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目一 行测文

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典型真假话问题。翻译题干发现张和赵的话为矛盾关系，必

有一真一假。根据题干可知，只有一个人说了真话，那么王和李所说的话均为假，根据李说

的是假话，可以得出是李加班，赵说的是真话。故正确答案为 C。

2、【答案】B。解析：本题考察直言命题下反对关系。A：有的教师职工没有分到电脑，B：

有的教师职工分到了电脑，C：小张没分到电脑。A 和 B 为下反对关系，两个命题必有一真，

题干条件说只有一句是真的，因此，C 为假话，真话则应该是小张分到了电脑，所以就是有

的教师职工分到了电脑为真，则 A 为假的，真话就应该为学校所有教师职工者都分到了电

脑，所以答案为 B 选项。

3、【答案】C。解析：A 或 B 的矛盾命题是非 A 且非 B。故选 C 项。

4、【答案】C。解析：本题要求根据四人所说的话来判断车的颜色与人的对应关系，根据说

实话的人的车是红色的，且甲、乙、丙三人中只有一人说实话，可用乙的话“丙的车是红色

的”作为突破口。乙不可能说实话，否则乙和丙的车都是红色的，不符合题意；则可知丙的

车不是红色的，那么丙说的也不是实话。所以说实话的是甲，甲的车是红色的。进而根据丙

的话为假可知丁的车是蓝色的。又甲的话“乙的车不是白色”是实话，所以乙的车是银色，

则丙的车是白色的。对照选项，可知 C 项符合。

5、【答案】C。解析：本题考察加强论证，题干中的特别突出的一项职业能力与职业的成功

本没有逻辑关系，需要搭桥建立关系，C 选项属于建立联系项，C 选项否定代入题干，论点

会成立，建立前提和结论跳跃概念的联系，为前提项。而 ABD 的论题都没有提到特别突出

的能力，为无关项，排除。所以答案为 C 选项。

6、【答案】B。解析：先只看外框，一个图形上下翻转得到第二个图形，第一个图形左右翻

转得到第三个图形；观察内部元素，依次逆时针移动一格。故答案选 B。

7、【答案】D。解析：从每行来看，前两个图形叠加后去同存异，再顺时针旋转 90°，得

到第三个图形。故本题选 D

8、【答案】A。解析：每组图形中，黑色圆圈部分数依次为 1、2、3，选项中只有 A

项黑色圆圈部分数为 3。故本题选 A。

9、【答案】B。解析：题干图形都可看做由内外两个图形组成，内部图形依次在外部图形右、

下、左、上、右，呈顺时针移动，下一个图形的内部图形应在外部图形的下面，选择 B。

10、【答案】B。解析：①④⑤图形都有封闭区域；②③⑥图形都没有封闭区域。

11、【解析】D。采用排除法，A 项前半部分符合定义，后半部分不符合定义，B 项实

际上是“不服从”，C 项“社会压力”“困难压力”不是定义中所指的“社会要求，团

体规范”的定义要求，因此 D 项符合定义要求。



12、【答案】D。解析：提取定义要点，“只在重力作用下”“从静止开始下落”“如果空气

的阻力作用比较小，近似看作自由落体运动”A 项，苹果从树上被风吹落一定受到了横向

风的推力，且风力较大，空气阻力也较大，不符合“只在重力作用下运动”；B 项，飞行中

的飞机属于高速运动的物体，不符合“从静止开始下落”；C 项，抛过来的皮球属于高速运

动的物体；D 项，冰棱融化后从屋檐掉下符合“从静止开始下落”，且此时没有其他干扰，

空气阻力比较小，可近似看作自由落体运动。故答案为 D。

13、【答案】A。解析：提取定义要点，“举办与重大事件相关的活动，使自己与重大事件

产生关联”，“对自己的品牌悄无声息地进行了宣传”，特点“隐蔽、突发”。A 项，矿泉水公

司邀请著名运动员为其代言并投放广告是直接宣传，并没有出现重大事件，宣传特点并不“隐

蔽、突发”，不符合定义。故答案为 A。

14、【答案】B。解析：文段第一句说明“实体零售”的作用，第二句开始说“实体零售”

近些年的问题，最后一句通过“事实上”转折，引出文段重点，提出提升零售业持续发展能

力是重要内容。B 项为文段重点的同义替换，ACD 项都不是文段重点。因此，本题应选 B 项。

15、【答案】B。解析：文段首句指出少年儿童“微阅读”渐成趋势这一现象，接下来重点

描写了过度沉溺“微阅读”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故作者的意图在于提醒少年儿童不要过度沉

溺。A 项只陈述了现象，C、D 两项无中生有。所以正确答案为 B。

16、【答案】D。解析：结合文段中的关键信息“局限于”“未能获得全面的”“不能形成系统的”
可知，材料主要谈论的就是部分企业成本控制所存在的问题——片面。A 项表述正确，但没

