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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中 国 银 行 校 园 招 聘 考 试 模 拟 卷

第一部分 综合知识

根据题目要求，选择恰当选项。

1． 关于金融市场功能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A.融通货币资金是金融市场最主要、最基本的功能

B.金融市场参与者通过组合投资可以分散非系统风险

C.金融市场借助货币资金的流动和配置可以影响经济结构和布局

D.金融市场承担着商品价格等重要价格信号的决定功能

【答案】D。解析：金融市场具有决定和发现利率、汇率、证券价格等金融资产价

格的功能，为金融资产交易提供价格依据，并通过调节价格引导资源配置。金融市场

不能决定商品价格。

2． 在当代不兑现信用货币制度下，拥有信用创造货币功能的是（ ）。

A.政策性银行 B.商业银行

C.中央银行 D.财政部门

【答案】B。解析：现在人民币就是不兑现的信用货币制度，但是只有商业银行具

有信用创造的功能，这也是商业银行独有的功能，所以选 B。

3． 企业事业单位可以自主选择商业银行的营业场所开立（ ）办理日常转账结算

和现金收付的基本账户。

A.1个 B.2个 C.3个 D.无限制

【答案】A。解析：单位存款账户基本存款账户一个客户只能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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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央银行持有具有较高流动性的资产旨在（ ）。

A.灵活调节货币供求

B.确保经济金融运行相对稳定

C.保障金融安全

D.灵活调节货币供求，确保经济金融运行相对稳定

【答案】D。解析：中央银行能够制定货币政策，调节货币供求，稳定经济。

5． 弗里德曼认为，在货币需求函数的诸多自变量中，最重要的自变量是（ ）。

A.债券利率 B.存款利率

C.市场利率 D.恒常收入

【答案】D。解析：尽管弗里德曼在他的货币需求函数中列举的因素相当多，但他

十分强调恒常收入的主导作用，而且认为货币需求函数具有相对稳定性，所以选 D。

6． 根据《商业银行法》的规定，下列不属于商业银行核心资本的是（ ）。

A.盈余公积 B.资本公积

C.少数股权 D.优先股

.【答案】D。解析：商业银行的核心资本包括实收资本、资本公积、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以及少数股权。

7． 在下列经济因素中，会使商业银行持有较高超额准备金的是（ ）。

A.债券市场利率上升 B.央行贷款条件趋严

C.同业拆借利率稳定 D.经济处于上行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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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债券市场利率上升意味着债券价格高涨，因此银行会购买大量

的债券，超额准备金减少；同业拆借利率稳定，对超额准备金没有影响；当经济处于

上行周期时，商业银行贷款增加，超额准备金减少；央行贷款条件趋严，商业银行从

央行的借款减少，因此需要持有更多的超额准备金。

8． 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定要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

在债项评级中属于（ ）。

A.风险 B.损失 C.可疑 D.次级

【答案】C。解析：商业银行将贷款划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

后三类合称为不良贷款。正常类贷款是指借款人能够履行合同，没有足够理由怀疑贷

款本息不能按时足额偿还。关注类贷款是指尽管借款人目前有能力偿还贷款本息，但

存在一些可能对偿还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次级类贷款是指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明

显问题，完全依靠其正常营业收入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可能会

造成一定损失。可疑类贷款是指借款人无法足额偿还贷款本息，即使执行担保，也肯

定要造成较大损失。损失类贷款是指在采取所有可能的措施或一切必要的法律程序之

后，本息仍然无法收回，或只能收回极少部分。

9． 以下商业银行业务属于中间业务的是（ ）。

A.基金托管业务 B.票据贴现放款

C.金融租赁 D.同业存款

【答案】A。解析：基金托管业务是指有托管资格的商业银行接受基金管理公司委

托，安全保管所托管的基金的全部资产，为所托管的基金办理基金资金清算款项划拨、

会计核算、基金估值、监督管理人投资运作，属于商业银行的中间业务。金融租赁是

由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请求，按双方的事先合同约定，向承租人指定的出卖人，购买

承租人指定的固定资产，在出租人拥有该固定资产所有权的前提下，以承租人支付所

有租金为条件，将一个时期的该固定资产的占有、使用和收益权让渡给承租人。这种

租赁具有融物和融资的双重功能。金融租赁业务属于表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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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保持资产的流动性是商业银行资产管理的基本原则之一。下列各资产项目中，流

