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国家开发银行英语模拟卷答案

Part I Grammar and Vocabulary
1. 【答案】B。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对于许多病人来说，机构护理是最合适、最

有益的护理方式。pertinent 相关的，有关的；acute 严重的；敏锐的；persistent 固执的，

坚持的；appropriate 合适的；适当的，符合语境，故答案为 B。

2.【答案】D。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太晚了，你再努力赶火车也是徒劳的。deficient
不足的，有缺陷的；helpless 无助的，强调自己没有办法做任何能帮上忙的事，很无助；tardy
迟到的；futile 无用的；徒劳的。这里强调的是试图赶火车已经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太晚了，

所以 helpless 不符合语境，futile 最合适。

3.【答案】C。解析：考查名词辨析。句意：如果他认为我们班会赢得比赛那可能真的会。

他的预感一般都是很准的。acclaim 称赞；motto 座右铭；hunch 预感；suspension 暂停；

悬浮。根据句意应该是“预感准确”，故选 C。

4.【答案】C。解析：考查副词辨析。句意：在做决定的时候你再仔细也不为过，因为这个

决定很重要。can’t be too…为固定短语，意为再……也不为过。

5.【答案】A。解析：考查动词辨析。句意：组织赌博活动的州府、组织、公司及个人已赚

了数百万，新的百万富翁在不断地出现。sponsor 组织，赞助，符合语境；charge 控告，充

电；interest 使……感兴趣；found 创立，建立。故选 A。

6.【答案】D。解析：名词词义辨析。句意：几个世纪以来，人类都是先用动物作为替代品

来做实验，评判药品等的后果，然后再应用于人类自身。A. benefactor 捐助者，施主；B.
companion 同伴；C. example 例子；D. surrogate 替代者，替代物。根据句意，surrogate 最

符合。

7.【答案】C。解析：形容词辨析。句意：因为她认为他公正、值得信赖，所以她不认为他

的言论存在虚假的可能性。A. irrelevant 不相关的；B. facetious 诙谐的；C.hypocritical 虚伪

的；D. dissatisfied 不满意的。前半句对“他”的描述是“公正诚实且值得信赖”，后半句中

refused 表达否定，因此空格应该表达和 candid and trustworthy 相对的含义。hypocritical 最
符合句意。

8.【答案】C。解析：动词词义辨析。句意：你不该不听你爸爸的话。不管怎样，他是个经

验丰富的教师。A. deduce 推论，演绎；B. deliberate 仔细考虑，商议；C. defy 对抗，藐视；

D.denounce 指责，告发。根据以上词义可知应选 C。

9.【答案】D。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虽然她心里一团乱麻，但是为了孩子她极

力保持冷静。solace 安慰；yew 紫杉，红豆杉；capillary 毛细管；turmoil 混乱，骚动。

10.【答案】B。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氢是宇宙的基本元素，因为它提供了产生其

他元素的基本成分。由此可知，B. essential“基本的”正确。steady 稳定的；light轻的，明

亮的；expendable 可消耗的。



11.【答案】D。解析：考查动词辨析。句意：首相试图采取行动，但是内阁阻挠了她的所有

计划。由此可知，D. thwart“阻挠，挫败”正确。embellish 装饰；overlook“俯瞰；未注意

到”；unleash“发泄；解开”。

12.【答案】A。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训练有素的工程师必须掌握物理学、经济学、

地质学、社会学等众多领域的知识，因此，我们应该避免过分狭窄的工程类课程。根据句意

可知 A. narrow“狭窄的，有限的”正确。innovative 创新的；competitive 竞争的；rigorous
严格的，苛刻的。

13.【答案】B。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因为煤和石油越来越少，科学家们正在研究

使用可替代能源的新方法，这些能源有用来发电和燃烧的阳光、风、和水等。primary 主要

的； alternative 替代的，可选择的；instant 立刻的，马上的；unique 独特的，唯一的。此

处于表示阳光等可替代能源，故答案为 B。

14.【答案】B。解析：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科学家很可能被认为是公正无私而没有

