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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推理 数学运算 资料分析（15）

保底分 6-7 4-5 12

时间 3-5min 5~6min 18~22min

考情分析



数字推理—差数列

1. 4，1，7，-5，19，（   ）

A.-60     B.-29 C.2    D.33



数字推理—倍数数列



数字推理—根式数列



数字推理—小数数列



数字推理—次方数列



数字推理—组合数列



数字推理—分数数列



数量关系
一、方法篇

二、题型篇

三、公式篇

四、猜证篇



一、方法篇

整除思想预测点1

特值预测点2



★ ★ ★整除思想预测点1

★直接用（显性）——分数、比例等
★计算中的整除（隐性）



整除思想——直接用（显性）

★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墓碑上记载着：“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幸福的童年;再

活了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两颊长起了细细的胡须;他结了婚，又度过了一生

的七分之一;再过五年，他有了儿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儿子只活了他父亲全

部生命的一半;儿子死后，他又在极度的悲伤中度过了四年，也与世长辞

了。” 请问丢番图的一生经历了多少寒暑?

A.60  B.72  C.84  D.96 



整除思想——直接用（显性）

★希腊数学家丢番图的墓碑上记载着：“他生命的六分之一是幸福的童年;再

活了他生命的十二分之一，两颊长起了细细的胡须;他结了婚，又度过了一生

的七分之一;再过五年，他有了儿子，感到很幸福;可是，儿子只活了他父亲全

部生命的一半;儿子死后，他又在极度的悲伤中度过了四年，也与世长辞

了。” 请问丢番图的一生经历了多少寒暑?

A.60  B.72  C.84  D.96 



★某次英语考试，机械学院有210人报名，建筑学院

有130人报名。已知两个学院的缺考人数相同，机械

学院实际参考的人数是建筑学院实际参考人数的

问建筑学院缺考的人数是多少?

A.2        B.4       C.9         D.12

8
13

整除思想——直接用（显性）



★某次英语考试，机械学院有210人报名，建筑学院

有130人报名。已知两个学院的缺考人数相同，机械

学院实际参考的人数是建筑学院实际参考人数的

问建筑学院缺考的人数是多少?

A.2        B.4       C.9         D.12

8
13

8
130 选项

整除思想——直接用（显性）



★ 某企业原有职工110人，其中技术人员是非技术人

员的10倍，今年招聘后，两类人员的人数之比未变，

且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比非技术人员多153人。问今

年新招非技术人员多少名？

　　A.7 B.8 C.9 D.10

整除思想——直接用（显性）



★ 某企业原有职工110人，其中技术人员是非技术人

员的10倍，今年招聘后，两类人员的人数之比未变，

且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比非技术人员多153人。问今

年新招非技术人员多少名？

　　A.7 B.8 C.9 D.10

整除思想——直接用（显性）

10
10153 选项√



★ ★ ★ 某人乘坐公交车，公交车的速度是 60km/h，

下车 10 分钟后发现遗漏了物品，马上改乘出租 车追赶，

出租车的速度是 85km/h，出租车起步是 8 元（含 

4km），后 1.5 元/km，问出租车的车费 是多少元？

A.40        B.46        C.48       D.53

 

整除思想——计算中的整除（隐性）



★ ★ ★ 某人乘坐公交车，公交车的速度是 60km/h，

下车 10 分钟后发现遗漏了物品，马上改乘出租 车追赶，

出租车的速度是 85km/h，出租车起步是 8 元（含 

4km），后 1.5 元/km，问出租车的车费 是多少元？

A.40        B.46        C.48       D.53

 

整除思想——计算中的整除（隐性）



★ ★ ★整除思想预测点1

★直接用（显性）——分数、比例等
★计算中的整除（隐性）——每、平均等



★ ★ ★特值预测点2

★完全无数据
★比例：工程、行程
★其他：利润等



特值——无数据题型

★阿奇从冰箱里拿出一瓶100%的汇源纯果汁，一口
气喝了五分之一后又放回了冰箱。第二天妈妈拿出来
喝了剩下的五分之一，觉得太浓，于是就加水兑满，
摇匀之后打算明天再喝。第三天阿奇拿出这瓶果汁，
一口气喝得只剩一半了。他担心妈妈说他喝得太多，
于是就加了些水把果汁兑满。请问：这时果汁的浓度
是多少？
A.12% B.36%
C.32% D.24%



