文段可知，随着成本的上升，依赖低要素成本驱动的发展方式出现问题了，已经

不适应当前的实体经济发展了，现在必须向创新驱动转变了。横线处所填词语应表达不适应当前发展，不能继

续下去的意思。“于事无补”指对事情没有补益或帮助，如“为了减重，他丢掉一些随身携带的书籍，仍然于

事无补，就这么被困在了山上”，常用来表示所做之事对真正需要完成的事情没有帮助，不符合语境，排除A。

“今非昔比”指现在不是过去能比得上的，多指形势、自然面貌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符合题意，排除 B。

“形同虚设”指形式上虽有，却不起作用，如同没有一样。侧重的是有就跟没有一样，犹如摆设，文段中强调

的是依赖低要素成本驱动的发展方式不适应当前的发展，而不是像摆设，不符合语境，排除D。“难以为继”

指难以继续下去，能体现出这种发展方式不适应当前发展的意思，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C。

4.【答案】B。解析：根据文段“是个体力活”、“专家尚且如此”“动辄几千部的长篇小说”可知，第

一空意为作品数量多，让人心生胆怯。“望洋兴叹”现多比喻做事时因力量不够或没有条件而感到无可奈何，

与句意不符合；“望尘莫及”比喻远远落在后面，不符合语境，排除 A、C。第二空，空缺处词语修饰作品，

“琳琅满目”主要适用于商品工艺品，排除D。故本题选B。

5.【答案】D。解析：由“理性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可知，第一空填“疏于”与句意相反，排除 C。再看

第二空，由“不会”、“认为它们应该是统一的”可知，第二空所填词语应与“统一”意思相反，据此排除 B

项的“呼唤”。再由“理性空间被进一步压缩”可知，第二空填“压迫”更恰当，“代替”说法过于绝对。因

此本题选 D。

6.【答案】A。解析：文段先讲述了上千年来，人们在清明节祭祀，送上对先人的思念与敬意，接着讲述

了奇葩祭品使得清明节充满了庸俗的味道并具体说明，然后强调充满庸俗的“清明祭祀”与传统祭祀文化“相

悖”。文段想要表达的是呼唤“清明祭祀”应多些文化少些庸俗，即 A 项。故本题选A。

7.【答案】A。解析：文段首先指出现代股份公司才是“公公司”，产权变革都得朝这个方向迈进；接着

指出中国国企也的确正朝这个正确方向迈进并获得了公认的成就，所以下一步应继续坚持朝这个方向推进，而

不是去重复西方两百年前私有化的老路和俄罗斯失败的旧辄。A 项准确地概括了文段的重点，B 项没有明确点

出“现代股份公司”这个关键信息，C 项“应尽快”在文中没有体现，D 项没体现“国企改革”这个关键信息。

故本题答案为 A。



内部资料 仅供学习交流

3

8.【答案】C。解析：文段首先提出骨笛这个话题，尾句提出现代人虽然将其视为原始乐器，但是骨笛在

史前应有特殊的意义。故下文应围绕着史前骨笛除音乐外的特殊意义展开，C 项符合。A 项文中未提到，B 项

与尾句观点相左，D 项脱离骨笛话题，故本题答案为 C。

9.【答案】C。解析：第一句表明传统文化的重要性，第二、三句转折说明我们只是简单的传承传统文化

是不够的，还要在其原有基础上进行创新，赋予传统文化以新的时代内涵。第四句承接第二、三句，说明要想

创新的具体做法。故文段主旨在第二、三句，C 符合文意，当选。文中只说应该让传统文化与时俱进，但并没

有具体说如何做，所以 A 过度推断。B 项只提到创新性，片面。而文中只是举“中秋”的例子达到更好的点

明主旨的目的，故 D 偏离文章重点。

10.【答案】D。解析：文段首句指出网络文学的非文学性表现在哪些方面，第二句指出网络作者的想象力

受到好评，第三、四句指出文学的想象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尾句承接前文，指出网络文学缺乏文学应有的

“真”，横线句子应是对“网络文学恰恰缺乏这些”的进一步说明，围绕的还应该是网络文学想象力的失真，

C 项扩大了话题的范围，与此段内容无关，排除；A 项，文段仅讨论网络文学的想象失真的问题，并未涉及网

络文学对中国文学产生的影响，排除；B 项中的“弥补现实中的匮乏”，与文段内容无关。D 项填入，符合文

段叙述内容，且与“网络文学恰恰缺乏这些”衔接恰当，故本题答案为D。

11.【答案】B。解析：平方数列变式

4 7 16 23 36 （47） 64

↓ ↓ ↓ ↓ ↓ ↓ ↓

22 32-2 42 52-2 62 72-2 82

12.【答案】C。解析：分式数列，分子、分母分开看。分母 7，13，19 是公差为 6 的等差数列，则 2 可写

成 2/1，分子 2，6，12，20 差为 4，6，8，即二级等差数列，后面一个数为（20+10）/（19+6）=6/5，选 C。

13.【答案】C。解析：

1 1 2 6 （24） 后一项除以前一项

1 2 3 4 等差数列

14.【答案】B。解析：方法一，观察数据，差距在 2 倍左右，尝试做差。

48 12 30 21 （25.5）

作差

-36 18 -9 （4.5） 等比数列

方法二，48+12=30×2，12+30=21×2，30+21=（25.5）×2，故选择B 项。

15.【答案】D。解析：题干数列各项均为多次方数附近的数，考虑多次方数列。原数列各项可改写

为 ， ， ， ， ；故所求项应为 =217。故答案为D。

16.【答案】C。解析：设甲每秒跑 a 米，乙每秒骑 b 米，一半情况下，骑车速度比跑步速度快，b>a。根

据题目有 80（b-a）=400，30（a+b）=400，解得 a=25/6，所以甲每分钟跑 60×25/6=250 米。故答案为 C。

17.【答案】D。解析：甲乙轮流工作，乙先做比甲先做多用时半天，说明甲最后一天的工作量等于乙一天

的工作量加上甲半天的工作量，那么乙一天的工作量等于甲半天的工作量，甲的效率是乙的两倍，所以乙单独

完成这项任务需要 4×2=8 天。故答案为 D。

18.【答案】A。解析：灯泡的数量可以完成 31500÷450=70 串，电线的长度可以完成 2688÷42=64 串，

固定物数量可以完成 120 串，工人工作时间可以完成 21×3÷1.5=42 串。所以最多可以完成 42 串。故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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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答案】B。解析：设今年弟弟 x 岁，小明 y 岁，姐姐 x+4 岁。根据题目，x+4=17y，x=15y，解得，