偏见的。A. merciful 仁慈的；B. impartial 公平的，不偏不倚的；C. deliberate 故意的；D.
conspicuous 明显的。根据空格后面的 disinterested and not biased 可知，空格处需要一个与

之意思相近的，故选 B。

15.【答案】D。解析：考查动词辨析。句意：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憎恨对待孩子的残酷行为。

adhere (to)“附着；坚持”；adjust“适应；调整”；absolve“宣布……无罪”；abhor“痛恨；

厌恶”，符合句意，故答案选 D。

16.【答案】C。解析：考查动词辨析。句意：去年十月传到出版商手中的这份 215 页的手

稿引起了大批读者的兴趣。flare 闪光，闪耀；glitter 闪烁，闪光；spark“触发，引发”，符

合句意；flash 闪光，闪现。

17.【答案】D。解析：考查名词辨析。句意：军队审查官阻止我们报告这个炸弹击中的位置。

chaplain 牧师，神父；chauffer“小炉；汽车司机”；claimant 索赔人，要求者；censor 检查

员，审查官。四个选项中只有 D 项最符合语境，故答案选 D。

18.【答案】D。解析：考查名词辨析。句意：艺术狂热者 Smards 一生致力于完成一个伟大

的杰作。inmate 囚犯；kinsman 男性亲戚；hypocrite 伪君子，伪善的人；zealot 狂热者，符

合语境。

19.【答案】B。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中世纪的习俗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仍然存在。

exultant 欢欣鼓舞的，兴高采烈的；extant 尚存的，符合句意；elusive“难找的；难以实现

的”；elliptic 椭圆形的。

20.【答案】C。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国会要在能源政策上达成共识面临着很大的

困难，这主要是由于每个国会议员的政策目标是基于迥然不同的假设的。根据句意可知，C.
disparate“迥然不同的”正确。trivial 不重要的；unfathomable 难以理解的；circuitous 啰

嗦的；迂回的。



Part II Cloze
21.【答案】A。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汽油价格已经跌至 33 个月以来的最低水

平。fall 跌落，降低；bring 带来；rise 上升；give 给予。根据后面的 to their lowestlevel 可
知应该是说价格下降，所以 fall 符合句意。

22.【答案】B。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经济学家们倾向于认为汽油价格的下降使

得人们有更多的钱购买其他商品，从而起到刺激经济的作用。encourage 鼓励；stimulate 刺

激，后常跟经济相关词汇；inspire 激励；excite 使……兴奋。综合分析，stimulate 符合句

意。

23.【答案】D。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句意：本月早些时候，一家预测公司（宏观经济顾问

公司）估计，下降的汽油价格可能会为第三季度的 GDP 增长增加 0.3 个百分点。earlier this
month 本月早些时候，earlier 表示早的，初期的，符合句意。

24.【答案】B。解析：考查形容词辨析。句意：近期汽油价格下降的原因有很多，以下为几

个主要原因。different 不同的；varied 多变的，各种各样的；changeable 可变化的；variable
易变的，多变的。这里强调原因多，而不是不同，所以 varied 最符合句意。

25.【答案】D。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句意：那时因为人们更愿意在天气好的时候去度假。

assume 假定，设想；adopt 接受；adapt 适应；take 花费，take vacation 度假。综合分析，

take 符合句意。

26. 【答案】D。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但是这并不是唯一的原因。element 元素；

component 成分；ingredient 原料，组成部分；factor 因素，侧重指原因。综合分析，factor
符合句意。

27【答案】A。解析：考查副词词义辨析。句意：通常情况下，库存量多时，炼油量便会有

所缩减。normally 通常情况下；frequently 频繁地，经常地；currently 当前；constantly 不
断地。综合分析，normally 符合句意。