特值——无数据题型

★阿奇从冰箱里拿出一瓶100%的汇源纯果汁，一口
气喝了五分之一后又放回了冰箱。第二天妈妈拿出来
喝了剩下的五分之一，觉得太浓，于是就加水兑满，
摇匀之后打算明天再喝。第三天阿奇拿出这瓶果汁，
一口气喝得只剩一半了。他担心妈妈说他喝得太多，
于是就加了些水把果汁兑满。请问：这时果汁的浓度
是多少？
A.12% B.36%
C.32% D.24%



特值——工程问题

★已知甲乙两人的效率比为3:4。现在有一份工程，

甲先做2天，因为家里有事临时离开，乙帮忙做了5

天并且完成。请问如果一开始两人就合作，需要多

少天能完成?

A.22/7  B.24/7  C26/7  D28/7 



特值——工程问题

★已知甲乙两人的效率比为3:4。现在有一份工程，

甲先做2天，因为家里有事临时离开，乙帮忙做了5

天并且完成。请问如果一开始两人就合作，需要多

少天能完成?

A.22/7  B.24/7  C26/7  D28/7 √



特值——行程问题

★某人在公共汽车上发现一个小偷向相反方向步行，

10 秒钟后他下车去追小偷，如果他的速度比小偷快

一倍，比汽车慢4/5，则此人从下车到追上小偷需要

多长时间？

A.20秒 B.50秒  C.95秒 D.110秒 



特值——行程问题

★某人在公共汽车上发现一个小偷向相反方向步行，

10 秒钟后他下车去追小偷，如果他的速度比小偷快

一倍，比汽车慢4/5，则此人从下车到追上小偷需要

多长时间？

A.20秒 B.50秒  C.95秒 D.110秒 



★ ★ ★特值预测点2

无给 无求



计算问题预测点1

工程问题之多者合作预测点2

排列组合预测点3

概率问题之古典概率预测点4

二、题型篇



计算问题预测点1

★循环问题
★年龄问题
★利润问题
★植树类问题



计算问题——简单循环问题

★把黑桃、红桃、方片、梅花四种花色的扑克牌按

黑桃 10张、红桃9 张、方片 7 张、梅花5 张的顺序循

环排列。问第 2015 张扑克牌是什么花色?

A. 黑桃  B. 红桃  C. 梅花  D. 方片



计算问题——简单循环问题

★把黑桃、红桃、方片、梅花四种花色的扑克牌按

黑桃 10张、红桃9 张、方片 7 张、梅花5 张的顺序循

环排列。问第 2015 张扑克牌是什么花色?

A. 黑桃  B. 红桃  C. 梅花  D. 方片√



计算问题——利润问题

★今年苹果的成本比去年增加了20%，导致每斤苹果

的利润下降了10%，但是今年的销量比去年增加了

50%，问：今年销售苹果的总利润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A.35% B.25%

C.20% D.15% 



计算问题——利润问题

★今年苹果的成本比去年增加了20%，导致每斤苹果

的利润下降了10%，但是今年的销量比去年增加了

50%，问：今年销售苹果的总利润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A.35% B.25%

C.20% D.15% 

去年 今年
单利    10  9
销量    10     15
总利润  100 135

√



★ ★ 计算问题——利润的最值问题

★一件工艺品进价为100元，标价135元售出，每天
可售出100件．根据销售统计，一件工艺品每降价1
元出售，则每天可多售出4件，要使每天获得的利润
最大，每件需降价的钱数为（ ）  
A.5元   B.10元 C.20元  D.15元
 



★ ★ 计算问题——利润的最值问题

★一件工艺品进价为100元，标价135元售出，每天
可售出100件．根据销售统计，一件工艺品每降价1
元出售，则每天可多售出4件，要使每天获得的利润
最大，每件需降价的钱数为（ ）  
A.5元   B.10元 C.20元  D.15元
 