有指出问题的关键。故答案为 D。

17、【答案】D。解析：A 项缺少前提，文段说的是“当货币拥有了在市场上购买一切的魔

力，它就成为财富的象征”；B 项缺少限定，文段说的是“使那些重利轻义者陷入货币拜物

教泥潭”；C 项偷换概念，文段说的是“‘经济金融化’成为产生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而

经济全球化只是背景。D 项可由“无限追求货币财富自古以来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得出。

故本题选 D。

18、【答案】D。解析：文段首句指出随着唐朝国力的强盛，各种生活用品和工艺品对海外

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二句是对一句的补充强调，尾句提出唐三彩在这种情况下也漂洋过海，

那么接下来就应该是围绕着唐三彩漂洋过海之后的情况展开描述。所以答案为 D。

19、【答案】B。解析：由文段末尾的“舞蹈彻底沦为了配角”可知，第一空填“喧宾夺主”、

“主次颠倒”更合适，排除 A、D。再由第二空后面的“有一种独立于表达之外的野心”可

知，此处应填“貌合神离”。故本题答案为 B。

20、【答案】A。解析：由文段的“并非……更多的是……”可知，空缺处所填词语应与“此

消彼长”意思相反。“针锋相对”与“此消彼长”意义接近，都表示对立关系，首先排除 C。
“相辅相成”表示合作关系，“互为表里”表示现象与本质关系，“非此即彼”表示选择关系。

“相辅相成”与“将二者优势相结合才能成就利益的最大化”更相符。故本题选 A。



21、【答案】C。解析：“思想上的”“文学上的”“文化上的”“心灵上”构成一个排比句式，

所填词语应该与“滋润”“寄托”表达效果一致。“滋润”和“寄托”都体现的是对书法艺术

产生的作用，而“高贵”和“高尚”仅仅是思想自身可以具备的特点，所以排除；“弘扬”

指发扬光大，“传承”表达继承的意思，此处不是为了让文化发扬光大，而是书法艺术蕴含

着文化的属性，体现文化的延续性，所以用“传承”合适。故答案为 C。

22、【答案】B。解析：这里是对于两种文化的比较，“水火不容”、“针锋相对”语意过重，

排除 A、D。“南辕北辙”比喻行动和目的正好相反，不合文意，排除 C。故本题答案为 B。

23、【答案】B。解析：传统的四合院“没有任意两个是一模一样”，现在的四合院“几乎一

模一样”，因此横线处所填词语应表达与“建筑传统”相反，完全不同之意。“南辕北辙”和

“背道而驰”都含有完全相反的意思，但前者主要针对的是个人的行动、目的，后者主要针

对的是方向、目标。结合文意，答案选 B。

24、【答案】B。解析：“蜕化”侧重变质、变坏，可能往好的变也可能往坏的变；“退化”

侧重事物由优变劣，由好变坏。第①句中用来形容“鄂尔多斯的羊绒品质”，用“退化”更

恰当，排除 A、D。“驱除”指驱逐、排除。“祛除”指驱散、消除，常用来形容疾病、疑惧

等。第②句中与“百病”搭配，应用“祛除”，排除 C。故本题答案为 B。

25、【答案】C。解析：分析可知，四个空缺处所填词语应与“讲认真”、“重理解”、“肯钻

研”、“爱思考”构成反对关系，再结合四个成语的意思，可知 C 项与此相符。

26、【答案】B。解析：观察选项，对比①③，③句是总起句，①句是具体分析，据此排除 AC。
⑤句根据“一般的微笑，就是这样”指代②，所以答案为 B。

27、【答案】C。解析：分析可知，横线处所填句子是对“纳米”这一概念的定性。结

合后文“一纳米等于十亿分之一米，也等于千分之一微米，大约是三四个原子的宽度”

中的单位换算可知，“纳米”是一种极小的长度单位。故本题选 C。

28、【答案】B。解析：A 项，关联词搭配错误，“与其……不如”；C 项，逻辑错误，先认

识你后亲近你；D 项，“深受……所欢迎”句式杂糅。故答案为 B。

29、【答案】B。解析：A 项为主客倒置，应为青少年游泳爱好者对孙杨一点也不陌生。C 项

为逻辑错误，“生产线员工”与其他几项不能构成并列关系。D 项语序不当，应改为“‘绿

色出行’不仅……而且……”。故本题答案为 B。

30、【答案】D。解析：“凭藉”指依靠，依赖，“凭借”词义与之一致。“依仗”、“倚仗”、

“凭仗”也有依靠的意思，但搭配对象多为抽象事物，比如“依仗权势”。故答案为 D



科目二 行测理

1、【答案】C。解析：每一项除以 3 的余数是 2，只有 C 项符合。

2、【答案】D。解析：二项和数列，二项和等于第三项，故下一项是 34。

3、【答案】D。解析：除 1 外各项都有良好的整除性，因此考虑对每项进行拆分。

1 6 18 40 （75）
↓ ↓ ↓ ↓ ↓
1×1 2×3 3×6 4×10 （5×15）
第一个乘数依次为 1，2，3，4，（5），第二个乘数依次为 1，3，6，10，（15）。前者是自