28.【答案】B。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许多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正

29.借着美国中西部页岩油开采的大好形势大量生产柴油，出口到欧洲和亚洲。strength 力

量，长处；advantage 优势，take advantage of 利用；benefit 利益，好处；profit 利润。综

合分析，advantage 符合句意。

29.【答案】A。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炼制柴油的过程中也产出了更多的汽油，

以供国内消费。domestic 国内的；overseas 海外的；foreign 国外的；household 家庭的，

日常的。根据下句话中的 even if they're creating a glutof gasoline here at home 可知这里应该

指“国内”。综合分析，domestic 符合句意。

30.【答案】D。解析：考查副词词义辨析。句意：今年大西洋的飓风季相对平静，没有任何

飓风登陆。equally 公平地；reasonably 合理地；simply 简单地；fairly 相对地。综合分析，

fairly 符合句意。



31.【答案】D。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句意：石油价格通常占汽油价格的 70%左右。upward
向上地；onto 在……之上；forward向前地；up 向上，make up 组成。综合分析，up 符合

句意。

32.【答案】A。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人们经常提到的导致油价下降的原因包括

不断增长的美国原油供应以及有所缓和的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include 包括；

possess 拥有；manage 管理；regulate 规定。综合分析，include 符合句意。

33. 【答案】D。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汽油需求一直受到抑制。requirement 要
求；desire 欲望；need 需要；demand（经）需求，供给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本

段第一句为中心句，后面的内容对其进行了解释，从后面提到的 Americans have beenbuying
more efficientcars and light trucks...That's helped keep a lid on(抑制) prices.可知，本空应该是汽

油“需求”受到了抑制。综合分析，demand 符合句意。

34.【答案】A。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环保局可能在 2014 年会对乙醇在汽油中

的含量标准收紧。tighten 收紧；focus 集中，聚焦；fasten 扣紧，抓住；intensify 增强，强

化。综合分析，tighten 符合句意。

35.【答案】C。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句意：RINs 的价格一路飙升，而这反过来也可能会

导致汽油价格上升。in vain 徒劳地；in return 作为回报；in turn 反过来，转而；in shifts 轮

班。综合分析，turn 符合句意。

36.【答案】D。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句意：这种预期的后果之一就是，七月份之后，RINs
的价格大幅下降，分析学家认为，这也导致了汽油价格的下降。end 结局；outcome 结果；

consequence 后果；result 结果，as a result 结果，固定搭配。综合分析，result 符合句意。

37.【答案】B。解析：考查词义辨析。句意：最大的问题是价格是否会持续下降。If“如果，

是否”，表示是否的时候，比较口语化，而且一般用来引导宾语从句而不引导表语从句；

whether 是否，比较书面化，本句中引导的是表语从句。另外，根据后面的--- or whether
they'll ...也可知答案。综合分析，whether 符合句意。

38.【答案】D。解析：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很明显，冬天汽油价格的下降是季节性

的，也是暂时性的。permanent 永久的；everlasting 持久的；momentary 转瞬即逝的；

temporary 暂时性的。注意并列词 and 的作用。综合分析，temporary 符合句意。

39.【答案】C。解析：考查固定搭配。句意：美国汽油价格来年保持抑制状态。previous 以

前的；in advance 提前；ahead 前面的，year ahead 来年；forth 向外。根据 will 可知这里

是表将来，所以排除 previous；再结合句意可得出 ahead 最合适。 （ 注意本文章是 2013
年的文章，所以破折号后的时间在当时其实也是针对将来而言）

40.【答案】A。解析：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但是，就更广阔的经济环境而言，这依然

能算得上是一点小小的安慰。relief 救济，减轻；rest 休息；ease 舒适；leisure 闲暇。综合

分析，relief 符合句意。



Part III Reading Comprehension
Passage One
41.【答案】B。解析：细节题。根据人名定位到第二段。第二段说：I talked with Jill Avery, a senior
lecturer at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nd coauthor of HBR’s Go To Market Tools…，由“I”可以