)4100x-35 x （）（利润

)25x-354 x（）（



★ ★ ★计算问题——植树类问题

★一条马路的一边每隔4米新装了一些广告牌，因为

一头是桥墩所以没有 装，小兰从头到尾数了一下，

一共数到了42块广告牌。这条马路长多少米？

A.162 B.164   C.168    D.170



★ ★ ★计算问题——植树类问题

★一条马路的一边每隔4米新装了一些广告牌，因为

一头是桥墩所以没有 装，小兰从头到尾数了一下，

一共数到了42块广告牌。这条马路长多少米？

A.162 B.164   C.168    D.170√



工程问题之多者合作预测点2

★普通合作
★最优合作 特值法



★ ★ ★多者合作——普通合作

★工厂有5条效率不同生产线。某个生产项目任选三条生产

线一起加工，最快需要6天整，最慢需要12天整，所有生产线

一起加工，则需要5天整。问如果所有生产线的产能都扩大一

倍，任选两条生产线一起加工最多需要多少天？

A.11 B.13 C.15 D.30



★ ★ ★多者合作——普通合作

★工厂有5条效率不同生产线。某个生产项目任选三条生产

线一起加工，最快需要6天整，最慢需要12天整，所有生产线

一起加工，则需要5天整。问如果所有生产线的产能都扩大一

倍，任选两条生产线一起加工最多需要多少天？

A.11 B.13 C.15 D.30
W=60
A+B+C=10
C+D+E=5
A+B+C+D+E=12

D+E=2
√



排列组合预测点4

★分类分步的应用
分类：
分步：

★常用方法:优限法
     捆绑法

                    插空法
                    间接法



★ ★ ★排列组合——分类分步的应用

★小明，小红和小芳三个人要参加节目，节目有唱

歌，舞蹈，相声，戏曲和魔术，每人选择一种节目

且各不相同，有多少种情况？

A. 40  B.60  C.120  D.125



★ ★ ★排列组合——分类分步的应用

★小明，小红和小芳三个人要参加节目，节目有唱

歌，舞蹈，相声，戏曲和魔术，每人选择一种节目

且各不相同，有多少种情况？

A. 40  B.60  C.120  D.125√
3
5A345 



排列组合——常用方法

★文艺晚会中共8个节目，2个小品，3个歌唱，2个

舞蹈，1个魔术，现要求2个舞蹈必须连在一起，且

歌唱之间必须要其他节目，问有多少种顺序？

A.480 B.2400 C.2880 D.5760



排列组合——常用方法

★文艺晚会中共8个节目，2个小品，3个歌唱，2个

舞蹈，1个魔术，现要求2个舞蹈必须连在一起，且

歌唱之间必须要其他节目，问有多少种顺序？

A.480 B.2400 C.2880 D.5760

3
5

2
2

4
4 AAA 

√



★ ★ ★概率问题之古典概率预测点5

n
mP 



概率问题之古典概率

★将一枚硬币投掷两次，恰好有一次正面朝上的概

率是多少？

A.1/2　　B.1/3　　C.1/4　　D.2/3



概率问题之古典概率

★将一枚硬币投掷两次，恰好有一次正面朝上的概

率是多少？

A.1/2　　B.1/3　　C.1/4　　D.2/3

正正 正反 反正 反反

√



概率问题之古典概率

★ ★ ★某单位共有15人。四种血型的人数分别是：A

型6人，B型6人，AB型3人。如果从这个单位随机地找

出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具有同血型的概率为多少？

A.8/35　　B.9/35　　C.11/35　　D.13/45 



概率问题之古典概率

★ ★ ★某单位共有15人。四种血型的人数分别是：A

型6人，B型6人，AB型3人。如果从这个单位随机地找

出两个人，那么这两个人具有同血型的概率为多少？

A.8/35　　B.9/35　　C.11/35　　D.13/45 √

2
15

2
3

2
6

2
6

C
CCC 



三、公式篇



多次独立重复试验公式

knkk
n ppC  )1(

隔板法
N个相同的元素分成M堆，每堆至少有一个，
则有          种分法。1

1


m
nC

错位重排

44,9,2,1,0 54321  DDDDD



IA B

c

d

容斥问题：
原则：在计数时，必须注意

无一重复，无一遗漏
两者容斥：
全集I，集合A与集合B相交
       c：同时属于A和B
       d：不属于A和B

公式：
I=A+B+d-c



I
A B

hC

d

e fg

★ ★ ★三者容斥：
全集I，集合A、B、C相交
d，e，f：只同时属于A、B、C中的两个集合
g：同时属于三个集合A、B、C
h：不属于A、B、C
公式：

I=A+B+C+h-（d+e+f）-2g



容斥中的极值：

3I-DCBADCBA
2I-CBACBA

I-BABA






最小值
最小值

最小值



★ ★ ★某企业调查用户从网络获取信息的习惯，问

卷回收率为90%,调查对象中有179人使用搜索引擎获