x=30，y=2.小明在弟弟结婚三年后出生，所以弟弟结婚是在 5 年前，姐姐五年前的年龄是 30+4-5=29 岁。故答

案为 B。

20.【答案】C。解析：在总额一定时，每人分得的钱与人数成反比，所以甲乙丙三个团队的人数比为

x/20:x/24:x/30=6:5:4。设甲队有 6a 人，则乙队有 5a 人，丙队有 4a 人，X=120a。向甲队每人发 2 万后，剩余奖

金 108a，平均分给乙、丙队每人 108a/9a=12 万元。故答案为C。

21.【答案】B。解析：设此时 A 公司的价值为 x 亿元。根据题目有 0.6a/（a+1.5）=0.4，解得 a=3。A 公

司成立时价值为 1 亿元，并购为 3 亿元，此时的价值比成立时增加了 2 倍（是原来的 3 倍，增加了 2 倍，有迷

惑性）。故答案为 B。

22.【答案】C。解析：先考虑一侧的情况，孩子坐在靠窗或过道时，家长均有 2 种就坐方式，一侧有 4 种

就坐方式。那么一共有 4×4×2=32 种就坐方式（需要考虑两家人对调座位）。故答案为C。

23.【答案】A。解析：周期问题。根据题意，可知不需要挪动的周期为 8 和 6 的最小公倍数 24。240÷

24=10 盏，再加上开头的一盏灯，故 11 盏灯不需移动。故答案为A。

24.【答案】D。解析：题干图形均可一笔画出。故本题选D。

25.【答案】D。解析：每组第二个图形左右翻转后与第一个图形叠加，去同存异得到第三个图形，应选D。

26.【答案】D。解析：题干中前一个图形右下角的小图形为后一个图形右上角的图形，且相邻图形间有且

只有一个小图形相同，选D。

27.【答案】D。解析：每一行的图形都存在移动旋转的规律。大图形先逆时针旋转 45 度得到第二个图；

再逆时针旋转 90 度得到第三个图。小图形先逆时针动移一个位置且自身顺时针旋转 45 度；再逆时针移动两个

位置且自身顺时针旋转 90 度得到第三个图。选D 项。

28.【答案】A。解析：观察每个图形的直线数和曲线数，①③⑤图直线数大于曲线数，②④⑥图曲线数大

于直线数，答案选 A。

29.【答案】A。解析：①②④圆圈都在锐角上，③⑤⑥圆圈都在钝角上。故答案选A。

30.【答案】B。解析：①②⑤均有两个相同的封闭区域，③④⑥均有三个相同的封闭区域。故选B。

31.【答案】C。解析：由①知，李庄老师是女性，不是数学老师，结合②③可知，李庄老师不是语文老师

也不是英语老师，所以是化学老师。又因为其斜对面是数学老师，四号位置坐语文老师，李庄不坐三号位置，

那么她只能在 2 号位置；由此数学老师在在 3 号位置，姓赵；英语老师在 1 号位置，姓张；语文老师在 4 号位

置，姓王。结合④可知，墨是数学老师，姓赵；再结合③的前半句可知孔是语文老师，姓王；则荀是英语老师，

姓张。故答案选C。座位详见下表：

1-英语-张荀 2-化学-李庄-女性

3-数学-赵墨 4-语文-王孔-男性

32.【答案】B。解析：本题为可能性推理中的加强型题目。题干研究人员假设：鸟通过右眼来找到方向。

B 项中是通过结果对比证明右眼是否戴眼罩的差异是决定鸟能否找到方向的原因，以此来支持研究人员的观点。

A 项的区别在于戴眼罩和不带眼罩，不能证明是右眼起作用；C 项通过结果对比说明右眼看见不能准确辨别方

向，右眼看不见反而能准确辨别方向，与该理论恰好相反；D 项通过结果对比证明左眼是否戴眼罩的差异是决

定鸟能否找到方向的原因。故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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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答案】C。解析：让领导者和霸凌者先发号施令再让第三者违抗，来观察幼儿的反应，发现幼儿的反

应不同→21 个月大的幼儿能够区分出领导者和霸凌者这两种不同角色。A 项，说明超过 8 个月的婴儿是具备

认知能力的，也就加强了 21 个月大的婴儿区分不同角色的可能性，A 不能削弱。B 项，是否理解号令的含义，

与能否做角色区分无关，故 B 项不能削弱。C 项，指出“卡通人物违抗领导者和霸凌者的命令时做出的动作

不一样”，那么幼儿做出的不同反应可能是因为其动作不同而不是因为识别出了角色不同了，属于另有他因，

C 项能削弱。D 项，解释了幼儿关注更久的原因，一定程度上说明幼儿可以区分出领导者，起到了加强作用。

故答案选 C。

34.【答案】B。解析：由“福建人会说闽南方言”、“陈蕊不懂闽南方言”、“王佳比福建人的学历低”