得知，这篇文章的作者不是 Jill Avery，排除 D；后面说 Jill Avery 是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的 lecturer，不是教授，也不是来自 Harvard Law School，排除 A 和 C；后面说 Jill Avery 是

coauthor of HBR’s Go To Market Tools，所以 B 正确。

42.【答案】C。解析：细节题。题干问 Marketing ROI 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根据：What is
Marketing ROI, and How Do Companies Use It?可知答案出现在第四段。根据这一段可知

Marketing ROI 是一个衡量营销投资回报的工具，故 C 正确。这个工具并不是衡量所有投资

回报的，所以 A 错误；根据这段最后：It can be used to assess the return ofa specific marketing
program, or the firm’s overall marketing mix.可知 B 错误；

文章并未提到金融投资，故 D错误。

43.【答案】C。解析：细节题。根据关键词 benefit 可定位到第五段之后。A.justifying marketing
investment 是第六段 Justifying marketing spend 的同义转换；B. giving advice on further
investment“给进一步投资提供意见”，第七段主要讲的就是利用这个工具 进行计算，能够

知道哪一种投资的回报更高，进而为进一步投资提供参考，与 B 意思一致；C 项说“掌握

竞争对手准确的 MROI”，第八段最后一句说：While MROI is not usually public information,
managers can use published financial statement data to estimate MROI for a competitor.由此可

知，对手的 MROI 并不是公开信息，只能根据公开的金 融数据进行估计，所以 C 为本题

答案；根据第九段第三句：Measuring how efficiently the marketing organization is using the
company’s money keeps everyone accountable for using those funds wisely.可知 D 是使用

MROI 能带来的好处。

44. 【答案】A。解析：词义猜测题。画线单词所在的句子是：Track competitors’MROI to gauge
how your company is performing against others in the industry.“通过追踪竞争对手的 MROI，
并与其公司相比，以此来_____你们公司的表现情况”。A. 测量，衡量，符合语境。根据上

文，我们知道了 Marketing ROI 是一个衡量营销投资回报的工具，所以在知道了对手的

MROI 以后，就可以参照对比来衡量自己公司的表现情况了。B.估计，因为已经能追踪到竞

争对手的 MROI，有确切的参照物，所以用“估计”不太准确；C. 猜测，同 B，不够准确。

D. 涉及，不合语境。故选 A。

45.【答案】B。解析：主旨题。通读全文之后发现，文章的中心是 Marketing ROI 这个工具，

前面讲什么是 Marketing ROI 以及如何使用，中间讲使用 Marketing ROI 带来的好处，后面

讲 Marketing ROI 计算方法和使用它的目的，所以文章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介绍 Marketing
ROI 这个工具，故选 B。其他三个选项在文中未提到。

Passage Two
46. 【答案】C。解析：词义猜测题。文章第一句 Root’s business is lending to the owners
of small farms in poor countries. Root 这家借贷公司借钱给小农场主；再根据该段第二句

后半 句 typically providing a subsistence-at-best in come for more than 2 billion of the poorest
people on the planet 可知 smallholding 给穷人带来了收入，再结合整篇文章其实



都是围绕着这家农场贷款公司展开，和农场相关。所以由此可以推断 smallholding 就是指

small farms“小农场；小块农田”的意思。

47.【答案】D。解析：细节题。 题目问贷款带来的好处不包括哪一项。定位到文章第三段

The loans,which come with free advice and training ....are helping farmers increase their
productivity and boost their incomes，可知只有 D 选项没有提到，故答案为 D。

48.【答案】D。解析：细节题。题目问下列哪一项表述是错误的。根据第第二段中 the poorest
of the poor can be perfectly responsible borrowers...以及该段中最后一句可判断 A 项表述正