然数列，后者是二级等差数列。故答案为 5×15=75。

4、【答案】C。解析：（第一项+第二项）×2=第三项，故下一项是（116+336）×2=904。

5、【答案】D。解析：整数部分为 1，2，4，7，11，16，相邻两项之差依次是 1，2，3，
4，5。小数部分为 1，2，3，4，5，6，因此选 D。

6、【答案】A。解析：已知语文 94 分，外语的得分等于语文和物理的平均分，而每门成

绩都是整数，则可知物理成绩必为偶数，排除 B、D 两项；代入 A 项，已知语文 94 分，

若物理 94 分，则外语 94 分，又因为数学最高，化学第二高，所以平均分一定大于 94 分，

不符题意，排除 A 项。故选 C。

7、【答案】B。解析：由题干表述可以推出，员工总人数减去 8 能被 12 整除。

A 项：446-8=438，不能被 12 整除；

B 项：488-8=480，可以被 12 整除；

C 项：508-8=500，不能被 12 整除；

D 项：576-8=568，不能被 12 整除。

只有 B 项符合要求，故选 B。

8、【答案】B。解析：客户出售的货物，只能得到出售货物价格的（1-3%）=97%；客户购买

的设备，要付出购买设备价格的（1+2%）=102%；由“客户恰好收支平衡”，得：出售货物

价格×97%=购买设备价格×102%；即出售货物的价格：购买设备价格=102%：97%=102：97，
即物品销售价能被 102 整除，只有 B 项 4080 能被 102 整除，故选 B。

9、【答案】A。解析：依据题意“如果每个工人发 3 张球票，则富余 2 张”，则可推知球

票的数量减 2，可以被 3 整除，观察选项只有 A 项符合。故正确答案为 A。

10、【答案】C。解析：题目中等量关系为“左边三个数是右边两位数的 5 倍，如果把右边

的两个数移到前面，则所得新的五位数要比原来的五位数的 2 倍多还多 75”，多位数

问题，优先考虑代入排除。

代入 A 选项，135÷27=5，13527×2+75=27129，不符题意，排除；

代入 B 选项，180÷36=5，18036×2+75=36147，不符题意，排除；



代入 C 选项，125÷25=5，2525×2+75=25125，符合题意。

验证 D 选项，275÷45=6.11，不符题意，排除。故正确答案为 C。

11、【答案】A。解析：题目中等量关系为 4 层楼共有图书 245 本，分配情况为“第一层

本数的 2 倍是第二层本数的一半，第一层比第三层少 2 本，比第四层多 2 本”，则设第一

层存放图书的数量为 x，则第二层存放图书的数量为 4x，第三层存放图书的数量为 x+2，
第四层存放图书的数量 x-2。则由题有 x+4x+x+2+x-2=245，解得 x=35，故所求为 4×35=140
本。

12、【答案】B。解析：设精加工 x 天，普通加工 y 天，x+y=20，10x+30y=500，得到精密

加工 50 吨，普通加工 450 吨，则 50×1050+450×270=174000。

13、【答案】D。解析：已知条件有“，每个大包装盒装 12 个，每个小包装盒装 5 个，99
个苹果装完用了十多个盒子”，采用方程法，设大盒有 x 个，小盒有 y 个，则可得 12x+5y=99。
两个数的和为奇数，则这两个数必然奇偶性相反，因为 12x 是偶数，99 是奇数，所以 5y 是

奇数，y 是奇数，则 5y 的尾数是 5，可得 12x 的尾数是 4，则可得 x=2 或者 x=7。当 x=2
时，y=15，符合题意，此时当 x=7 时 3，x+y=10，不满足共用十多个盒子，排除；故正确

答案为 D。

14、【答案】A。解析：已知条件有“甲花 32 元买了 3 支签字笔、7 支圆珠笔和 1 支铅

笔，乙花 43 元买了 4 支同样的签字笔、10 支圆珠笔和 1 支铅笔，”，采用方程法，设签

字笔 x 元，圆珠笔 y 元，铅笔 z 元，根据题意可得：3x+7y+z=32，4x+10y+z=43。为不定

方程组，无法解得每个未知数的具体值。换言之，未知数的解存在无穷多个，而题目中四个

选项均为确定数值，所以未知数的具体值是多少并不影响(签字笔+圆珠笔+铅笔)的值，也即

只需要求出其中一组解即可。对此情况，可以令 y=0，代入解得 x=11，2=-1。由此可知

x+y+z=10。故正确答案为 A。

15、【答案】D。解析：售后 38 人，则销售增加到 76 人，6/70=8.6%。

16、【答案】A。解析：根据“三种调料的价格分别为每千克 20 元、30 元和 60 元，购

买这三种调料所花钱一样多”，采用赋值法，设每种调料花 60 元，则三种价格的调料分

别买了 60÷20=3、60÷30=2、60÷60=1 千克，平均每千克成本为
123
360



=30 元

17、【答案】A。解析：根据题干，定位材料“2016 年，A 省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 13.3
亿吨，同比增长 14.2%”，则 2015 年，A 省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为亿吨，故选 A。