可知陈蕊不是福建人，王佳不是福建人，结合“李英会说徽州话”和“每个人只会说原籍的一种方言”可知，

李英不是福建人，那么可以推出张明是福建人，说闽南话。B 项正确。由“山东人学历最高且会说中原官话，

王佳比福建人的学历低”可知，王佳不是山东人，不说中原官话，结合“李英会说徽州话并且和来自江苏的同

事是同学”可知，李英不是江苏人，则王佳是江苏人，李英不是山东人，则李英是安徽人，故陈蕊是山东人。

故张明是福建人说闽南方言，李英是安徽人说徽州话，王佳是江苏人，陈蕊是山东人说中原官话。A、C、D

项均不正确，故答案选 B。

35.【答案】D。解析：猫是夜行动物，为了在夜间能看清事物,它们的身体里需要一种叫作牛磺酸的物质，

正好牛磺酸在老鼠体内的含量尤为丰富→老鼠成了猫最爱的美食。A 项，指出“猫也很爱吃鱼，鱼肉中的牛磺

酸含量也很丰富”进一步加强了猫需要补充牛磺酸的观点，为加强项。B 项，建立了“牛磺酸”和“猫科动物

视觉”之间的关联，也可以加强。C 项，是科学家结论成立的一个前提，即使猫需要牛磺酸，也必须是猫缺牛

磺酸才需要补充，可以加强。D 项，猫和老鼠构成捕食关系，而没有解释为什么猫会吃老鼠，不知与牛磺酸是

否有关，与题干论证无关，不能加强。故答案选D。

36.【答案】D。解析：1—10 以 2 为指数的幂的末位数字是 1，4，9，6，5，6，9，4，1，0，依次循环。

2019÷10=201……9，1²—2019²末位数字之和为（1+4+9+6+5+6+9+4+1+0）×10+（1+4+9+6+5+6+9+4+1）

=9090，所以 1²+2²+3²+.....2019²的个位数字是 0。答案选 D。

37.【答案】A。解析：从第一个人开始，数字分别为 1，9，17，14，21，8，16，23，10，18，15，12，

9……。除去开始的 1，报数的数字以 11 个数为一个循环。第十轮的第五个人报数时，一共报了 95 个数，

（95-1）/11=8……6，这个人报的数是 16。故答案为A。

38.【答案】A。解析：观察题目可知，甲、乙、丙三人过桥速度较快，且时间接近，丁、戊两人所需时间

较长。因此可让甲提灯先送乙、丙两人过桥，甲返回出发点后，共用时 5+3+6+3=17 秒。此时可让丁、戊二人

提灯过河，到达对岸后由岸边速度最快的乙提灯返回，甲乙两人最后过河，共用时 12+5+5=22 秒，五人过河

的总时长为 39 秒，答案选A。

39.【答案】D。

第一步：70x60x50x40x30=252000000， 所以答案必大于它

第二步：72x62X52X42X32= (70+2) (60+2)(50+2)(40+2)(30+2)

公式＝ (a+n) (b+n) (c+n)(d+n)(e+n)

＝abcde+(abcd+abce+ acde +abde+bcde) n+ (abc+abd+abe+ acd+ace +ade +bcd +bce

A B

+bde＋cde) n2+(ab+ac+ad+ae+bc+bd+be+cd+ce+de) n3+ (a+b+c+d+e) n4 +n5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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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具体数字×104×2 B=具体数字×103×4

C=具体数字×102×8 D=250×16=400 n5=32

所以答案未尾数字为 32，答案选D。

40.【答案】D。四个选项个位上数字不同，所以只需要将数字的后三位相加，即可得出答案。

6.34+9.35+3.06+9.09+5.22=33.06，个位数字为 3，答案选 D。

41.【答案】A。解析：设原三位数的百位数为 a，十位数为 b，个位数为 c，由题目可知 a+b+c=20，b-c=2，

化简得 a=18-2c.对调后，新三位数百位数为 c，十位数为 b，个位数为 a，新三位数比原三位数小 297，则有方

程 100a+10b+c=100c+10b+a+297，带入 a=18-2c，解得 c=5，a=8.因为 b-c=2，所以 b=7，原三位数为 875。答案

选A。

42.【答案】A。解析：设获得英语满分的 12 人中，8 人数学满分，4 人语文满分，此时获得两门课满分的

人数为 12，剩余同学中没有英语和数学满分的，只有 6 名语文满分的同学。所以至多有 12 人两个科目满分。

答案选A。

43.【答案】C。解析：对原式的乘除项进行合理分配，找到对应的数进行计算即可。

原式=（7.2÷1.8）×（4.5÷1.5）×（8.1÷2.7）×（0.75÷1.5）×（3.6÷0.18）

=4×3×3×0.5×20=360。故答案为C。

44.【答案】C。解析：设翻译部分有m 种题，阅读部分有 n 种题。一共有 m×n 种组合。根据题目有 m×

n≥10（至少 10 种）。m+n=m+10/m。当 m 与 10/m 相等时，二者之和最小。解得m= 10 ，m+n=2 10 ，因

为m 和 n 均为正整数，所以向上取整，最小值为 7。答案选 C。

45.【答案】D。解析：四个选项末位数字不同，只需计算结果的末位数字即可。64×61×76 末位数字为 4，

53×54×72 末位数字为 4，76×75×74×73×72 末位数字为 0。所以原式的末位数字为 0，答案选 D。

46.【答案】A。解析：设建 a 座大型养老院，b 座小型养老院，根据题目有 80a+50b=1500，2b≤a≤4b。

化简 80a+50b=1500 得 b=30-8/5a，代入 2b≤a≤4b，解得 14.3≤a≤16.2，a 必为正整数，所以 a 可以为 15 或

16。a=15 时，b=6，一共 21 家；a=16 时，b=4，一共 20 家。所以最多可以修建 21 个。答案选A。

47.【答案】C。解析：一共有学生 191+216=407 名，407=37×11。每次参观人数相同，并且尽可能减少

参观批次，所以每批 37 人，一共 11 批。仅有一批参观人员同时包含两个学院的学生，191÷37=5……6，所以

计算机学院单独组成 5 批后，6 名学生需要与软件学院组合，答案选C。

48.【答案】C。解析：在 200 以后，除 7 余 5 的数为 201，208，215；除 8 余 7 的数为 207，215，223；

除 9 余 8 的数为 206，215，224.可以发现有共同的数字 215，这是最小的能够满足题目需求的数字。所以来听

课的人数至少有 215 人。旁听人数为 215-196=19 人，占总人数的 9.69%，答案选C。

49.【答案】D。解析:2024 的 n 次幂中，无论 n 是多少，除以 7 的余数均为 1，所以这天是星期四。故答

案为 D。

50.【答案】B。解析：一开始灯是灭的，只有灯被拉奇数次时，灯最后才是亮的。也就是说，只有这个数

字的约数是奇数个时，最后才会亮着。而只有平方数的约数是奇数个。在 1-20 之间，最大的平方数是 16，最

小的平方数为 1，所以这两盏亮着的灯编号差最大，为 16-1=15。答案选B。

51.【答案】D。解析：根据题干，定位右边的饼图可得，NP 系列销售量=总销售量-NH 系列销售量=625-

（24+12）=589 台。故答案为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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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答案】C 。解析：根据题干，定位饼图可得， 2015 年平均每台 NH 系列产品的价格

