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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答案】A。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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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答案】D。解析：lose one’s connection to 误了到……地方去的 (汽车、火车、轮船的) 联运; The train

was late and I missedmy connection.

3.【答案】B。解析：yet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的否定句中，意为“尚，还”

4.【答案】B。解析：predominantly (=mostly; mainly) 主要地。previously (=coming earlier in time or order)

先前，早先; This is better than any solution previously. (这个办法比以前提出的任何解决办法都好。) practically

(=really; in a practical way) 实际上。permanently (=going on for a long time) 永久地。句意：在美国，华人中有三

分之一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其中主要是在旧金山。

5.【答案】C。解析：take the blame for 对……承担责任。Take charge of 负责管理 (照顾)。charge 前无冠

词 the。

6.【答案】C。解析：考查短语辨析。句意：如果公司满足他们的要求，工人同意 取消罢工。call for 要

求；需要；提倡；call forth 唤起；使产生；call off 取消，符合语境；call up 打电话给；召集。

7.【答案】A。解析：考查时态。句意：到下周，他们将完成他们的合同。当时间状语是 by+时间的时候，

一般用完成时做谓语。当 by+现在时间的时候，谓语用现在完成时;当 by+过去时间的时候，谓语用过去完成时;

当 by+将来时间的时候，谓语用将来完成时。根据题干中的时间状语 by the next week可知，谓语应该用将来完

成时，故正确答案为A。

8.【答案】B。解析：考察名词的主谓一致。句意：他上次没有迟到，他们也没有迟到。就近原则，当 or,

either….or, neither…nor, not only…but also连接两个以上的主语时，谓语动词与最近的主语保持一致。

9.【答案】D。解析：考查虚拟语气。句意：该是找一份全职工作的时候了。It’s high time ...后接从句时，

从句谓语动词用动词过去式或 should+动词原形，should不能省略。故正确答案为D。

10.【答案】B。解析：考查短语辨析。句意：我只能看到远处有辆车，但是我分辨不出它是什么颜色。

look out 当心，注意；make out 理解；辨认出，符合语境；get across通过；使……被理解；take after 与……

相像。

11.【答案】D。解析：accordingly (=for that reason，therefore) 因此，所以。

12.【答案】B。 解析：anything but (=far from being) 根本不; The boys knew they had broken the rules, and

they were anything but happy when they were called to the office. (=They were unhappy and afraid.) nothing but 只

不过; Don't have him for a friend; he's nothing but a criminal. (不要把他当朋友，他只不过是个罪犯。) I have

nothing but two dollars. (我只有 2 美元。) above all 最重要的，rather than 而不是。

13.【答案】C。解析：write off 报废；取消

14.【答案】B。解析：ever so (=very) 非常; It’s ever so cold.与名词搭配时则用 ever such，如：She’s

ever such a nice girl. (她是一位非常好的姑娘。) even so (=although that is true, nevertheless; still) 即使如此：The

fire was out, but even so, the smell of smoke was strong. (=The fire was out, but the smell was still there.)

15.【答案】B。解析：动词辨析。句意：学术欺诈是一个一直困扰高校的问题。handle 处理；plague 使

苦恼，纠缠；address 演说，提出；target 把…作为目标。所以B选项最符合题意。

16.【答案】B 。解析： achievement (=something successfully finished or gained especially through skill and

hard work) 取得，达到，成就。例如：achievement age 智力成熟年龄。fulfillment (=the act of fulfilling or

condition of being fulfilled) 履行，实行。如：He was willing to face any hardship in fulfillment of his duties. (他愿意

迎向困难去履行他得职责。 ) establishment 建立，建设。accomplishment (顺利) 完成：It was a great

accomplishment to finish the house cleaning in two days. (两天内打扫完这栋屋子是件很了不起的事。)

17.【答案】C。解析：complywith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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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答案】D。解析：in favor of 赞成。in excess of 超过。in relation to 关系到。in contrast to 与……相对

照。例如：1) Everyone in the class voted in favor of the party. (=All of the children voted to have a party.)2) We got

$5000 in excess of the fixed sum. ( 我们比定额多收入 5000 美元。)3) This appears small in contrast to (with) that.

(这个同那个对比起来显得小了。)4) I have a lot to say in relation to that affair. (我对那件事有许多话要说。)5) We

must plan in (with) relation to the future. (我们定计划时要考虑到将来。) 句意：请所有赞成此项建议的人举手。

19.【答案】B。解析：名词辨析。我们应该共同努力，因为每个人都对雾霾的发生负有责任。occurrence

发生；appearance 也有出现的意思，但是是指突然的，出乎意料的出现。所以B选项最合适。

20.【答案】D。解析：定语从句。定语从句的倒装，先行词是 house, 即 a large family of three generations

lives under the house’s roof, 所以选D。

21.【答案】A。解析：however 然而。句意：早期的打字机打起字来又快又整齐， 然而打字员不能在机

器上看到自己的成品。

22.【答案】B。解析：本道题考查动词词义，A.演说；从事；忙于；提出；处理；写姓名地址。B.建造；

构造；创立。C.投资；覆盖。D.集中；使聚集在一点；本道题中，that引导定语从句，做 nonprofit organization

的定语，表示正在修建新楼房的非营利组织，B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B。

2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连词的使用，根据题意，参加培训班和完成在线教程是并列的，A符合提

议，题目可翻译为：员工的意见是参加培训班或完成一个在线教程。故本题答案为A。

24.【答案】A。解析：考察词组辨析。世卫组织第一次获得授权，可根据媒体报道采取行动，要求受影响

国家进行核实并提供合作。act on “奉行，按照”；embark on “开始，从事”；capitalize on “利用”；drag

on “拖延”。

2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倒装句，倒装句分为完全倒装和半倒装，完全倒装就是主语和谓语的