18、①解析：
%100

2198
400


；②解析：2198+48。

19、①解析：8178÷（1-3.1%）；②解析：8178÷（1-3.1%）×3.1%。

20、①解析：4.48÷1.27；②解析：4.48÷1.27-1。



21、解析：11028.5×23.4%。

22、解析：18.7%×69.5%。

23、【答案】错误。解析：2015 年上半年，我国观影人次同比增速（45.9%）大于电影

放映场次同比增速（43.5%），可得 2015 年上半年我国平均每场电影的观影人次有所增

长。

24、【答案】A。解析：平均每人次运输距离= ，当分子增速大于分母增速时，平均数上升。

所以只要旅客周转量的增长率大于客运量的增长率，2016 年平均每人次运输距离高于

2015 年水平。定位表格可得，只有公路、水路符合。故选 A。

25、解析：1.4%+1.7%+1.4%×1.7%。

26、【答案】A。解析：取末一位相减，9-（5+5）=9-10，末一位参与计算，9-0，结果尾数

为 9，直接选择 A 项。

27、【答案】C。解析：2011 年 1-4 月全国电信业务总量累计完成 4190.6÷（1+14.8%）
≈4190.6÷1.15=36XX 亿元，选择 C。

28、【答案】A。解析：2010 年 1-10 月我国中部地区完成投资 187556.1×28.1%亿元，则

2009 年 1-10 月我国中部地区完成城镇投资 187556.1×28.1%÷（1+27.1%）≈190000×0.28
÷1.271=53200÷1.27=41XXX 亿元，选择最接近的 A。

29、【答案】27.86×61.43>31.36×48.12。解析：31.36→61.43 增加接近 100%，27.86→
48.12 增加远小于 100%，可得 27.86×61.43>31.36×48.12。
注：也可通过比较 27.86→31.36 的增幅与 48.12→61.43 的增幅，判断两式大小关系。

29、【答案】B。解析：城镇人口增长了
2103-71182

2103
；女性人口增长了

342-66009
342

；男

性人口增长了
327-69395

327
；比较三个分数的大小，分母相差不大，分子明显城镇人口高于

男性、女性人口，排除 C、D，比较
342-66009

342
与

327-69395
327

的大小，前者分子大而分

母小，所以女性人口增长率大于男性，选择 B。



科目三 专业类

1、【答案】B。解析：格雷欣法则描述的是在金银复本位制下的双本位制中，由于法定

兑换比例和实际兑换比例之间的差异导致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劣币是指名义价值高于实

际价值的货币，即被高估的货币；良币是指名义价值低于实际价值的货币，即被低估的货币。

在上述题目当中，金币的法定价值即名义价值高于其实际价值，故为劣币，所以最终充斥市

场的是金币。

2、【答案】ABCD。解析：广义货币包括：流通中的现金、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储蓄存款、

支票存款。

3、【【答案】A。解析：凯恩斯认为，投机性货币需求主要受到利率的影响。

4、【答案】B。解析：出于交易动机和预防动机的货币需求主要取决于收入，出于投机动机

的货币需求主要是取决于利率，所以选 B。

5、【答案】B。解析：货币乘数为 1/（7%+5%），原始存款*货币乘数=存款总额，即原始存

款等于 6000*12%=720 万元。

6、【答案】C。解析：超额存款准备金是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减去法定存款准备金后的剩

余部分，是商业银行随时可以调度、使用的资金头寸。超额存款准备金率是这个剩余部分与

存款准备金之间的比例。影响货币乘数的主体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以及社会公众，其中中

央银行决定的变量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商业银行决定的是超额存款准备金率，社会公众决

定的是现金漏损率以及定活期的比率，所以选 C。

7、【答案】A。解析：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间具有一致性关系的是经济增长与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带动内需增长，会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有利于实现充分就业。

8、【答案】C。解析：公开市场业务的优点是：①主动权在中央银行，不像再贴现那样被动；

②富有弹性，可对货币进行微调，也可大调，但不会像存款准备金政策那样作用猛烈；③中

央银行买卖证券可同时交叉进行，故很容易逆向修正货币政策，可以连续进行，能补充存款

准备金率、再贴现这两个非连续性政策工具实施后的效果不足；④根据证券市场供求波动，

主动买卖证券，可以起稳定证券市场的作用。公开市场业务的主要缺点是：①从政策实施到

影响最终目标，时滞较长；②干扰其实施效果的因素比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多，往往带来

政策效果的不确定性。

9、【答案】D。解析：治理通货膨胀应该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即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提高再贴现率，在公开市场上卖出有价证券，所以选 D。