=
NH 40000+50000=
NH 24 12

总销售额

销售量
=2500。故答案为 C。

53.【答案】C。解析：根据题干，定位饼图和表格可知，2015 年 NP10 的销售额为 80 万元，销售量为

202 台，利润率为 36%。利润=销售额×利润率=80×36%万元，则成本=销售额-利润=80-80×36%=80×（1-36%）

=80×0.64 万元。因此平均每台的成本为 800000×0.64÷ 202≈2535 元。故答案为 C。

（备注：注意资料分析与数学运算中关于利润率计算的不同）

54.【答案】C。解析：根据题干，定位表格可知，1-12 月平均利润率为 17%，最大利润率为 43%，最小

利润率为 9%，则剩下 10 个月的
17% 12-43%-9%=

10


平均利润率 =15.2%。故答案为C。

55.【答案】B。解析：A 项，定位饼图，NP10 销售量（202 台）>NP11 销售量（177 台），错误，排除；

B 项，根据题干条件无法求出利润率低于 5%的月份至少有几个，故该项无法确定，当选；

C 项，定位表格材料，由于平均数必然在最大值（61%）和最小值（16%）之间，而表中 NH20 的平均利

润率与最大利润率相等，显然不可能，正确，排除；

D 项，定位表格材料，NP16 产品最大利润率为负值，则每个月的利润率都为负值，根据利润=销售额×利

润率可知，其全年的利润都为负，因此 2015 年所销售的产品价格均低于成本。而全年共销售 36 台，正确，排

除。

故答案为 B。

56.【答案】B。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可知，2018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14.8 亿元，

同比增长 11.3%，增速比上年加快 5.5 个百分点，全年增速总体呈平稳趋势，投资总量超过 2015 年 112.6 亿元

水平，创历史新高，则 2017 年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为
114.8

1 11.3%
≈103 亿元，2016 年为

103
1 5.8%

≈97 亿元，

则三年总量为 114.8+103+97=314.8，与 B 项最接近。故答案为 B。

57.【答案】C。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可知，2018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14.8 亿元，

同比增长 11.3%，……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市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28.4%，则 2018 年该市固定资产投资额

为
114.8 404
28.4%

 亿元。故答案为C。

58.【答案】A。解析：A 项，由材料第一、二段可得，2018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14.8 亿元……

分房屋类型看，2018 年，全市住宅投资 81.8 亿元，……占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下降 2.3 个百分点，则

2018 年，全市住宅投资占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81.8

114.8
≈71.3%，2017 年其比重为 71.3%+2.3%=73.6%，

正确，当选；

B 项，根据图 1 可得，图中增长率表示的是 1 月至当月的累计增长率，并非各月当月增长率，即 1-2 月份

该市地产开发投资额同比增速为 29.0%，错误，排除；

C 项，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可知，2018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14.8 亿元，同比增长 11.3%，增速比

上年加快 5.5 个百分点，全年增速总体呈平稳趋势，投资总量超过 2015 年 112.6 亿元水平，创历史新高，则

2017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额同比增速为 11.3%-5.5%=5.8%，正值，则完成额大小顺序为 2018、2015、

2017、2016，错误，排除；

D 项，根据文字材料第三段可知，2018 年，全市计划总投资 5 亿元以上房地产项目 43 个，比上年增加 7

个，增长 22.9%，计划总投资达 392.4 亿元，比上年增加 78.9 亿元，增长 25.2%，则 2017 年全市计划总投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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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元以上房地产项目为 43-7=36 个，两年共 43+36=79 个，2017 年计划总投资额为 392.4-78.9=313.5 亿元，两

年共 313.5+392.4=705.9 亿元＜710 亿元，错误，排除。

故答案为 A。

59.【答案】C。解析：A 项，定位文字材料 2-（2）段可知，2018 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84.7 万平方米，

比上年增加 50.9 万平方米，增长 38%，增速比三季度和上半年分别回落 10.8 和 12.6 个百分点，正确，排除；

B 项，定位文字材料第四段可知，2018 年，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 184.7 万平方米……其中，商品住宅销售

面积 177.3 万平方米，比上年增长 38.8%，则全年商品住宅销售面积占全市商品房销售面积比重为

177.3 96%
184.7

 ＞90%，正确，排除；

C 项：有图 2 可得，-15.3%为 2017 年全年销售面积同比增长率，错误，当选；

D 项：定位文字材料第四段可知，从住宅结构看，90 平方米及以下（含 90 平方米）……占住宅销售面积

的 10.9%；90-144 平方米（含 144 平方米）……占住宅销售面积的 72.7%；144 平方米以上……占住宅销售面

积的 16.4%，90-144 平方米占比最高，正确，排除。

故答案为 C。

60.【答案】A。解析：（1）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可知，2018 年，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完成 114.8 亿

元……全年增速总体呈平稳趋势，投资总量超过 2015 年 112.6 亿元水平，创历史新高，正确；

（2）定位文字材料第二段可得，对不同类型的房屋投资占比均有调整，结构持续优化，商业营业用房投

资高速增长（69.7%），正确；

（3）定位文字材料第三段可知，2018 年，全市计划总投资 5 亿元以上房地产项目 43 个……完成投资

59.8 亿元，比上年增加 8.5 亿元，增长 16.5%，占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由上年同期的 49.8%提高到

52.1%，拉动全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 8.2 个百分点，正确；

故答案为 A。

61.【答案】C。解析：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原文指出，我国粮食年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一万三千亿斤以上。

因此 ABCD 四个选项中，只有 C 项符合公报原文表述。故本题选C。

62.【答案】C。解析：总书记讲话原文：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信任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

协商而不是谩骂，以各国共同利益为重，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

因此本题选C。其余三项均不正确。

6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十四个坚持”之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习近平指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