位置颠倒。半倒装是助动词提前，主语和谓语的位置不变。做这样的题可以先写出这句话的正常语序：a dozen

socks seem to be there. 当表示地点的副词 there提前时要进行完全倒装，所以就变成了 there seem to be a dozen

socks 因为 a dozen socks是复数形式，所以用 seem而不用 seems。故本题的答案为C。

26.【答案】D。解析：whichever comes first 译为无论哪一个先到来，这里 whichever 代表上一句的 6

months和 5000 miles，其他选项均不符合题意，本题翻译为：使用一辆新汽车时,应该每 6个月或每 5000公里

更换汽油，以先到期者作准。故本题答案为D。

2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倒装句。句意：在德国战后历史上，该国经济从未像今年第二季度那样急

剧下滑。具有否定意义或半否定意义的副词置于句首作状语时，句子要部分倒装，把 be 动词、助动词或情态

动词置于主语之前，所以选 B，将 has置于主语之前。

28.【答案】B。解析：考察非谓语动词中的不定式。句意：全国各地的大学和高等教育机构都在努力解决

如何在公共卫生危机中最好地重新开学的问题，无论是面对面授课、在线授课还是两者兼而有之。根据句意，

how to 最合适。用 how to 来表示“如何”，属于非谓语动词中疑问词+to do 的形式。

29.【答案】D。解析：考察非谓语动词中的不定式。今天的第一个电话是给一位站在公寓门口的女士，她

正在考虑是否要走几步路去买东西。whether to “是否要”，所以D选项最符合句意。本题节选自外刊，是一

位身患新冠的独居女性，在纠结要不要出门去买点东西。

30.【答案】C。解析：考查强调句。句意：在二十世纪 60年代，两国的贸易往来达到最高点。It is / was +

被强调的部分+ that / who + 句子其他成分。此句强调时间状语 in the 1960’s，同时强调句去掉 It was…that结

构之后需要句子结构完整，所以必须要有 in，故此题C正确。

31.【答案】D。解析：态度题。根据题干中的“Michael Alexander”定位到文章第六段， He said the study

"may give us an idea how the ecosystemmay change in the future."这项研究帮助我们了解未来生态系统可能怎样改

变。即“helpful”，所以选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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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答案】B。解析：态度题。题干：Jocox 对海洋生物被迫移居的态度是什么? sympathetic 同情的；

objective 客观的，如实的，不带个人感情的；supportive 支持的；doubtful 怀疑的。根据题干定位到文章第五

段，Jacox说，海洋生物的快速迁移会影响到许多种类的海洋生物，并给人类造成代价。他说:“一些最具流动

性的物种——如鱼类、鲸鱼和海龟——对人类具有巨大的价值。”渔业和旅游业可能会受到损害，濒危物种也

可能面临流离失所。所以 jacox的态度是客观如实的，不带个人情感的阐述它的危害。

33.【答案】B。解析：推断题。题干：“thermal displacement” 是什么意思？在文章第一段末尾，Their

research is based on a new way of measuring heatwaves. It is Called "thermal displacement." 他们的研究基于一种测

量热浪的新方法。这就是所谓的“热位移”。所以B 选项，测量热浪的新方式，正确。

34.【答案】A。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定位到文章第 4段末尾，But in tropical areas - where temperature

changes are usually small - some sea creatures would need to travel more than 2,000 kilometers to find cooler water. 但

是在热带地区——那里的温度变化通常很小——一些海洋生物需要旅行 2000多公里才能找到更冷的水。所以

在热带地区的海洋生物要游得更远，选A。

35.【答案】 B。解析：细节推断题。研究的发现在第一段就被揭示了，A new study shows that heatwaves

can cause fish and other creatures in the world's oceans to travel thousands of kilometers in search of cooler waters. 一项

新的研究表明，热浪可以导致鱼类和其他海洋生物旅行数千公里，以寻找更凉爽的水域。所以选 B，热浪可以

迫使海洋生物逃到很远的地方。

36.【答案】C。解析：推断题。

选项A不正确，第六段开头，While exposure to elevated levels of lead continues to be a problem in parts of the

U.S. like Flint.铅浓度升高仍然是美国部分地区的问题，比如密歇根州弗林特市。所以A选项不正确，不是全美

的问题，是部分地区的问题。

选项 B不正确，The report, produced by UNICEF, is the first report of its kind and it's important. 该报告由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发布，是此类报告的第一份，很重要。不是说可在儿童基金会的帮助下减少铅接触。

选项C，儿童铅暴露问题被研究很久了。通过排除法选C，而且文中也提到了，该报告由联合国儿童基金

会发布，是此类报告中的第一份，很重要。之后又提到了新的研究和分析，所以可以推断，这个问题一直以来

都在被研究。

选项D，铅矿开采是主要的接触源。在文中并未提到，唯一有关联的句子在最后一段，自汽油和油漆中的

铅被逐步淘汰以来，高收入国家的血铅水平已大幅下降，但在中低收入国家，血铅水平仍处于“危险的高水

平”。也与D选项无关，所以不正确。

37.【答案】A。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中的关键词 “especially harmful”和“children”定位到文章第五

段开头，Lead exposure is particularly dangerous to children under five。铅暴露对五岁以下儿童尤其危险，所以选

A。

38.【答案】B。解析：细节题。题干是在问铅暴露的影响，根据选项中的“Hyperactivity”可以快速定位

到文章第五段，“are at greatest risk of suffering lifelong physical and cognitive damage. Childhood lead exposure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aggression, hyperactivity and other behavioral problems”，最有可能遭受终身的身体和认知损伤。