10、【答案】C。解析：银行一般对存款利率规定上限，禁止高息揽储，对贷款利率规定

下限，禁止低息放贷，所以选 C。

11、【答案】A。解析：两公司之间的借贷信用属于商业信用，也是直接信用。



12、【答案】B。解析：利率与有价证券价格呈负相关关系，所以选 B。

13、【答案】ACE。解析：久期缺口用来反应利率变动导致的银行持有的资产和负债价值

的变动，从而引起的银行净值的变化。当久期缺口为正时，如果市场利率上升，资产和负债

的价值都会下降，资产价值的下降幅度大于负债价值的下降幅度，银行净值的市场价值下降。

当久期缺口为负时，如果市场利率上升，资产和负债的价值都会下降，资产价值的下降幅度

小于负债价值的下降幅度，银行净值的市场价值上涨。当久期缺口为零时，银行净值的市场

价值不受利率风险的影响。

14、【答案】C。解析：按资金偿还期限可以把金融市场划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其中

货币市场指融资期限小于等于一年的市场，资本市场指融资期限大于一年的市场。

15、【答案】D。解析：短期政府债券市场流动性极高，且相当于无风险收益，所以在金融

市场中交易最为频繁，几乎所有金融机构都会参与债券投资。

16、【答案】B。解析：主板市场也称为一板市场，指传统意义上的证券市场（通常指股票

市场），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证券发行、上市及交易的主要场所。中小企业板市场，海外又称

为创业板市场或二板市场，是相对于具有大型成熟公司的主板市场而言的，服务的对象主要

是中小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创业板市场是指专门协助高成长的新兴创新公司特别是高科技

公司筹资并进行资本运作的市场，有的也称为二板市场、另类股票市场、增长型股票市场等。

创业板市场是一个高风险的市场，因此更加注重公司的信息披露。代办股份转让业务，是指

经中国证券业协会批准，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由具有代办非上市公司股份转让服务业务资

格的证券公司采用电子交易方式，为非上市公司提供的股份特别转让服务。简单说，是证券

公司为非上市公司提供股份转让服务业务。所以选 B。

17、【答案】D。解析：债券体现债权债务关系，股票体现所有权关系。

18、【答案】D。解析：封闭式基金的特点包括基金总额和期限是固定的，投资者不能提前

赎回，基金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封闭式基金转让价格不一定等于基金净值

19、【答案】A。解析：期权买方收益无限，损失有限。

20、【答案】C。解析：此类贷款属于次级贷款，次级贷款一般来说损失较小。

21、【答案】D。解析：利率平价理论讨论的是远期汇率的决定，表明远期汇率由即期汇率

和国内外利差决定，高利率货币远期贴水（相应地外汇升水），低利率货币远期升水（相应

的外汇贴水），年升贴水率等于两国利差。所以三个月美元对日元贴水（6%－2%）÷4＝1%。

22、【答案】B。解析：原料价格上升指成本上升，是非价格因素。非价格因素会导致供

给曲线的移动，成本上升，导致供给的减少，曲线左移。

23、【答案】B。解析：边际效用为零，总效用最大。

24、【答案】C。解析：科斯定理：只要财产是明确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



无论在开始时财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

优。

25、【答案】B。解析：住房统计在国民收入中的投资里面。

26、【答案】D。解析：GDP 指的是一定时期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出来的最终产品的市场价

值，它强调生产，强调最终产品的概念；房屋支出属于投资。

27、【答案】A。解析：在不完全竞争市场上垄断垄断企业和寡头企业利用市场势力谋取过

高利润所导致的通货膨胀是利润推动型通胀，是从供给方面即成本方面推动的通货膨胀。

28、【答案】D。解析：一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有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持续均衡增长

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

29、【答案】A。解析：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包括提高再贴现率，提高法定准备金率，卖出政

府债券。

30、【答案】A。解析：当总产量开始递减时，边际产量呈现递减趋势且边际产量小于零。

31、【答案】A。解析：GDP 是用货币测度的。

32、【答案】B。解析：国内生产净值=国内生产总值-折旧。

33、【答案】D。解析：实质重于形式，是指会计核算中遵循的经济实质重于法律形式的质

量要求，融资租赁虽没有取得该项资产的所有权，但已经拥有了实质控制权，根据实质重于

形式的原则应将该项资产作为自有资产核算，故 D 项正确。

34、【答案】D。解析：选项 A，不符合过去发生的交易或事项，不正确；选项 B，不会

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不正确；选项 C，融资租出，承租人拥有该固定资产的实际控制权，

出租人不确认为企业的资产，不正确；选项 D，属于企业的资产，满足资产的确认条件。

35、【答案】D。解析：根据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100-20=80 万元。

36、【答案】D。解析：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

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

37、【答案】C。解析：财务状况等式亦称基本会计等式和静态会计等式，是用以反映企业

某一特定时点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三者之间平衡关系的会计等式。财务状况等式是复式