必须坚持国家利益至上，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统筹外部安全和内部安

全、国土安全和国民安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自身安全和共同安全，完善国家安全制度体系，加强国家

安全能力建设，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因此只有 A 项符合题意。其余选项排除。

64.【答案】B。解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材料原文：2021 年宏观政策要保持连续性、稳定性、可持续性。

ACD 三个选项表述不符合题意。因此本题选选B。

65.【答案】ABCD。解析：《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原文指出，今年要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可持

续性，促进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一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提质增效、更可持续。二是优化和落实减税政策。三

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四是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因此本题选AB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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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答案】选 A。解析：本题考查“四个不摘”。“四个不摘”是指摘帽不摘责任 摘帽不摘政策 摘

帽不摘帮扶 摘帽不摘监管。因此本题选 A。BCD 三项排除。

67.【答案】A。解析：“大道”，一是可能出典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万物之始，大道至简，衍

化至繁。”意思是：万事万物刚开始的时候，说起来大都很简单，随着事物的发展，慢慢就变得复杂了。二是

可能出自《礼记·礼运》大同章，其中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强调“大道”是以天下苍生与国家

社稷为己任。“不孤”，出自《论语·里仁》。其中，弟子问孔子：“人皆有兄弟，我独无。”孔子回答道：

“德不孤，必有邻。”“大道不孤”，强调的是，我们要始终秉持“和为贵”、“人人为公”的理念与各国友

好往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天下一家”。出典《礼记·礼运》：“故圣人耐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

人者，非意之也。”《晋书．卷六六．刘弘传》中也有“天下一家，彼此无异”之句。指的是天下之人，和睦

相处，犹如一家。从中国的文化视角看，这句话与儒家与道家关系最大，融合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的精髓。因此

本题选A。

68.【答案】C。解析：2020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实施时间是 2021 年 6 月 1 日。因此

排除 ABD，故本题选C。

69.【答案】B。解析：国家主席习近平讲话原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发挥改革在构建新发展

格局中关键作用。温馨提示，本题答案若出现“全面深化改革”也是正确的。因此排除 ACD，故本题选B。

70.【答案】D。解析：2021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方

面采取的措施有：（1）设立衔接过渡期；（2）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2）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村振

兴；（3）加强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因此D 项表述不恰当。因此本题选 D。

71.【答案】D。解析：依法治国的前提是依宪治国，要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因此本题选D。

72.【答案】B。解析：天问一号是中国行星探测任务名称，该名称源于屈原长诗《天问》，表达了中华民

族对真理追求的坚韧与执着，体现了对自然和宇宙空间探索的文化传承，寓意探求科学真理征途漫漫，追求科

技创新永无止境。因此排除 ACD，故本题选B。

73.【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民法典》。《民法典》第十六条规定，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

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第一千

一百五十五条规定，遗产分割时，应当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胎儿娩出时是死体的，保留的份额按照法定继承

办理。据此可知ACD 三项表述错误，因此本题选 B。

74.【答案】B。解析：B 项表述错误，正确表述应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

半数同意”。ACD 三项表述符合《公司法》有关规定，因此本题选B。

75.【答案】A。解析：直线型组织上下级的权责关系是直线型，上级在其职权范围内具有直接指挥权和决

策权，下属必须服从。这种结构形式具有权责明确、命令统一、决策迅速、反应灵敏和管理机构简单等优点；

其缺点是权限高度集中，易于造成家长式管理作风、形成独断专行、长官意志，组织发展受到管理者个人能力

的限制，组织成员只注意上下沟通，从而忽视横向联系。A 项错误：该组织成员只注重上下级沟通，信息横向

流通不畅；该组织结构中，上级具有直接指挥权和决策权，下属必须服从，这样不利于民主决策。B 项正确：

该组织结构下级只受一个上级领导管理，上下级关系简明清晰，权责明确；组织机构简单，管理成本低。C 项

正确：该组织因为结构简单，可以随着组织结构的变化灵活调整，体现其联系便捷，易于适应环境变化的特点。

D 项正确：该组织结构简单，上级具有直接指挥权和决策权，命令统一。故正确答案为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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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答案】C。解析：最新修订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及领用合约自 2021 年 4 月 19 日起正

式实施。因此本题选C。

77.【答案】A。解析：工商银行 24 小时贵宾服务专线是 4006695588。“4008895558”是中信银行信用卡

中心的的客服热线。BCD 三项表述正确。因此排除，故本题选 A。

78.【答案】D。解析：世界上第一座空间站是礼炮一号。因此 D 项表述不正确。ABC 三项表述正确。故

本题选D。

79.【答案】A。解析：A 项错误，声音不能在太空中传播，月亮上是真空，声音不能再真空中传播，因此

织女不能听见牛郎说的“我爱你”。BCD 三项表述正确。因此本题选A。

80.【答案】C。解析：乐不思蜀是刘备的儿子刘禅，不是诸葛亮。ABD 三项正确。因此本题选C。

81．【答案】A。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她的大学毕业论文很成功，因为其大学论文的主人公

是玛琳娜▪茨维塔耶娃，一位当时倍受冷遇的诗人。dissertation 学位论文；paradox 悖论，自相矛盾（的人或

事）；hypothesis 假设，假说；conclusion 结论。根据语意可知，空格处表示的是“她的大学论文”，空格后

是对其论文内容的简要说明。故答案选 A。

82．【答案】D。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在 2005 年，她和另一个妇女因逃税而获罪，但在大

赦时被释放了。erosion 侵蚀，腐蚀；enclosure 附件；围场；exception 例外；异常；evasion 逃避，回避；tax

evasion 逃税。故答案选 D。

83．【答案】A。解析：考察形容词词义辨析。powerful (=having or producing great power) 强有力的。在

这里四个形容词中，只有 powerful (有效力的) 可与表示药物的名词搭配。influential 有影响的，有势力的，

monstrous 异常大的，vigorous 精力旺盛的，强健有力的。

84．【答案】 A。解析：考察形容词词义辨析。concise (=brief; giving much information in few words) 简明

扼要的 He gave a concise report of the meeting， (他对会议作了简明扼要的报道。) clear 清楚的。precise (=exact;

correctly stated; free form error) 精确的，明白无误的; Please tell me the precise measurements， (请告诉我精确的