儿童时期接触铅还与攻击性、多动和其他行为问题有关。所以A.C.D选项均是后果，选B。

39.【答案】C。解析：细节推理题。句意：根据人名快速定位到文章第五段和第六段，Childhood lead

exposure has also been linked to aggression, hyperactivity and other behavioral problems, notes Joseph Graziano. This

has been a decades' long silent epidemic that has really deprived generations of children of their full capabilities and their

full economic potential," Graziano says. 约瑟夫·格拉齐亚诺(Joseph Graziano)指出，儿童时期接触铅还与攻击性、

多动和其他行为问题有关。这是几十年来悄无声息的流行病，它剥夺了几代儿童的完整能力和完整经济潜力。

所以选C，它限制了孩子们的创造力和经济潜力。D选项并不是这个人说的。

40.【答案】A。解析：细节题。第一段的开头就问了这个问题。That's a pressing question that has had no

definitive answer until now. About 1 in 3 children have been exposed to lead at levels shown to damage their health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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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ve development. 这是一个紧迫的问题，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答案。一份开创性的报告指出，每 3个

孩子中就有 1个接触到铅，其含量会损害他们的健康和认知发展。这是首个在全球记录这一问题的报告。所以

选A。需要注意的是，D选项并不是如今的结论，而是之前第一份报告的结论。

41.【答案】C。解析：这是一道词义句意题，要想知道 plummeting 的意思，首先要回到原文找线索，即

plummeting 所在的句子以及上下句，由原文可知，plummeting 所在句子是在说现在例如风能和太阳能这样的

可再生资源的价格的问题，plummeting 是修饰可再生资源的价格的，接着二段最后一句就在用具体数字来证

明可再生资源的成本在下降，如太阳能成本下降了百分之八十，风能也降到三分之一，由此可知，可再生资源

的成本在下降，plummeting 的含义是下降的意思。所以选择 C falling。

42.【答案】A。解析：这是一道具体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定位至第三段第三句及第四句，意思是“在

中国和欧洲等国家已经领先时，美国也在见证着巨大的改变。根据美国能源信息局报道，三月份，美国首次使

用风能和太阳能产生了超过百分之十以上的能源。” 这足以说明在美国，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正在取得显著地

进步。所以答案是 A。

43.【答案】A。解析：这是一道细节推断题，根据题干关键词定位至第四段第三句，在爱荷华州，风力涡

轮机点缀着这个州并提供了此州百分之三十六的电能，并且还吸引了像微软这样的科技巨头公司。因此可判断，

在爱荷华州，风能是一种广泛使用的能源。所以答案是 A。

44.【答案】C。解析：这是一道是非细节题，根据题干给出的段落位置，5-6 两段和主题词 clean energy，

回到原文的第 5-6 段，这两段都不长，第五段出现了 But 后讲到电池容量的提升 a boost in the storage， A

选项不符，并不是因果关系，故排除;B 选项说道广泛用在制造业也不符合原文第六段第一句;而 D 选项和原

文第六段最后一句是语义相反的，故也排除;正确选项 C 是和这句话语义一致的，也是和全文主题一致的，故

为正确答案。

45.【答案】C。解析：这是一道细节推断题，题干问“根据最后一段可以推断出来可再生能源怎么了”，

回到原文最后一段第一句就表明尽管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趋势在增强。后面也提到改变的

节奏在加快，对 slowing 气候变化有 meaningful effect，所以可以看出 B 选项 accelerate...是不对的，D 选项

中提到的价格不具有竞争力不在本段当中，也应排除。剩下的两个选项都提到了美国，就应该重点看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提到华盛顿政府做或不做什么都 maymean lessand less...所以可以看出美国不应该是和其他国家更近，

排除 A，所以选 C，美国不是真正支持可再生能源的。

46.【答案】B。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信息定位到第一段第二句。该句提到两年前 Facebook 花了更多

的钱获得了 WhatsApp 的信息服务。接着提到 WhatsApp 提供给 Facebook 的是关于其用户的朋友圈以及社

会生活等具体精炼的信息。由此可知，B 项为正确答案。

47.【答案】C。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linking the phone number 定位第二段第一句。该句提到

Facebook 向欧洲委员会承诺不会把用户的电话号与 Facebook 的身份认证连系到一起，但是协议通过之后

Facebook 立马失信。接下来提到“甚至都不清楚信息里面都有什么，也不知谁发的消息，发送的目的又是什

么”。因此，可能会给用户造成风险。因此 C 项符合文意。

48.【答案】D。解析：细节题。根据题干关键词 competition law 定位到第三段第一句。该句指出“竞争

法似乎成为解决这些不平等权力的唯一办法，但是此法案太过笨拙”。下一句提到“一方面，相比于数据经济

变化的速度，此法案发展是非常缓慢的”。由此可知，该法案跟不上当前市场变化的步伐。因此 D 项为正确

答案。

49【答案】A。解析：根据 Competition law还是定位在第三段，问的是几乎不能保护 Facebook的用户是

由于什么。Competition law as presently interpreted deals with financial disadvantage to consumers 处理的是与顾客

间的经济纠纷。this is not obvious when the users of these services don’t pay for them.而当使用那些服务的用户不

付钱的时候这个法律就不是很起作用。The users of their services are not their customers. 这些使用服务的用户并

不是他们的顾客， That would be the people who buy advertising from them他们的顾客是购买广告的 Facebook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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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ogle。之所以不能保护用户是因为用户不付钱，他们并不是真正的顾客，真正的顾客是 Facebook。所以答案

选A

50.【答案】D。解析：根据题目中 is used to illustrate 可判断为例证题，要找到 the ants analogy 论据所证

明的论点;论点在论据之前，因此先找到论据 the ants analogy，再找到论据前的论点句。所以本题定位到最后

一段的第一句，The product …is data，and we…convert our lives to data…。此句中，data 即 digital giants，we

即 users。因此答案为D.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gital giants and their users.