取信息，146人从官网站获取信息，246人从社交网

站获取信息，同时使用这三种方式的有115人，使用

其中两种的有24人，另有52人这三种方式都不使用，

问这次调查共发出了多少份问卷（  ）

A.310 B.360　

C.390 D.410

三者容斥



★ ★ ★某企业调查用户从网络获取信息的习惯，问

卷回收率为90%,调查对象中有179人使用搜索引擎获

取信息，146人从官网站获取信息，246人从社交网

站获取信息，同时使用这三种方式的有115人，使用

其中两种的有24人，另有52人这三种方式都不使用，

问这次调查共发出了多少份问卷（  ）

A.310 B.360　

C.390 D.410√
369=52+24-115×2-246+146+179

三者容斥

90%
369



★某数学竞赛共160 人进入决赛，决赛共4 题，做对

题的有136 人，做对第二题的有125 人，做对第三题

的有118 人，做对第四题的有104 人。那么，在这次

决赛中至少有几人得满分?

A.3  B.4  C.5  D.6

容斥极值问题



★某数学竞赛共160 人进入决赛，决赛共4 题，做对

题的有136 人，做对第二题的有125 人，做对第三题

的有118 人，做对第四题的有104 人。那么，在这次

决赛中至少有几人得满分?

A.3  B.4  C.5  D.6

1603104118125136 
√

容斥极值问题



★ ★ ★ 4个班级有4个班主任，现举行一次摸底考试，

要求本班班主任不能监考本班班级，这次摸底考试

的监考方法有多少种?

A.3 B.6  C.9 D.12

错位重排



★ ★ ★ 4个班级有4个班主任，现举行一次摸底考试，

要求本班班主任不能监考本班班级，这次摸底考试

的监考方法有多少种?

A.3 B.6  C.9 D.12√

错位重排



选项分析

四、猜证篇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某商品定价为进价的1.5倍，售价为定价的8折，每

件商品获利24元，该商品定价为?( )   

A. 180   B. 160   C. 144   D. 120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某商品定价为进价的1.5倍，售价为定价的8折，每

件商品获利24元，该商品定价为?( )   

A. 180   B. 160   C. 144   D. 120 √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四个烧杯甲、乙、丙、丁的容量比为3:4:8:10。用

甲烧杯装满与水比重相同的A溶液倒入丙烧杯后，用

水兑满，然后将混合的溶液倒入乙烧杯至满后，将

剩下的部分倒入丁烧杯并用水将丁烧杯注满。问此

时乙烧杯中A溶液的浓度是丁烧杯的多少倍？

A.2 B.2.5 C.4 D.6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四个烧杯甲、乙、丙、丁的容量比为3:4:8:10。用

甲烧杯装满与水比重相同的A溶液倒入丙烧杯后，用

水兑满，然后将混合的溶液倒入乙烧杯至满后，将

剩下的部分倒入丁烧杯并用水将丁烧杯注满。问此

时乙烧杯中A溶液的浓度是丁烧杯的多少倍？

A.2 B.2.5 C.4 D.6√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甲、乙两仓库各放集装箱若干个，第一天从甲仓

库移出和乙仓库集装箱总数同样多的集装箱到乙仓

库，第二天从乙仓库移出和甲仓库集装箱总数同样

多的集装箱到甲仓库，如此循环，则到第四天后，

甲、乙两仓库集装箱总数都是48个。问甲仓库原来

有多少个集装箱？

A.33       B.40      C.60       D.63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甲、乙两仓库各放集装箱若干个，第一天从甲仓

库移出和乙仓库集装箱总数同样多的集装箱到乙仓

库，第二天从乙仓库移出和甲仓库集装箱总数同样

多的集装箱到甲仓库，如此循环，则到第四天后，

甲、乙两仓库集装箱总数都是48个。问甲仓库原来

有多少个集装箱？

A.33       B.40      C.60       D.63√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某工厂11月份工作忙，星期日不休息，而且从第

一天开始，每天都从总厂陆续派相同人数的工人到

分厂工作，直到月底，总厂还剩工人240人。如果月

底统计总厂工人的工作量是8070个工作日（一人工

作一天为1个工作日），且无人缺勤，那么，这月由

总厂派到分厂工作的工人共多少人？

A.2 B.60 C.240          D.298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某工厂11月份工作忙，星期日不休息，而且从第