尺寸。) elaborate (=worked out with much care; carefully prepared) 精心制作的，丰盛的：Peter worked out an

elaborate scheme for raising the money， (彼得制定了一项详尽得计划来筹集这笔款项。)孤立地看，似乎 4 个

形容词均能修饰 report，但从句子的逻辑关系看，后半句中有 only in a few pages but with all the details，故

concise 是最贴切的选择。

85．【答案】B。解析：动词词义辨析。attributed 归因于，be attributed to；entitled 有权（享受，使用），

be entitled to；identified 被辨认，be identified as；justified 被证明，be justified as。句意：人人都有权享受体面

的生活，获得受教育的机会。

86．【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A，积极行动的；有前瞻性的，B，坚持不懈的；锲而不舍

的，C，经验丰富的，D，自大的；傲慢的，根据原文可知D 错误，故本题答案为D。

87．【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语义猜测。本题考点出现在引号处，定位句为首段段首句，选项 A 对文

章中的细节进行了部分同义替换，即用 in charge of 替换了 take control of，其他部分完全相同。故本题答案为

A。

88．【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中第二段第一句可知作者在过去几年跟 Mr，

Camarra 的公司的代表有过接触，并没有提到是否与 Mr，Camarra 本人认识，故 A 选项错误。B、C 选项文中

没有提及。通过文中第二段第二句“From this contact, I have gain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that you do and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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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eciation for your need for strong administrative support，”表明作者通过与公司代表的接触了解到公司对行政

支持的需要，D 选项符合文意，故本题答案为D。

89．【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文中第三段介绍了作者的四个优点，其中包括良好的沟通能

力、卓越的管理和办公能力、优秀的客户服务，以及勤奋刻苦，没有提及超强的计算能力，故本题答案为 D。

9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倒数第二段“I would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in person to discuss this position and why I believe I am the strongest candidate you will see，”可知作者希望得

到面试机会来展示自己的能力，故本题答案为 D。

91．【答案】A。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一段的前三句话可知，好的倾听者不是在听别人讲话时沉默的人，

而是时不时问建设性问题来促进发现和深入见解的人，故A 项正确。

92．【答案】C。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一段第四句的 Sitting there silently nodding does not provide sure

evidence that a person is listening 可知 A 项错误;第二段在说“好的倾听包括让对方建立自尊的互动”，根据本段

中心句(第一句)后面内容里的最后两句 Good listeners made the other person feel supported and conveyed confidence

in them，，，differences could be discussed openly，可知 B 项错误，同时可知 C 项正确;根据第一段第二三句话

可知 D 项错误，时不时问问题是在认真倾听的一种体现，不是倾听者想掌控对话的体现。

93．【答案】C。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一段第一句话可知，好的倾听者不是在听别人讲话时沉默的人，

故 C 项为本题答案，同时可知 A 不能选。根据第一段第三句话 These questions gently challenge old assumptions,

but do so in a constructive way，可知 B 项是 good listener 会做的事;给原来的假设提出建设性的问题，当然需要

use logic，故D 项也应该是 good listener 的行为。故选 C。

94．【答案】B。解析：推断题。题干：本文的目的是什么?第一段主要介绍了好的倾听者并不意味着总

是保持沉默，而是要适时发问;第二段主要介绍了好的倾听者会让对方感觉比较舒服;第三段主要介绍了良好的

聆听是在合作的氛围中进行的，倾听者提出异议也是在帮助对方，而不是以赢得辩论为目的。根据这三段的大

意，可知本文主要目的是分析良好聆听者的行为，故选 B。

95．【答案】C。解析：主旨题。题干：下列哪项适合做本文的标题?第一段主要介绍了好的倾听者并不

意味着总是保持沉默，而是要适时发问;第二段主要介绍了好的倾听者会让对方感觉比较舒服;第三段，良好的

聆听是在合作的氛围中进行的，倾听者提出异议也是在帮助对方，而不是以赢得辩论为目的。综合分析，本文

主要介绍了好的聆听者都做什么，故选C。

96．【答案】A。解析：主旨题。第一段说从外貌可以区分一个人，接下来又说从其 personality 上也可以

区分，并详细说了从哪些方面可以做到，文章最后一句话也点出“可以从 appearance 和 actions 两个角度来区

分好人和坏人”。综上可知，本文主要在说如何从外在和内在来区分人，故 A 项最佳答案。

97．【答案】D。解析：推断题。本文中间的段落主要从人的行为举止角度说如何区分不同的人，所以作

者最可能是一位行为主义学家，即研究人的行为举止的人。psychologist 心理学家 ;sociologist 社会学

家;behaviorist 行为主义学家。

98．【答案】A。解析：词义猜测题。considerate 意为“体贴的，考虑周到的”，四个选项中 careful“仔

细的，小心的”与之最接近，故选 A。numerous“许多的，很多的”;open-minded“开放的，思想开明

的”;outgoing“外向的”。

99．【答案】C。解析：细节题。根据第一段倒数第二句话可知，一个很小的孩子甚至是一个动物都可以

learn to recognize faces，故 A 项正确;根据第一段中第一句话及第三句话可知 B 项正确;根据第一段第二句话可

知，即使一位作家也很难描述出不同人之间的所有不同特征，故 C 项错误;根据第二段可知，我们也可通过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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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人的行为举止(即 personality)来区别人，人的行为、说话、思考及感知等都是不同的，这些都是区别不同人

的方面，故D 项正确。

100．【答案】C。解析：细节题。根据最后一段最后一句话可知“可以从 appearance 和 actions 两个角度

来区分好人和坏人”，这里的 actions 主要指的就是 personality 的角度，故答案选 C。

101.【答案】A。解析：凯恩斯的流动性偏好理论指出，货币需求是由三类动机决定的，即交易动机、预

防动机和投机动机。其中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两项构成交易性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投机动机构成投机