51.【答案】B。解析：这是一道中心主旨题。本题的正确答案信息点在原文第一段的倒数第二句，该句强

调“nonverbal thinking”的重要性。可见本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B。

52.【答案】A。解析：这是一道反推题。根据题干中的“engineering curricula”可将本题的正确答案信息

来源确定在原文的第三段第一句。该句中“should”一词的理解十分重要。“should”是“应该做”而实际上

确“没有做”的意思。根据“should”一词并且结合第三段第一句进行反推即逆向思维，可得出本题的正确选

项是A。

53.【答案】D。解析：本题是一道细节归纳推导题。其实只要考生抓住第一段中的中心主旨句(倒数第二

句)和第二段中的中心主旨句(倒数第一句)，就不难寻找出本题的正确答案D。

54.【答案】A。解析：这是一道中心主旨题。如果考生抓住了全文的中心主旨句(第一段的倒数第二句)以

及每段的中心主旨句(例如第二段的倒数第一句)，就不难寻找出本题的正确选项A。

55.【答案】D。解析：本题是一道细节推导题。题干已经将本题的答案信息确定在第三段的尾句，该句强

调的是“engineering students”在教育方面的缺陷，因此本题的正确选项应该是D.如果考生在理解此句时有困

难，可借助于本段的主题句(第三段第一句)来破解本题。第三段第一句强调的是“engineering curricula”缺乏

“design courses”。这句话同样是表明“engineering students”在教育方面的缺失。

56.【答案】C。解析：观察题干图形，整体相似度高，黑格数目大小不一，优先考虑规律叠加。每组第一

幅图和第二幅图叠加得到第三幅图，叠加规律为：相同为黑，不同为白。故答案为C。

57.【答案】D。解析：观察题干图形，图形元素组成不同，优先考虑属性规律。图一为中心对称图形，图

二、图三、图四为轴对称图形，不成规律。又因为题干图形“窟窿”较多，考虑封闭区域数。观察发现图形的

封闭区域数均为 4，所以问号处图形应该有 4个封闭区域数，只有D项符合。故答案为D。

5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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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A。

59.【答案】A。解析：观察题干图形，元素组成不同，且无明显属性规律，优先考虑数量规律。题干中封

闭空间较多，优先考虑封闭区域数，封闭区域数依次为 4、6、5、7、8、9、10，故图 2与 3调换位置之后，

可以使新形成的图形序列具备一定的规律性。故答案为A。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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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答案为D。

61.【答案】D。解析：每幅图都是由四个不同的小图形组成，B选项中有两个小图形形状相同，排除。通

过观察，可以发现每幅图与前一幅图相比，都刚好有且仅有一个小图形是相同的，A选项有两个小图形与前面

相同，排除。C选项没有小图形与前面相同，排除。故答案为D。

62.【答案】D。解析：观察题干图形，整体相似度低，优先考虑数量与属性关系。每一幅图都只包含一种

元素。故答案为D。

63.【答案】C。解析：组成元素不同，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且每个图形均有封闭区间，考虑数面。

面的数量没有规律，考虑面的形状，图形①③⑤中最小面积面的形状与图形外边框一致，图形②④⑥中最大面

积面的形状与图形外边框一致。故答案为C。

6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直言命题。整理题干信息可得：甲：所有是；乙：所有非；丙：如意且吉

祥是。第一步，找对当关系。甲的话和乙的话是上反对关系。根据上反对关系“必有一假”的推理规则以及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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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真假限定可知，这一假必在甲和乙的话中，所以丙说的是真话，即如意公司的中巴客运车和吉祥公司的中巴

客运车都存在超载问题。故答案为B。

65.【答案】D。解析：题干推理：①好教育⇒好老师⇒教师自身知识阅历的修养且师德师范的修炼且师道

风尚形成凝聚；②“读书无用论”或“知识无力感”不扭转⇒教育给不了面向未来的信心；③教师不是受人尊

重且引人羡慕⇒“祖国花朵”不会青出于蓝而胜于蓝。D项否定②后件，可得否定的前件，即“读书无用论”

得到扭转，正确；A项否定③后件，不能推出好老师；B项肯定了①后件中的部分，不能推出有效的结论；C

项否定①的前件，推不出③的前件。故答案为D。

66.【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加强型题目。题干中的论证主线是：酸奶中所含的蛋白质能附着在牙齿表

面，从而预防有害酸侵蚀牙齿→经常喝酸奶可降低儿童患蛀牙的风险。

A项，该项强调黄油、奶酪和牛奶的防蛀效果，与酸奶是否能预防蛀牙无关，论题不一致，属于无关项，

不能加强，排除。

B项，强调加糖的酸奶会增加蛀牙的风险，即不能预防蛀牙，可以削弱，排除。

C项，举例说明儿童喝酸奶确实有助于预防蛀牙，可以加强，保留。

D项，该项只是指出科学家在研究酸奶预防儿童蛀牙的作用，但酸奶是否可以预防蛀牙并不确定，不能加

强，排除。

故答案为C。

67.【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加强型题目。题干的论证主线是：通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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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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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迷惑性较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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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最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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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答案为C。

68.【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加强型题目。题干中的论点是：歌唱和舞蹈使人群能够保持团结，解决各