记账法的理论基础，也是编制资产负债表的依据。

38、【答案】D。解析：总分类科目，是对“会计要素”具体内容进行总括分类、提供总括信

息的会计科目。

39、【答案】A。解析：7 月 31 日应计提的利息＝60×6%×1/12＝0.3（万元）。



40、【答案】B。解析：月折旧额为 100 000×（1-5%）/500 000×4 000=760 元。

41、【答案】B。解析：折旧率=尚可使用的年限/预计使用的年数总和*100% 折旧额=（原

值-净残值）*折旧率，本题的第一年折旧率=5/（1+2+3+4+5）*100%=33.33%。

42、【答案】C。解析：甲公司购入该批原材料的成本=40+5+1+1.5=47.5（万元），选项 C 正

确。

43、【答案】D。解析：采用先进先出法核算发出存货，先购入的存货成本应在后购入存货

成本之前转出，据此确定发出存货和期末存货的成本。12 月发出 W 材料的成本＝50×1 000
＋50×1 050＝102500（元）

44、【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收入。让渡资产使用费收入属于其他业务收入，包括利息

收入和使用费收入，利息收入金额按照他人使用本企业货币资金的时间和实际利率计算确定，

使用费收入金额应按照有关合同或协议约定的收费时间和方法计算确定，故 B 项错误，AD
项正确。让渡资产使用费收入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才能予以确认：1.相关的经济利益很可能流

入企业；2.收入的金额能够可靠地计量。故 C 项正确。所以答案选 B。

4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期末账务处理。在利润分配过程中，提取盈余公积、分配

股利时利润分配减少登记在借方，盈余公积增多登记在贷方，都是借记利润分配（提取法定

盈余公积、提取任意盈余公积或者应付现金股利或利润），贷记“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

积、任意盈余公积”或者“应付股利”，故 B 项错误，A 项正确；用盈余公积弥补亏损时

利润分配增多登记在贷方，盈余公积减少登记在借方，借记“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或

任意盈余公积”，贷记利润分配（盈余公积补亏），故 C 项正确；分配给股东的盈利转增资

本时，利润分配减少登记在借方，股本（实收资本）增加登记在贷方，借记利润分配（转做

股本的股利），贷记“股本”，故 D 项正确。所以答案选 B。

46、【答案】B。解析：“货币资金”项目的金额根据“库存现金”“银行存款”“其他货币资

金”总账科目的余额之和填列，即 100＋200＋15＝315（万元）。银行承兑汇票和商品承兑

汇票通过“应收票据”核算，不属于货币资金的范畴。

47、【答案】AC。解析：资产负债表的结构是账户式，且反映企业在特定时点的财务状况。

48、【答案】A。解析：P=F（1+i） n =200 000*0.8626=172520（元）。

49、【答案】A。解析：GDP 平减指数是名义 GDP 比上实际 GDP，即 2800/1600=1.75。

50、【答案】B。解析：存款准备金=库存现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法定准备金=
法定准备金率×存款总额，超额准备金=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金。根据题意，可以计算得出

法定准备金额=存款总额×法定存款准备金率=4000×6%=240（万元），存款准备金=库存现

金+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90+380=470（万元），则超额准备金=存款准备金-法定准备

金=470-240=230（万元）。

51、【答案】D。解析：RAM 和 ROM 都是内存储器，ROM 是长期保存的。



52、【答案】B。解析：防火墙只能阻止，相当于屏障隔离，而不能查杀。

53、【答案】BD。解析：良性病毒只是不会带来直接伤害，可以带来间接伤害如侵占内存

和扩散等。

54、【答案】C。云安全是我国企业创造的概念，它融合了并行处理，网络计算，未知病毒

行为判断等新兴技术和概念，通过对网络中软件行为的异常监测，获取互联网中木马、恶意

程序的最新信息。据此 ABD 正确，所以本题选 C。

科目四 公基

1、【答案】B。解析：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全

会充分肯定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强调，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系列活动极大振奋和凝聚了党心军心民心，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活动增强

了将改革进行到底的信心。故本题答案选 B。

2、【答案】A。解析：2019 年 10 月 28 日至 31 日，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召开。会

议确立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目

标是：（1）到我们党成立 100 年时，在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取得明显成效；（2）
到 2035 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3）到新中

国成立 100 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

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故本题答案选 A。

3、【答案】A。解析：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议

指出，2019 年的成绩来之不易，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保持战略定

力，坚持稳中求进，深化改革开放，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故本题答案为 A。

4、【答案】ABD。解析：2019 年 12 月 10 日至 12 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京举行。会

议部署了 2020 年六项重点工作：（1）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2）坚决打好三大攻坚战。

（3）确保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有效保障和改善。（4）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5）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6）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故本题答案为

ABD。

5、【答案】A。解析：2019 年 11 月 5 日，以“新时代，共享未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

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合作 命运与共》的主旨

演讲。故本题答案选 A。

6、【答案】ABCD。解析：2019 年 12 月 20 日，习近平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大会

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五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有四点经验：