性需求，由利率的高低决定，是利率的减函数。

102.【答案】B。解析：我国采用直接标价法，在直接标价法下，价格区间的前者为银行买入价格，即 A

银行的买入价是 6.15，B 银行的买入价是 6.16；后者是银行卖出价格，即 A 银行的卖出价是 6.21，B 银行的卖

出价是 6.215。小明购买美元，即银行卖出美元。小明会选择银行卖出价较低的 A 银行，因此小明至少需要人

民币 2×6.21=12.42（万元）。

103.【答案】D。解析：解析:直接融资的基本特点是拥有暂时闲置资金的单位和需要资金的单位直接进行

资金融通，不经过任何中介环节，包括商业信用、国家信用、消费信用、民间个人信用。商业信用是指企业在

正常的经营活动和商品交易中由于延期付款或预收账款所形成的企业常见的信贷关系，是两个企业之间直接形

成债权债务关系。国家信用是国家作为债务人向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市场筹集资金。消费信用是指对消费者提供

的用于满足其消费需求的信用，包括赊销、分期付款、消费贷款等，其中赊销等属于直接融资。民间借贷是指

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及其相互之间，而非经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从事贷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及其分

支机构进行资金融通的行为。而银行信用是以银行为中介的融资形式，属于间接融资。

104.【答案】A。解析：牙买加协定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史密森协定相继崩溃之后，1976 年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国际货币制度临时委员会在牙买加首都金斯敦的会议上达成的国际货币制度的新协定。其主要内容包括：

取消汇率平价和美元中心汇率，确认浮动汇率制，成员国自行选择汇率制度；取消黄金官价，黄金非货币化，

按照市价自由交易，取消各成员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方之间用黄金清算的义务;国际储备多元化:美元、

欧元、英镑、日元、黄金、特别提款权等；增加成员国的基金缴纳份额。

105.【答案】D。解析：M1=现金+活期存款，M2=M1+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消费者的存款属于储蓄存款，

动用储蓄存款进行消费，流通中的现金增加，即 M0 增加，因此 M1 增加，M2 既涵盖流通中的现金，也涵盖

储蓄存款，所以M2 不变。

106.【答案】A。解析：计算机按照其采用的逻辑元器件可划分为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及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四代。ENIAC 是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因此采用的逻辑器件是第一代计算机中普遍使用的

电子管，它于 1946 年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研制成功，共耗用了 18800 个电子管和 5000 个继电器。故本题

选A。

107.【答案】D。解析：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

型应用模式。区块链（Blockchain），是比特币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本质上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数据库，同时作

为比特币的底层技术，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一批次比特币网络

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个区块。故本题选 D。

108.【答案】D。解析：云计算的特性：简便的访问，高可信度，经济型，按需计算与服务。故本题选D。

109.【答案】C。解析：物联网系统包括终端（处理器模块），传感器模块，无线通信模块。故本题选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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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答案】D。解析：TCP/IP 参考模型可以分为 4 个层次，应用层是参考模型的最高层。TCP/IP 模型的

传输层定义了两种协议：传输控制协议（TCP）和用户数据报协议（UDP）。故本题选D。

111.【答案】B。解析：IPv4 使用 32 位（4 字节）地址，因此地址空间中只有 4,294,967,296（2）个地址。

不过，一些地址是为特殊用途所保留的，如专用网络（约 1800 万个地址）和多播地址（约 2.7 亿个地址），

这减少了可在互联网上路由的地址数量。IPv6 的地址长度为 128 位，是 IPv4 地址长度的 4 倍。IPv6 具有更大

的地址空间。IPv4 中规定 IP 地址长度为 32，最大地址个数为 2^32；而 IPv6 中 IP 地址的长度为 128，即最大

地址个数为 2^128。与 32 位地址空间相比，其地址空间增加了 2^128-2^32 个。故本题选 B。

112.【答案】D。解析：网络协议是网络上所有设备（网络服务器、计算机及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等）

之间通信规则的集合，它规定了通信时信息必须采用的格式和这些格式的意义。故本题选D。

113.【答案】C。解析：数据库是按一定结构组织、并可以长期存储在计算机内的、具有某些内在含义的、

在逻辑上保持一致的、可共享的大量数据集合。故本题选C。

114.【答案】C。解析：触发的实质是一种条件的控制，病毒程序可以根据设计者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

实施攻击。这个条件可以是输入特定字符，使用特定文件，某个特定日期或特定时刻，或者是病毒内置的计数

器达到一定次数等。故本题选C。

115.【答案】B。解析：网卡的作用就是在物理介质上将终端接入网络。

116.【答案】B。解析：会计监督是对真实性、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

117.【答案】B。解析：会计主体界定了从事会计工作和提供会计信息的空间范围。

118.【答案】D。解析：在评价某些项目的重要性时，应依赖于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

119.【答案】A。解析：选项 A，由于本期经营亏损而将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工程借款的利息支出予

以资本化，属于滥用会计政策，不符合谨慎性原则。

120.【答案】D。解析：账户的左方和右方，哪一方登记增加额，哪一方登记减少额，取决于所记录的经

济业务和账户的性质。

121.【答案】A。解析：需求价格弹性是指市场商品需求量对于价格变动做出反应的敏感程度。成品油的

价格是定的过高会是的用油行业和消费者负担加大，意味着成品油价格上升，并没有导致用油行业和消费者大

规模减少对商品油的需求，所以国内成品油的需求弹性较小。

122.【答案】ABCD。解析：最高限价是指国家用行政手段规定的价格上限。最高限价会导致厂商为了获

得更多的利润而降低成本，使得成品油质量下降或成品油供应短缺，出现配给制，黑市交易增多。

123.【答案】C。解析：18 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1723-1790），1776 年在《国富论》中提出的命

题。正常情况下，市场会以它内在的机制维持其健康的运行。其中主要依据的是市场经济活动中的经济人理性

原则，以及由经济人理性原则支配下的理性选择。这些选择逐步形成了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机制、供求机制和竞

争机制。这些机制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冥冥之中支配着每个人，自觉地按照市场规律运行。