种内部纷争，有效地捍卫自己的领土。

A项，由该项可知“歌唱和舞蹈是保持团结的前提”，但是无法确实其是否是“捍卫自己领土”的前提，

不能加强，排除。

B项，该项说明“歌唱令人兴奋”，但未说明是保持团结、捍卫领土的前提，论题不一致，属于无关项，

不能加强，排除。

C项，该项说明人类忘却阶级，有助于大家保持团结，共同捍卫自己的领土，补充了前提，可以加强，保

留。

D项，该项说明“歌唱和舞蹈让人们忘却现实困扰”，但未说明是保持团结、捍卫领土的前提，论题不一

致，属于无关项，不能加强，排除。

故答案为C。

69.【答案】D。解析：式子计算。观察选项，后两位不同，用尾数法，原式后两位为 50+20=70。故答案

为D。

70. 【 答 案 】 C 。 解 析 ： 式 子 计 算 。 令 a=789989 ， 则 原 式

= 15799680=10-a210=]10-a-a[×]10-a+a[=10-a-a 22
）（）（）（）（ 。故答案为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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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答案】C。解析：组合数列。数列较长，隔项看，奇数列是 23，26，29，32公差为 3的等差数列，

偶数列是 27，8，1，是 3，2，1的三次方，所以下个数字是 0的三次方，为 0。故答案为C。

72.【答案】D。解析：多次方数列。原数列做差后无明显规律，考虑作和。67+54=121= 211 ，

54+46=100= 210 ，46+35=81= 29 ，35+29=64= 28 ，即两项之和为平方数列，所求项为 27 -29=20。故答案为D。

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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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1，
32 +1， 33 -1， 34 +1， 35 -1，故所求项应为 36 +1=217。故答案为D。

74.【答案】A。解析：行程问题。顺流需要 6小时， 水船顺 V+V=V =360÷6=60千米/时；逆流需要 10

小时， 水船逆 V-V=V =360÷10=36千米/时；可知， 2/V-V=V ）（ 逆顺水 ==（60-36）÷2=12千米/时，故答

案为A。

75.【答案】B。解析：题中给出完成同一工程的两个时间，故可设工程总量为工作时间的最小公倍数 90。

黄师傅的工作效率为 90÷30=3；李师傅的工作效率为 90÷45=2。知王师傅、李师傅两人合作的工作效率为

3+2=5，则二人共同完成该工程需 90÷5=18天。故答案为B。

76.【答案】A。解析：从第一个人开始，数字分别为 1，9，17，14，11，8，16，13，10，7，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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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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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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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答案】D。解析：本题可从第二空入手，根据尾句“但”可知，前后语义相反，前文指出中国观众对

从传统而来的审美趣味“并不了然”，即“不明白、不清楚”的感受，故所填词语表达“中国观众对舞台表现”

有着“清楚、明了”的感受，D项“敏锐”指敏感，锐敏，可体现“清楚”之意，当选。A项“本能”形容某

种下意识的举动或反应，“下意识”与“清楚、明了”之意相悖，排除；B项“强烈”需对应“平静、平和”；

C项“深刻”的反义应为“肤浅”，二项均与“不清楚、不明白”无关，排除。第一空代入验证，地方的戏剧

都与……审美习惯与伦理诉求有着“隐秘关联”，语义合适，可选。故答案为D。

80.【答案】C。解析：文段开始以并列的形式分别介绍了航天技术促成计算机的诞生，使人类进入信息时

代；促使集成电路的诞生和发展；条形码技术也源于航天技术；接着又指出航天技术又牵引国家开发使用许多

新材料，最后介绍航天技术的应用给各行业带来的好处。所以文段重点强调航天技术给各行各业带来的间接影

响，故答案为C。

81.【答案】B。解析：观察首句，（1）句说的是企业将绿色发展理念纳入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中，（3）句

引出了“绿色发展”的话题，对比（1）句和（3）句，（3）句作为首句更合适。排除A项和D项。通过标志

词发现，（2）句通过转折关系，指出绿色发展只是少数优质企业的实践，没法带来格局改变，而（4）句通过

条件句“只有……才”指出绿色发展怎么才能让更多人成为受益者，因此（4）句是（2）句的具体对策，（2）

（4）衔接，排除C项。故答案为B。

82.【答案】D。解析：观察首句，（2）句指出“德主刑辅”始于先秦“明德慎罚”的观念，（5）句引出

了“德主刑辅”的话题，根据行文逻辑，应先引出话题，再对其进行具体介绍。因此（5）作为首句更合适，

排除A项和C项。观察B项和D项，进一步判断（5）后应该衔接的是（2）还是（4），（2）介绍“德主刑

辅”的起源，（4）出现了转折词“但”，指出德志不足以治理国家，还需要靠法治，按照行文逻辑，应先对

“德主刑辅”进行概念的介绍再进行作用的评价，因此（5）（2）衔接，排除B项。故答案为D。

83.【答案】B。解析：A项，“中国戏曲是……国家之一”，主宾搭配不当；C项，“一口醒世警钟”与谓

语“折射”搭配错误；D项前后矛盾，从来没有人走进去，为什么还有人进去后出不来呢，不合逻辑。故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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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答案】B。解析：根据文章信息，“美感最强烈之点是刚刚触到迫切欲赏的美物而又没有完全得到的