一天开始，每天都从总厂陆续派相同人数的工人到

分厂工作，直到月底，总厂还剩工人240人。如果月

底统计总厂工人的工作量是8070个工作日（一人工

作一天为1个工作日），且无人缺勤，那么，这月由

总厂派到分厂工作的工人共多少人？

A.2 B.60 C.240          D.298√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某项工程，小王单独做需15天完成，小张单独做

需10天完成。现在两人合作，但中间小王休息了5天，

小张也休息了若干天，最后该工程用11天完成。则

小张休息的天数是（   ）。

  A.2天 B.3天

  C.5天 D.6天



选项间的相关性——猜证

★某项工程，小王单独做需15天完成，小张单独做

需10天完成。现在两人合作，但中间小王休息了5天，

小张也休息了若干天，最后该工程用11天完成。则

小张休息的天数是（   ）。

  A.2天 B.3天

  C.5天 D.6天√



选项分布



资料分析
一、增长&减少

二、两数之比

三、计算方法

四、选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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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数法：分子不变，分母取三位有效数字

有效数字法：取两位或三位有效数字计算

尾数法：确定选项末几位有效数字参与运算

首数法+看变化

拆分法：把x%拆分成若干个便于口算的数

一步除

乘除
混合

加减

比较
大小

乘法

三、计算方法



首数法：分子不变，分母取三位有效数字一步除

★已知2010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22258.13万人，全年享受待遇人数为102060.52万人

次，求2010年平均每个参保人员享受的基本医疗保

险次数为（）次？

A.2.5 B.3.8 C.4.6 D.5.2



首数法：分子不变，分母取三位有效数字一步除

★已知2010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为

22258.13万人，全年享受待遇人数为102060.52万人

次，求2010年平均每个参保人员享受的基本医疗保

险次数为（）次？

A.2.5 B.3.8 C.4.6 D.5.2

13.22258
52.102060

√



拆分法：把x%拆分成若干个便于口算的数乘法

★2014年，河南省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1080公斤/

公顷，2015年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增加27.5%，求2015

年河南省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      ）公斤/公顷。

A.1426 B.1392.
C.1377 D.1258



拆分法：把x%拆分成若干个便于口算的数乘法

★2014年，河南省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1080公斤/

公顷，2015年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增加27.5%，求2015

年河南省的棉花单位面积产量为（      ）公斤/公顷。

A.1426 B.1392.
C.1377 D.1258√ %)5.72(11080 

2.5%25%27.5% 



★2006年我国进口铜材109.3万吨，比上年下降2.3%，

价值63.6亿美元，增长45.3%。进口平均价格达5821

美元/吨。问题：2005年我国铜材进口平均价格为（）

美元/吨。

A.3912.6 B.3519.2

C.2809.7 D.3101.8

 
取两位或三位有效数字计算有效数字法



★2006年我国进口铜材109.3万吨，比上年下降2.3%，

价值63.6亿美元，增长45.3%。进口平均价格达5821

美元/吨。问题：2005年我国铜材进口平均价格为（）

美元/吨。

A.3912.6 B.3519.2

C.2809.7 D.3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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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判断）比重变化一题一法

★2013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00万吨，同比增长11.2%，

其中小麦产量为50万吨，同比增长12.3%，问：今年

小麦占粮食总产的比重较上年同期( )  

A.上升1.6个百分点           B.上升0.16个百分点 

C.下降1.6个百分点           D.下降0.16个百分点

 



计算（判断）比重变化一题一法

★2013年全国粮食产量为300万吨，同比增长11.2%，

其中小麦产量为50万吨，同比增长12.3%，问：今年

小麦占粮食总产的比重较上年同期( )  

A.上升1.6个百分点           B.上升0.16个百分点 

C.下降1.6个百分点           D.下降0.16个百分点

 

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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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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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变化量

√



2012年，某市参加生育保险人数达51.52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比重由
上年的85.4%上升到90.9%。该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69.80万人，比
上年增长9.6%，其中女性30.59万人，比上年增长7.5%，占到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总人数的44.1%；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02.12万人，比上
年增长6.8%，其中女性28.38万人，比上年增长29.6%，占到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的27.8%；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74万人，比上年增长1.4%，
其中女性33.3万人，比上年增长1.4%，占到参加失业保险总人数的
45.0%，且女性参加失业保险增加人数占到参加失业保险增加总人数的
45%；参加工伤保险人数46.43万人，比上年增长16.9%，其中女性15.3
万人，比上年增长58.7%，占到参加工伤保险总人数的32.91%，且女性
参加工伤保险增加人数占到参加工伤保险增加总人数的84.1%。