124.【答案】C。解析：A 选项，成本导向定价是企业以产品成本为中心的生产方导向定价思路。其目标

是在不亏本的情况下获得尽可能高的利润。B 选项，需求导向定价是企业以消费者对产品价值感知为出发点的

定价思路。其目标是最大程度获取消费者理解和需求。C 选项，掠夺性定价又称劫掠性定价、掠夺价、有时亦

称掠夺性定价歧视，是指一个厂商将价格定在牺牲短期利润以消除竞争对手并在长期获得高利润的行为。D 选

项，竞争导向定价是以市场上相互竞争的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为依据的产品定价思路。其目标是促使企业在

市场上获得一定的优势地位或谋取一定的生存空间。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C%B0%E5%9D%80%E7%A9%BA%E9%97%B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3%E7%94%A8%E7%BD%91%E7%BB%9C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9A%E6%92%AD
https://baike.baidu.com/item/IP%E5%9C%B0%E5%9D%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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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答案】C。解析：根据材料内容分析，我国对于成品油有一个价格调控下限，该下限为 40 美元，意

味着国内油价会高于 40 美元，因此，国内成品油价格远高于均衡价格。

126.【答案】C。解析：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也称为帕累托效率（Pareto efficiency），是指

资源分配的一种理想状态，假定固有的一群人和可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

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帕累托最优状态就是不可能再有更多的帕累托改进

的余地；换句话说，帕累托改进是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路径和方法。帕累托最优是公平与效率的“理想王国”。

127.【答案】B。解析：荷兰式拍卖亦称“减价式拍卖”。一种特殊的拍卖形式。拍卖标的竞价由高到低

依次递减直到第一个竞买人应价（达到或超过底价）时击槌成交的拍卖。减价式拍卖通常从非常高的价格开始，

高得有时没有人竞价，这时，价格就以事先确定的降价阶梯，由高到低递减，直到有竞买人愿意接受为止。一

价格拍卖是指投标者按照相同的价格支付，这个价格被称作终止价格，终止价格就是中标者中最低的投标价格，

即总需求量等于或高于总供给量的最高价格，每一个投标人提交一个需求表，总需求表就是将这些需求表简单

相加后，再加上竞争性需求总量。二价拍卖是指位出价位于第 1 位的广告主，支付第 2 位的报价与一个最低货

币支付单位（一般是一分钱）的和。目前这种方式广泛应用于各大互联网广告平台。英式拍卖也称公开拍卖，

是一种增价拍卖。其形式是：在拍卖过程中，拍卖标的物的竞价按照竞价阶梯由低至高、依次递增，当到达拍

卖截止时间时，出价最高者成为竞买的赢家（即由竞买人变成买受人）。拍卖前，卖家可设定保留价，当最高

竞价低于保留价时，卖家有权不出售此拍卖品。

128.【答案】A。解析：荷兰式拍卖亦称“减价式拍卖”。一种特殊的拍卖形式。拍卖标的竞价由高到低

依次递减直到第一个竞买人应价（达到或超过底价）时击槌成交的拍卖。减价式拍卖通常从非常高的价格开始，

高得有时没有人竞价，这时，价格就以事先确定的降价阶梯，由高到低递减，直到有竞买人愿意接受为止。英

式拍卖也称公开拍卖，是一种增价拍卖。其形式是：在拍卖过程中，拍卖标的物的竞价按照竞价阶梯由低至高、

依次递增，当到达拍卖截止时间时，出价最高者成为竞买的赢家（即由竞买人变成买受人）。拍卖前，卖家可

设定保留价，当最高竞价低于保留价时，卖家有权不出售此拍卖品。

129.【答案】ABD。解析：降价拍有效信息，可以降低花卉价格，加快花卉的销售，能够增加花卉市场上

的有效信息，并降低供求双方的易成本。但是过低的价格，会减少花卉的供给。

30.【答案】A。解析：荷兰式拍卖亦称“减价式拍卖”。一种特殊的拍卖形式。拍卖标的竞价由高到低依

次递减直到第一个竞买人应价（达到或超过底价）时击槌成交的拍卖。减价式拍卖通常从非常高的价格开始，

高得有时没有人竞价，这时，价格就以事先确定的降价阶梯，由高到低递减，直到有竞买人愿意接受为止。因

此，降价拍卖是双方心理博弈的结果。

131.【答案】B。解析：LPR，全称“贷款市场报价利率”，是贷款贷款定价的参考利率，也就意味着，

这是借款人在借贷资金的单位使用价格。

132.【答案】ABCD。解析：凯恩斯认为，利率的变化是货币供给和货币需求的关系决定的，货币需求由

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预防动机决定。

133.【答案】C。解析：通过市场机制形成的基准利率是仅含对机会成本的补偿水平。

134.【答案】D。解析：市场利率水平的走势下跌，使用 LPR 加减点有利，未来利率下降，则利息会减少。

预测市场利率水平是上升，选择固定利率合适，能避免未来利率上升多承担利息成本。

135.【答案】D。解析：LPR 下行即引导贷款利率下行，那么对有利于降低企业支付银行贷款利息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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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答案】A。解析：明斯基时刻是指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所描述的时刻，即资产价格崩溃的时

刻。明斯基观点主要是经济长时期稳定可能导致债务增加、杠杆比率上升，进而从内部滋生爆发金融危机和陷

入漫长去杠杆化周期的风险。

137.【答案】AD。解析：根据资料，随着危机缓解，世界经济尤其是美国经济恢复正常，大概率将会发

生美元升值。而黄金作为一种避险资产，大概率会价格下跌。

138.【答案】A。解析：央票是一国中央银行用于调节市场上该国货币流动性的工具，发行央票是回收流

动性，央票到期则为注入流动性，中国央行在香港发行央票可以理解为在调节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

当前，面对着美联储开动印钞机，我国人民银行在年内发行 400 亿元央票操作，这是为了稳定人民币对美元汇

率，避免大幅贬值。

139.【答案】D。解析：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当一定时期的利率水平降低到不能再低时，人们就会产生

利率上升而债券价格下降的预期，货币需求弹性就会变得无限大，即无论增加多少货币，都会被人们储存起来。

发生流动性陷阱时，再宽松的货币政策也无法改变市场利率，使得货币政策失效。

140.【答案】B。解析：2020 年 3 月 23 日，美联储声明周内每天将购买 750 亿美元国债和 500 亿美元的

MBS，这是在向市场提供更多美元，通过增强美元流动性，提振市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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