（1）始终坚定“一国两制”制度自信。（2）始终准确把握“一国两制”正确方向。（3）始



终强化“一国两制”使命担当。（4）始终筑牢“一国两制”社会政治基础。故本题答案为

ABCD。

7、【答案】B。解析：2019 年 12 月 3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 2020 年新年贺词。

他指出，2019 年全国将有 340 个左右贫困县摘帽、1000 多万人实现脱贫。故本题答案为

B。

8、【答案】A。解析：2020 年 1 月 17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初步核算，2019 年我

国国内生产总值 990865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 6.1%，符合 6%至 6.5%的预

期目标。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4%，二季度增长 6.2%，三季度增长 6.0%，四季度

增长 6.0%。故本题答案为 A。

9、【答案】A。解析：2020 年 2 月，湖北省人社厅、湖北省卫健委发布决定，给予武汉

市金银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张定宇同志，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内科主任、疫情上

报“第一人”张继先同志记大功奖励。故本题答案为 A。

10、答案】A。解析：加酶洗衣粉属于酶工程，克隆羊属于细胞工程，酒精发酵属于发酵工

程，杂交水稻属于基因工程。

11、【答案】C。解析：物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顾名思义，物联网就是物

物相连的互联网，在互联网基础上的延伸和扩展的网络，其用户端延伸和扩展到了任何物品

与物品之间，进行信息交换和通信。而不是“实现人与物品之间的信息交换”。故本题答案

选 C。

12、【答案】ABC。解析：我国宪法和选举法规定，公民享有选举权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

条件：（1）必须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是中国公民；（2）到选举日那天已年满 18 周岁；

（3）享有政治权利。故本题答案选 ABC。

13、【答案】B。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第 17、18 条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

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李某年满 20 周岁，

已经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此他的债务应当由其个人承担，此题选 B。

科目五 英语

1、【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词性辨析。句意为“我们最新的手机与主要竞争对手的手机

相似，除了新手机有更多的功能和更可靠”。句中缺少谓语，故应填动词。A 选项为形容词

短语；B 选项为副词；C 选项有形容词和副词两种词性；D 选项为动词，意为“类似、与…
相似”。故本题答案为 D。

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名词词义辨析。句意为“在某些情况下，交易进一步地继续，

是基本问题达成高度一致的迹象”。A 选项意为“不同意见、争论”；B 选项意为“一致性”；



C 选项意为“玩笑”；D 选项意为“河流改道；分散注意力的事”。A、C、D 均不符合语意。

故本题答案为 B。

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副词词义辨析。句意为“有许多科学仍然无法解释，比如

宇宙开始前存在的东西，生命如何自然而然地出现在地球上，还有更多”。A 选项意为“自

然而然地”；B 选项意为“毋庸置疑地”；C 选项意为“照惯例”；D 选项意为“反复地”。B、
C、D 均不符合语意。故本题答案为 A。

4、【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形容词词义辨析。句意为“作为一个年轻人，他非常情绪化，

缺乏自信，在选定学习艺术之前，他曾辗转于各种各样的工作中”。A 选项意为“特殊的”B
选项意为“全部的”；C 选项意为“各种各样的”；D 选项意为“修改的”。 various jobs：各

种各样的工作，故本题答案为 C。

5、【答案】B。解析：考查代词。句意：作家 Ken Yabuki 基于他近来对冰岛的访问写了一篇

杂志文章。空后面的核心词汇 visit 在此为名词，故应该用形容词性物主代词 his 来限定。

him 为宾格代词，作宾语；himself 为反身代词，作宾语和同位语；he 作主语。

6、【答案】D。解析：考查代词。句意：把你桌子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办公室要整顿，但

是不要试图自己去移动家具。根据句意可知本句考查的反身代词，所以答案选 D。

7、【答案】B。解析：考察固定搭配。句意：我们发起了一项名为“Together Science Can”
的运动，它使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共同________那些我们关心的事情。Stand up
for“支持；坚持；拥护”，是固定搭配，其他几个选项均不能和 for 搭配。故本题选 B。

8、【答案】D。解析：考查介词辨析。句意：电子秤要远离热源，因为热源可能会损害敏

感电子部件。through 穿过；between 在两者之间；despite 尽管；near 附近。此处表示不

要将电子秤放在热源附近，故选 D。

9、【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固定搭配。句意为“经理说他相信我们会赢得合同，但我知

道我们没什么希望”。stand a chance 为固定搭配，意为“有希望、有可能”。故本题答案为 C。

10、【答案】D。解析：考查连词。句意：________所得税和资本税的增长效应是不明确的，

但是关于消费税的教育很可能会促进经济的发展。For 作连词时表示原因；when 意为“在…

时候”；if 意为“如果”；while 意为“尽管”。根据句意可至，前后半句之间是让步关系。

故本题选 D。

11、【答案】A。解析：考查连词。句意：综艺表演和喜剧表演的门票现在都以团体特价出

售。both...and...两者都，故选 A。

1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为“因为比尔和莉莉是外国人，所以

他们被拒绝参观军事展览”。选项 A 意为“否定，否认”选项 B 意为“拒绝(常用含义)”，
符合题意；选项 C 意为“委婉地拒绝”；选项 D 意为“剥夺”。故此题答案为 B。