那一瞬间，这一瞬间就产生‘临界点美感’。”所以“临界点美感”所构成的心理基础是对美的事物的一种不能

完全满足。B项与文意相悖。故答案为B。

85.【答案】B。解析：“朦胧使美感纯化”在文中所表达的意思为朦胧美可以达到接近完美的状态，所以

B项可以作为该观点的论据；C、D两项，是证明朦胧使美感不衰；A项，解释的是朦胧可以产生美感，但无

法证明“朦胧使美感纯化”。故答案为B。

86.【答案】C。解析：C项，偷换概念，文中的朦胧美感是“使一些事物得以藏拙遮丑而趋于尽美”，

“朦胧不是晦涩，不是让谁也看不懂”，学生听课似懂非懂与朦胧美感不是一个意思。A、B两项作者都是以

一种衬托的方式来表达人物的情感或当时的情境，符合朦胧美感表达的特点“含蓄”“蕴藉”；D项，东邻美

女是一种“趋于尽美”的状态。故答案为C。

87.【答案】A。解析：根据后文信息“倘若欲望完全被行为实现而满足了，欲望立即消失，产生索然之感，

这时候就需要另一种新的欲望来发动新的行为”，所以此处表达的是人的欲望不能完全得到满足，所以新的行

为不断地被发动起来。A项，理解正确。B项，“应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欲望”与文意相悖，欲望是无法完全

满足的；C、D两项无中生有。故答案为A。

88.【答案】D。解析：D项，绝对表述，朦胧能产生美感，但并不是“有朦胧才能使美感经久不衰”，且文

中也没有“朦胧是艺术创作的最高境界”的表述。A、B、C均符合文意。故答案为D。

8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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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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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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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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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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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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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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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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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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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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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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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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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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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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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答案】C。解析：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2015年 5月，全国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6.4亿人

次，……医院 2.6亿人次”，则所求为 2.6÷6.4＝40.X%。故答案为C。

102.【答案】C。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材料第一段可知，按可比价格，2014年 1~5月全国三级公立医院

次均门诊费用为
%0.31

5.276


，二级公立医院的为

%3.31

7.182


，则多

%0.31

5.276


-

%3.31

7.182


≈

%0.31

7.1825.276




=91.X，符合的是

C项，高
%0.31

5.276


÷

%3.31

7.182


-1≈

7.182

5.276
-1=51.X%，可知选项A、B均错误。故答案为C。

103.【答案】C。解析：根据材料数据，可知四个选项的增长率依次为 3.0%、3.4%、13.7%、3.2%，则增

长率最高的指标是C项。故答案为C。

104.【答案】D。解析：A项，根据材料第三段可以推出 5月诊疗人次大于 4月，但 1-4月变化无法推出，

错误；

B项，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医院诊疗人次环比提高 1.2%，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环比降低 0.4%，表述错

误；

C项，根据材料及题干可知，2015年一季度诊疗人次为 31.1-6.4-
%3.01

4.6


>31.1-6.4-6.4=18.3＞18，所以

第一季度月均超过 6亿，错误。

D项，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公立医院诊疗人次为 2.3亿人次，是全国医疗机构出院人数中最多的，故占

比也是最高的，正确。

故答案为D。

105.【答案】D。解析：A项，根据材料第二段可知，表述错误；

B项，2015年 5月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同比提高 0.7%，出院人数同比降低 0.7%，推出表述错误；

C项，材料只给出了 1-5月份三级和二级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用，无法推出 5月份的，表述错误。

D项，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所求为减少了
%7.01

4.333


×0.7%≈2.4万人，正确。

故答案为D。

106.【答案】A。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材料第二段可知，2016年前三季度湖北省实际使用外资 77.95亿

美元，港台地区实际投入外资 35.54亿美元，所求比重为 35.54÷77.95≈45.6%。故答案为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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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答案】C。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材料第三段可知，2016年 1-9月出口 1299.65亿元，增长 8.1%；

进口 643.37亿元，增长 0.03%，根据混合增长率介于部分增长率之间，所以进出口增长率处于 0.03%-8.1%之

间，只有C选项符合。故答案为C。

108.【答案】B。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材料第四段可知，2016年前三季度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13.4%，比上年同期低 2.8个百分点，可知 2015年前三季度同比增长 13.4%+2.8%=16.2%，根据隔年增长率公

式= ，所求为 13.4%+16.2%+13.4%×16.2%≈31.8%。故答案为B。

109.【答案】A。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材料第三段可知，2016年 1-9月全省外贸出口 1299.65亿元，增

长 8.1%；9月当月，全省外贸出口 162.73亿元，下降 0.3%。所求为
162.73 1 8.1% 163 108

13.X%
1299.65 1 0.3% 1300 100

 
  

 
。

故答案为A。

110.【答案】B。解析：A项，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2016年 1-9月湖北省出口增长 8.1%，比全国高 9.7

个百分点，所以全国应为 8.1%-9.7%=-1.6%，错误，排除；

B项，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湖北省实现网上零售额同比增长 21.8%，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28.3%，28.3%>21.8%，显然比重高于上年同期，正确，当选；

C项，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全省重点网上零售交易平台实现实物商品交易额 10.9亿元，同比增长

81.9%，则所求为
10.9

1 81.9%
＜8亿元，错误，排除；

D项，根据材料第一段可知，湖北省投资总量及增幅分别排在中部 6省的第 2位和第 2位，错误，排除。

故答案为B。

111.【答案】B。解析：相对于人类无穷的欲望来说，经济资源是有限的，因此需要对有限资源进行合理

配置。市场配置就意味着稀缺的物品售卖给那些出价最高的人。

112.【答案】C。解析：发行公债来弥补赤字通常只是购买力的转移，不会凭空增加购买力，所以一般认

为是最为理想的弥补财政赤字的方法。

113.【答案】D。解析：投放基础货币会增加通货膨胀。

114.【答案】C。解析：此题中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 0.5，属于必需品。

115.【答案】A。解析：消费者的消费低于他的预算线消费，没有完全用完预算支出。若消费者的消费大

于他的预算线消费，则消费者超过了全部预算支出；若消费者的消费等于他的预算线消费，则刚好用完全部预

算支出。

116.【答案】A。解析：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Q AL K  ，当α+β=1时，为规模报酬不变。此