确。据文章第五段最后一句...the potential market for this kind of lending is$22 billion...以及文

章第六段第一句 only around$10billlion of this demand is met 可知目前尚有大约 12billion
的贷款需求，因此 B 选项表述正确。根据第一段可判断 C 项表述正确，如果没有贷款，

这些穷人会面临更多的困境，情况会比现在更糟。根据文章第五段 Now that Root has shown
that the business is viable, he believes, private investors will pile in.可知私人投资者会跻身借贷

市场只是 Mr Foote 的推测，并且文章也并未说明私人投资者会使 Root 的市场份额减少，

因此 D 选项表述错误。

49.【答案】C。解析：推理题。文章最后一段说明，Root 要开辟新的市场，给更多的农民

提供贷款，也不打算像其他一些借贷公司一样以营利为目的，所以最后一句话其实也是对本

段的总结，Root 扩大借贷市场，给更多农民提供贷款，让他们去获取丰收，因此 C 项表述

与之符合。

50.【答案】B。解析：主旨题。文章第一句就介绍了 Root 的经营范围，之后几段则详细介

绍了其发展历程，最后一段总结其发展理念。所以其实整篇文章都是在围绕着 Root 这家公

司的业务和其发展而展开。故答案为 B。

Passage Three
51.【答案】C。解析：细节题。题干：Shinzo Abe 和 Takeshi Onaga 就下列哪项没有达成共

识？根据第一段可以得知，日本首相 Shinzo Abe 希望能在 Henoko 为美国海军建立一个新

的军事基地，但是冲绳的当局领导者 Takeshi Onega 却极力反对这一做法，故选 C。

52.【答案】A。解析：推断题。题干：对冲绳当地人来说，下列哪项已经或将会是一件意

想不到的事情？根据第二段中 Many Okinawans had doubted whether Mr Onaga, a former
member of Mr Abe’s party, would have the guts for all-out opposition. But now he has placed
himself firmly at odds with fellow conservatives in the ruling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LDP), and
in particular with Mr Abe 可知很多冲绳人当初怀疑 Onaga 先生作为安倍政党曾经的一个成

员，是否有决心和勇气反对他。但是现在他坚决反对安倍及其政党，故选 A。

53.【答案】D。解析：推断题。题干：接下来有可能发生什么？文章第三段中提到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promised to take legal action to reverse Mr Onaga’s decision.再根据文章最后

两段可知 Takeshi Onaga 在军事基地建立这一问题上没有让步，甚至企图设法阻止。结合第

三段我们可以推断，接下来安倍很有可能会采取法律行动来阻止 Takeshi Onaga，进而使其

改变决定。



54.【答案】B。解析：细节题。题干：安倍的公众形象是什么样的？根据倒数第二段...boost
Mrs image’s with a public — not just in Okinawa — that is deeply suspiciousof the prime
minister’s hawkishness 可以得知日本首相在公众眼中是一个很强硬的鹰派形象，故答案选

B。

55.【答案】B。解析：细节题。下列哪两个人面临着类似的挑战？根据最后一段中 Mr Onaga
says there are plenty of means to hamper construction of the base, even if work continues. He
says he could use such tactics as were recently deployed by the mayor of NagoCity 可以得知，如

果军事基地继续在其领地建设的话，Onaga 将会采取和 Nago 市长类似的手段来阻止其继

续，故选 B。

Passage Four
56.【答案】B。解析：细节题。文章第一段提到经济学家不喜欢黄金的原因是人们对黄金缺

乏理性的崇拜。在他们看来，黄金只不过是一种商品，也就是可以在市场交换的东西。

57.【答案】A。解析：细节题。文章第二段分析了金价上涨的两个主要原因：（1）gold
transactions are denominated in dollars, and the rise in the price simply reflects the dollar’s fall
in terms of other currencies, especially the euro，即黄金是用美元来计价的，而美元相对于其