13、【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为“戴安娜的魅力与美国总统的皇亲

关系相结合，使白宫发生了几乎不可思议的事情”。A 选项 equip with 意为装备”；B 选项

couple with 意为“与…相结合”；C 选项常与 to 搭配，不与 with 搭配，故排除 C；D 选

项 supply with 意为“提供”。A、D 均不符合语意。故本题答案为 B。

14、【答案】D。解析：考查时态。句意：在蓬勃发展的里约热内卢，远在食物浪费成为人

们关注的焦点之前，一家豪华酒店在十多年前的时间里把垃圾________了珍宝。根据后半句

谓语 was 可知，食物浪费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在过去，在过去的过去要用过去完成时。

故本题选 D。

15、【答案】D。解析：考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句意：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计划生

育是控制人口增长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因为后半句中不缺少成分，且都好前后无连词，所以

前半句是一个从句。因为后半句中不缺少主语、宾语、标语、同位语成分，所以前半句不可

能是名词性从句，排除 B 项（what 引导名词性从句）；that, which , as 都可以引导定语从

句。that 不可以引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且引导定语从句时不能放在句首；which 可以引

导非限制性定语从句，只能放在主句后面，且无“正如”之意；as 可以引导非限定性定语

从句，有“正如，像”之意，可以放在主句前，也可以放在主句后。该题中，As we have noticed
为 as 引导的非限定性定语从句，修饰后面的主句，意为“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综

上所述，本题选 D。

16、【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虚拟语气，句意为“如果你的申请在截止日期之前已经递

交，你本将会拿到入职通知”。与过去事实相反的虚拟条件句中，主语用 would have done，
从句用过去完成时。故本题答案为 B。

阅读理解

Passage1

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题干问“根据本文，以下关于抚养孩子的选项哪个

是正确的”，定位至原文第一段 It's no secret that raising kids today isnothing like it was a
decade or two ago.句意为“众所周知，今天抚养孩子并不像十年前或者是二十年前了”。此句

与选项 C“今天抚养孩子的方式与过去不一样了”意思相符。故本题答案为 C。

2.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题干“为什么格雷戈里坚持放学后去学口校

接孩子”，定位至原文第四段“I was paranoid about possible abduction.”可知多“我害怕发生类

似于绑架这样的事”，与选项 B 意思相符。选项 A 意为“因为他们家离学校很远”；选项 C 意

为“因为那时她的孩子很小”；选项 D 意为“因为她不想让她的孩子闲逛”。故本题答案为 B。

3. 【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题干“以下针对儿童的犯罪哪个表述正确”，
定位至原文最后一段“It’s a common fear, although statistics show that crimesagainst children
have generally decreased in recent decades.”可知“尽管统计数据显示，近几十年来针对儿童的

犯罪普遍减少，但是有这种恐惧也是人之常情”，与选项 A 意思相符。选项 B 是易混淆的

选项，意思为“最近几年一直在减少”，与题意“大体减少”不符。故本题答案为 A。



Passage2

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A 选项定位至第一段最后一句“ British families
generally buy a newspaper every morning and two or three on Sunday.”句意为“英国家庭通常每

天早上买一份报纸，周日买两到三份”。可知，文中并未强调所有英国家庭每天早上都买报

纸，故排除 A。B 选项定位至第二段最后一句“many of them are very profitable”，句意为“他
们中的一些是非常赚钱的”。可知，B 选项扩大了范围，忽略了 many of them，故排除 B。
C 选项定位至第二段第一句“ Besides the nationalpapers, there is, however, another branch of
the British press which sells about as many copies”，句意为“然而，除了国家报纸之外，还有另

一个英国报刊的分支卖了很多稿件”。由后文可知，另一个分支是地方报纸，故 C 选项符合

题意。D 选项由文中第一段可知国家报纸每天发行量 400 万，由第二段可知地方报纸每周

发行量 1300 万，故排除 D 选项。故本题答案为 C。

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语义猜测。定位至第二段最后一句“ Nearly all of them hold their
own financially and many of them are very profitable..”由于第二段开头写的是 Besides the
national papers 可知其实本段主要讲述的是地方报纸。所以 them 指代的是 B 项。故本题

答案为 B。

3、【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由最后一段可知，任何报纸的成功都取决于广告，

所以编辑们通常会与当地的商人保持良好关系，而报纸如果写得好，商人们也很感激有机会

可以让他们的商品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故当地报纸与商人回之间应是互相受益的关系。故

本题答案为 B。

4、【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选项 A 意为“记叙文”，选项 B 意为“议论文”，
选项 C 意为“说明文”，选项 D 意为“散文”。文章第一段提出英国的报纸发行量大，第二段

论述了地方报纸的发行情况，第三段论述了报纸的内容，最后一段论述了商人和当地报纸之

间的关系，故本文属于说明文。故本题答案为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