处α和β均为
2

1
，两参数相加等于 1，故规模报酬不变。

117.【答案】A。解析：当完全竞争厂商蒙受损失时，会有厂商逐渐退出该行业，随着厂商数量的减少，

产品供给减少，价格逐渐上升。因此在长期均衡过程中将会有较少的厂商和较高的价格。

118.【答案】C。解析：当实现了充分就业后，供给曲线就变成了一条垂直线，也就表示社会生产能力已

经利用完毕，所以此时再增加总需求只会引起物价的上升不会增加国民收入。

119.【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2020年 12月 16日至 18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

北京举行，会议原文指出，要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提升国民经济体系整体

效能。因此排除BCD，故本题选A。

12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中行动态。2021年 3月 10日，中国银行发布 2020年第四季度跨境人民

币指数（CRI）。第四季度CRI指数 317，以全年最高位收官，并刷新近五年高点。因此排除ABC，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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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答案】AC。解析：本题考查中行动态。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 2月 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中国银行 2名个人、2个集体受到表彰。内蒙古扎赉特旗巴彦乌兰苏木吉日嘎岱嘎查驻村工作队

队员、内蒙古自治区分行王汉文，贵州省石阡县坪山乡佛顶山村第一书记、贵州省分行周洪宁荣获“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中国银行党务工作部定点扶贫团队、中国银行总行陕西咸阳扶贫工作队荣获“全国脱贫攻坚先

进集体”。因此排除BD，故本题选AC。

12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行动态。2021 年年初，中国银行推出线上融资产品 “中银企 E

贷·抵押贷”，旨在为小微企业提供多元金融服务，支持普惠金融发展。“中银企 E贷·抵押贷”运用自动化、

智能化技术，将小微企业难以流通的“硬资产”转化为“软实力”，具有范围广、流程快、利率低、随借随还的优

势，更好地满足了小微企业短、频、急的融资需求。因此排除ACD，故本题选B。

123.【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中行动态。2021年 1月 29日，中国银行推出“惠过年”普惠金融服务

方案，为春节期间保供稳岗小微企业及响应“就地过年”倡议的企业员工提供一揽子普惠金融服务支持，以金

融力量助力小微企业和员工安全、踏实“就地过年”。因此排除ABD，故本题选C。

12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中行动态。2021年 1月 10日，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指导、

中国银行主办的“欢乐冰雪·燃动中国—2021年中国银行全国青少年冰雪冬令营”在陕西铜川首站开营。因

此排除ACD，故本题选B。

12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中行动态。2021年 1月 7日，中国银行成功完成境外 50亿人民币等值

转型债券定价。作为全球首笔金融机构公募转型债券交易，此次债券的成功发行，标志中行积极践行绿色金融

战略又迈出重要一步，将助力低碳零碳转型，为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金融力量。因此排除ABD，

故本题选C。

126.【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商业银行法。根据《商业银行法》第十三条规定，设立全国性商业银行

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十亿元人民币。设立城市商业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一亿元人民币，设立农村商业

银行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五千万元人民币。注册资本应当是实缴资本。因此本题选B。

127.【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公司法》。《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

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因此ABD三项表述不正确，故本题选C。

128. 【答案】A。解析：本题考核改变航道原理。A项，改变航道是指计划实施过程中，在保持计划总目

标不变的前提下，实现目标的进程可因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使计划的执行过程具有应变力。B项，限定因素是

指妨碍目标得以实现的因素。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抓住这些因素，就能实现期望的目标。C项，许诺原

理是指任何一项计划都是对完成某项工作所做出的许诺。许诺越大，所需的时间越长，实现目标的可能性就越

小；反之亦然。D项，灵活性原理是指制定计划时要留有余地，至于执行计划，一般不应有灵活性。只有A

项符合题意，因此本题选A。

129.【答案】BCD。解析：杠杆原理：动力×动力臂=阻力×阻力臂。钓鱼竿、镊子、筷子、理发剪刀都

是为了省距离，在使用的过程中都是动力臂小于阻力臂，从而动力大于阻力，所以它们都是费力杠杆。老虎钳

支点在连接钳头和钳柄中间转动的圆心处（整个钳子围绕它转动），动力是手作用在钳柄上的力，阻力是钳口

处夹住的物体（如铁丝、电线、钉子等）阻碍钳子转动的力。因为动力臂大于阻力臂，从而动力小于阻力，所

以是省力杠杆。故本题选为 BCD。

130.【答案】C。解析：杜甫，字子美，自号少陵野老，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被世人尊为“诗圣”。

《楚辞》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作者是屈原。辛弃疾和苏轼是宋词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婉约派的主

要代表人物有李清照、柳永秦观等，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要有韩愈和柳宗元。因此ABD三项说法正确。

故本题选C。

131.【答案】ABC。解析：A项出自唐代杜牧的《江南春》，描写江南春景，烟雨是对江南春雨的描写；

B项出自唐代杜牧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说明诗人当时的季节为春季；C项出自南宋范成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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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田园杂兴·其二》，以简洁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悄然来临的春天的轮廓；D项出自南宋周紫芝的《鹧鸪