 例：在除生育保险之外的4类保险中，2012年该市女性参保人数占总体
比重明显高于上年的有几个：

A.1 B.2 C.3 D.4



2012年，某市参加生育保险人数达51.52万人，占应参保人数的比重由
上年的85.4%上升到90.9%。该市参加基本养老保险人数69.80万人，比
上年增长9.6%，其中女性30.59万人，比上年增长7.5%，占到参加基本
养老保险总人数的44.1%；参加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102.12万人，比上
年增长6.8%，其中女性28.38万人，比上年增长29.6%，占到参加基本
医疗保险人数的27.8%；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74万人，比上年增长1.4%，
其中女性33.3万人，比上年增长1.4%，占到参加失业保险总人数的
45.0%，且女性参加失业保险增加人数占到参加失业保险增加总人数的
45%；参加工伤保险人数46.43万人，比上年增长16.9%，其中女性15.3
万人，比上年增长58.7%，占到参加工伤保险总人数的32.91%，且女性
参加工伤保险增加人数占到参加工伤保险增加总人数的84.1%。

 例：在除生育保险之外的4类保险中，2012年该市女性参保人数占总体
比重明显高于上年的有几个：

A.1 B.2 C.3 D.4√



★2016年1-5月，我国谷物共进口1116.1万吨，同比减少

10.7%，进口额29.1亿美元，同比减少21.6%。出口21.0万吨，

同比增长11.2%；出口额1.8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净进

口1095.1万吨，同比减少11.1%。问：2016年1-5月，我国谷

物出口单价较上年同期：

A.增长了0.72%  

B.增长了0.92%

C.减少了0.72%  

D.减少了0.92%

 

%2.111
%2.11-%4.10


平均量的增长率

平均量的增长率一题一法



★2016年1-5月，我国谷物共进口1116.1万吨，同比减少

10.7%，进口额29.1亿美元，同比减少21.6%。出口21.0万吨，

同比增长11.2%；出口额1.8亿美元，同比增长10.4%；净进

口1095.1万吨，同比减少11.1%。问：2016年1-5月，我国谷

物出口单价较上年同期：

A.增长了0.72%  

B.增长了0.92%

C.减少了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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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量的增长率一题一法



取整计算yxy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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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为8455亿元，当年同比

增速14.1%，比2013年的同比增速降低了3.2个百分

点，2014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约超过2012年（  ）。

A.26 %             B.33%              C.42%             D.50%

一题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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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为8455亿元，当年同比

增速14.1%，比2013年的同比增速降低了3.2个百分

点，2014年再生资源物流总额约超过2012年（  ）。

A.26 %             B.33%              C.42%             D.50%

1%)3.171%)(1.141( 
√

一题一法



★2014年末累计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图书藏量

50674万册，比上年末累计电子图书藏量增长14.2%，

问2014年全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图书藏量为（  ）

万册。

A.6000             B.6150             
C.6340             D.6500

转化为特征分数把 %%
%1

xx
x

A



一题一法



★2014年末累计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图书藏量

50674万册，比上年末累计电子图书藏量增长14.2%，

问2014年全年全国公共图书馆的电子图书藏量为（  ）

万册。

A.6000             B.6150             
C.6340             D.6500

转化为特征分数把 %%
%1

xx
x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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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题一法



首数法+看变化
比较
大小

★

问题：地表水资源量占各个流域的水资源总量的比例最大的是：
A.松花江 B.长江 C.珠江 D.黄河



首数法+看变化
比较
大小

★

问题：地表水资源量占各个流域的水资源总量的比例最大的是：
A.松花江 B.长江 C.珠江 D.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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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246亿

元，同比增长1.5%；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83亿元，增长35.3%；股

份合作企业实现利润63亿元，增长16.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

6010亿元，增长24.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3119亿

元，增长22.4%；私营企业实现利润2105亿元，增长51.0%。

问题：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企业中，利润增加最多的是：

A.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B.股份制企业

C.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D.私营企业

 

                       ——看分子即可
比较
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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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4246亿

元，同比增长1.5%；集体企业实现利润283亿元，增长35.3%；股

份合作企业实现利润63亿元，增长16.6%；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

6010亿元，增长24.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3119亿

元，增长22.4%；私营企业实现利润2105亿元，增长51.0%。

问题：与去年同期相比，以下企业中，利润增加最多的是：

A.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

B.股份制企业

C.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

D.私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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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建议

12+蒙=高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