他货币贬值了，尤其是对欧元；（2）A rising price of gold, like that of anything else, can reflect an
increase in demand as well as a depreciation of its unit of account.（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金价

的上涨反映了需求的增加以及计价单位的贬值），所以市场对黄金需求的增加是金价上涨的

主要原因，故选 A。

58.【答案】B。解析：推断题。根据文章第三段，美国拥有世界储备货币，而且

一直能够制造和借来很多美元。要偿还这些美元，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让美元贬值。

可见，美元贬值对美国是有益无害的事情。

58.【答案】D。解析：词义猜测题。根据文章第四段，为了防止一国央行大量抛售黄金导

致金价下跌的情况，各国央行达成协议，协调和限制今后的黄金出售。如果金价持续上涨，

很可能一些央行会再次抛售黄金（文中提到法国央行出售黄金的决定），那样各国央行之间

的协议就会被破坏。因此，根据上下文，“ripped up”最有可能的意思是“torn up”（撕毁）。

60.【答案】B。解析：推断题。根据文章四段，在许多买家大量买入黄金的同时，许多央行

却打算将他们囤积的黄金出售。文章第五段说，如果金价继续上扬，各国央行之间的“限制

和协调未来黄金出售”的协议将会被打破，也就是说金价的上涨会吸引各国央行出售黄金。

【参考译文】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讨厌黄金。要知道，这可不是因为他们瞧不起一两块金条，而是因为

他们发现许多人对这种金属的崇敬几乎到了毫无理性的地步。这与它被用作千禧年的货币并

无关系：那已经是昨日黄花了。现代货币采用的是纸币的形式，或者，更多时候，采用的是

电子数据的形式。对经济学家来说，黄金现在只是另外一种商品。

那么为什么金价会大幅上涨呢？在过去一周里，每金衡（1 金衡约 31.1025 克）的价

格达到了 450 美元，比年初上涨了 9%，而比 2001 年 4 月则上涨了 77%。啊，答案来了，

黄金交易是以美元来计数的，价格的上涨只是反映了美元对其他货币的比价，尤其是对欧元



比价的下跌，而本周美元对欧元的比价又创新低。用欧元计数的话，金价的波动要小得多。

然而，美元价值和黄金价值之间似乎并没有固定联系。像其他任何东西一样，金价的上涨反

映了需求的增加以及计价单位的贬值。

因此就出现了黄金买空。美元的下跌之所以重要主要是因为作为一种价值储存手段，美

钞可谓臭名昭著。自从 1971 年美元脱离金本位，就一直处于跌势，其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

次跌后复升。这一次下跌的跌幅更大。在此下跌情况下，导致金价上扬的额外需求来自于那

些认为美元——或者任何一种依靠抑制通胀的许诺来支撑的货币——无疑是一种高风险投

资的人，主要因为美国拥有美元这一世界储备货币，而且一直能够制造和借来很多美元。要

偿还这些美元，最不费力的方式就是让美元贬值。

各国中央银行的反应跟这种额外需求正好形成鲜明对照。这些银行都想把手里的黄金卖

掉一些。以前各国货币都依靠这种金属，历史继承的结果就是各国中央银行的黄金储量是世

界黄金总量的五分之一。上个月，法国中央银行宣布即将在未来几年出售 500 吨黄金。不

过中央银行大量出售黄金会导致金价猛跌——1999 年至 2002 年之间英格兰银行出售

395 吨黄金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其结果是各国央行达成协议，协调限制今后的销售。

如果金价继续上扬，这个协议就会被破坏，虽然一场美元危机会让各国央行在转向纸币

经营问题上慎之又慎。那么央行所储备的大量黄金是否会将金价再次拉下来呢？那倒不一定。

正如黄金迷，时事通讯《格兰特利率观察家》的出版人詹姆斯·格兰特所指出的，最近几年

政府的巨额债务并未阻止金价的大幅上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