天》，“梧桐”二句，写出词人的听觉，点出“三更秋雨”这个特定环境，所以D选项描写的是秋雨。其次，

还可通过“别离”和常理结合推出D项描写的是秋天。故本题选ABC。

132.【答案】B。解析：A项错误：孙膑桂陵之战、围魏救赵。B项正确：《孙子兵法》，孙子是孙武和

孙膑不是一个人。C、D项错误：二者是史书，《战国策》的主要编辑人刘向，也是国别体；《汉书》的作者

是班固，东汉人，纪传体断代史。故本题选B

133.【答案】A。解析：尼罗河世界第一长；亚马孙河世界第二长；长江世界第三；美国的密西西比河世

界第四。因此排除BCD，故本题选A。

134.【答案】B。解析：选项B，属于账实核对；选项ACD，不属于对账内容。

135.【答案】C。解析：盈亏平衡点销售额＝固定成本总额/边际贡献率，因此降低边际贡献率，会提高盈

亏平衡点销售额。

136.【答案】C。解析：当央行增加各银行的准备金时，银行的准备金占其自身存款总额的比率，即准备

金率会提高；而由于银行需要将更多的资金拿来缴纳准备金，因此会减少市场上的货币供给量。

137.【答案】C。解析：货币数量越多，则物价越高，所以物价水平与货币量成正比，但是货币的价值与

货币量是成反比的，所以选 C。

138.【答案】C。解析：通货膨胀率上升，债券价格会下降，因此会对债权人造成损失。

139.【答案】A。解析：在中度有效市场下，价格已充分反映出所有已公开的有关公司营运前景的信息。

这些信息有成交价、成交量、盈利资料、盈利预测值、公司管理状况及其它公开披露的财务信息等。

140.【答案】B。解析：消费信用是指工商企业或银行以商品或货币形式向个人消费者提供的信用。主要

包括：( 1 )工商企业为信用主体，向消费者提供以赊销、分期付款等形式的商品信用；（2）银行及其他金融

机构为信用主体，向消费者提供消费性质的信用。

141.【答案】D。解析：校园消费贷款属于普惠型消费贷款，汽车消费贷款、信用卡透支和住房按揭贷款

属于商业银行传统贷款业务。

142.【答案】A。解析：辛迪加贷款也叫银团贷款，是指由两家或两家以上银行基于相同贷款条件，依据

同一贷款协议，按约定时间和比例，通过代理行向借款人提供的本外币贷款或授信业务。银团贷款成员通常分

为牵头行、代理行和参加行。

143.【答案】D。解析：结构性存款的投资冷静期为 24小时而非 12小时，因此A项错误；结构性存款不

是普通存款，而是在存款的基础上嵌入金融衍生工具，通过与利率、汇率、指数等的波动挂钩，使存款人在承

担一定风险的基础上获得更高收益，因此 B项“风险较小”错误；根据银保监会规定，结构性存款单一投资

者的销售起点金额不得低于 1万元人民币，因此C项错误。

144.【答案】A。解析：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理论的发展经过了资产管理理论、负债管理理论、资产负债综

合管理理论与资产负债外管理理论四个阶段。

145.【答案】C。解析：单位通知存款是指存款人在存入款项时不约定存期，支取时需提前通知金融机构，

约定支取日期和金额方能支取的存款。单位活期存款是指不规定存款期限，客户可以随时存取，并依照活期存

款利率按季计取利息的存款。单位协定存款是指客户通过与银行签订《协定存款合同》，约定期限、商定结算

账户需要保留的基本存款额度，由银行对基本存款额度内的存款按结息日或支取日活期存款利率计息，超过基

本存款额度的部分按结息日或支取日人行公布的高于活期存款利率、低于 6个月定期存款利率的协定存款利率

给付利息的一种存款。单位定期存款是银行与存款人双方在存款时事先约定期限、利率，到期后支取本息的存

款。它具有存期最短 3个月，最长 5年，选择余地大，利息收益较稳定的特点。

146.【答案】A。解析：商业银行保存在金库中的现钞和硬币叫做库存现金，库存现金是商业银行现金资

产业务的构成之一，主要作用是银行用来应付客户提现和银行本身的日常零星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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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答案】C。解析：所谓分业监管即将保险业、证券业与银行业分离出来，中国是典型的分业管理分

业经营的模式。分别由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别监管银行业、保险业和证券业。

148.【答案】C。解析：风险识别是指在风险事故发生之前，人们运用各种方法系统的、连续的认识所面

临的各种风险以及分析风险事故发生的潜在原因。风险识别过程包含感知风险和分析风险两个环节。

149.【答案】B。解析：根据外资企业借用外债规定，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不得借用人民币外债。

150.【答案】A。解析：外汇储备是一个国家货币当局所持有的用于弥补国际收支赤字、维持该国货币汇

率稳定的国际间普遍接受的外国货币，是国际储备的一部分。国际储备包括外汇储备、黄金储备、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IMF）中的普通提款权和特别提款权，B项错误。高外汇储备显示出，在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

需求，迫使人民币升值；外汇储备的增加，原因是出口增加，导致大量外汇流入。出口增加，在国际市场上，

外国需要大量兑换本国货币才能购买商品，导致本国货币供不应求，价格升高，D项错误。

151【答案】A。解析：RAM(RandomAccess Memory)的全名为随机存取存储器，用来存储和保存数据。

RAM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读写，通常作为操作系统或其他正在运行程序的临时存储介质(可称作系统内存)。当

电源关闭时RAM不能保留数据，如果需要保存数据，就必须将其写入到一个长期的存储器中(例如硬盘)。因

此RAM属于易失性存储器。故本题选A。

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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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3.【答案】B。解析：中央处理器主要包括两个部分，即控制器、运算器，其中还包括高速缓冲存储器

及实现它们之间联系的数据、控制的总线。故本题选B。

154.【答案】B。解析：1950年，图灵发表了一篇划时代的论文，文中预言了创造出具有真正智能的机器

的可能性。由于注意到“智能”这一概念难以确切定义，他提出了著名的图灵测试：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与人类展

开对话（通过电传设备）而不能被辨别出其机器身份，那么称这台机器具有智能。这一简化使得图灵能够令人

信服地说明“思考的机器”是可能的。论文中还回答了对这一假说的各种常见质疑。图灵测试是人工智能哲学方

面第一个严肃的提案。故本题选B。

1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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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