动性最强的是（ ）。

A.准备金存款 B.短期贷款

C.短期证券 D.银行房产

【答案】A。解析：商业银行资产流动性的强弱主要是指其资产变现能力的强弱，

包括变现的速度和变现过程中不受损失的程度。上述资产中变现能力最强的是准备金

存款。

11． 证券回购是以证券为质押品而进行的短期资金融通，借款的利息等于（ ）之

差。

A.购回价格与买入价格 B.购回价格与卖出价格

C.证券面值与买入价格 D.证券面值与卖出价格

【答案】B。解析：证券回购进行的资金融通一般是先把有价证券卖掉，过一段时

间再买回，所以为了融通资金需要支付的利息是现在购回需要的资金和当时卖掉得到

的资金之间的差额，所以选 B。

12． 货币市场的特点是（ ）。

A.年限短，流动性大 B.年限短，流动性小

C.年限长，流动性大 D.年限长，流动性小

【答案】A。解析：货币市场是短期资金市场，期限短、流动性大。

13．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二十八条规定，我国证券公司承销证券采用

（ ）方式。

A.余额包销或者代销 B.余额包销或者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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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包销或者余额包销 D.包销或者代销

【答案】D。解析：我国证券公司承销证券的方式有两种，包销和代销，包销又包

括余额包销和全额包销两种，所以选 D。

14． 在我国股票市场上发行交易的 A股股票的计价货币是（ ）。

A.人民币 B.港币 C.美元 D.欧元

【答案】A。解析：A股股票又称为人民币普通股，是指已在或获准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流通的，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的股票。所以选 A。

15． 如果某投资者拥有一份期权合约，使其有权在某一确定时间内以确定的价格购买

相关的资产，则该投资者是（ ）。

A.看跌期权的卖方 B.看涨期权的卖方

C.看跌期权的买方 D.看涨期权的买方

【答案】D。解析：这道题要把握住两个关键：一是拥有期权合约，说明投资者是

期权的买方，二是购买相关资产，说明投资者买入的是看涨期权。所以选 D。

16． 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一国的物价水平与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相比相对上

涨，则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 ）。

A.升值 B.贬值 C.升水 D.贴水

【答案】B。解析：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如果一国的物价水平与其他国家的物价

水平相比相对上涨，即该国相对通货膨胀，则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贬值；反之，

如果一国的物价水平与其他国家的物价水平相比相对下跌，即该国相对通货紧缩，则

该国货币对其他国家货币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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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纸币本位制度下，汇率决定的基础是（ ）。

A.货币所代表的价值量 B.货币具有的相对购买力

C.货币的利率 D.货币之间的供求关系

【答案】B。解析：纸币本位制下，决定汇率的基础是两国货币的相对购买力。

18． 国际收支是指一国居民在一定时期内与非本国居民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

其他往来中所产生的全部交易的记录。在这里，“居民”是指（ ）。

A.在国内居住一年以上的、拥有本国国籍的自然人

B.在国内居住一年以上的自然人和法人

C.拥有本国国籍的自然人

D.正在国内居住的自然人和法人

【答案】B。解析：居民是指居住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土内具有同一经济利益中心

的机构单位（包括个人）。也就是说，居民与非居民是按照经济领土和经济利益中心

来划分的，一国将在该国经济领土内的，且在该国具有经济利益中心的机构单位和个

人确定为居民，其他均为非居民。

19. 所谓自然失业率是（ ）。

A.总为零

B.不存在摩擦性失业时的失业率

C.不存在结构性失业时的失业率

D.存在摩擦性失业时的失业率

【答案】D。解析：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是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避免的，统称

为自然失业，自然失业率为经济社会正常情况下的失业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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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政策影响国民经济的运行，成为国家宏观经济政

策的支柱。下列选项中，属于国家运用财政政策的是（ ）。

①降低银行利率，减轻企业负担

②积极拓展信贷消费，实行消费补贴

③恢复开征利息税，调节个人所得

④国家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入，拉动经济增长

A. 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②④

B.

【答案】C。解析：①②属于货币政策，③④属于财政政策。

21. 当出租车租金上涨后，对公共汽车服务的（ ）。

A.需求下降 B.需求增加

C.需求量下降 D.需求量增加

【答案】B。解析：出租车服务与公共汽车服务可以看作是替代品，所以当出租车

租金上涨后，公共汽车服务需求增加。

22. 某些人在收入较低时购买黑白电视机，在收入提高时，则去购买彩色电视机，

会出现这样的原因在于黑白电视机相比彩色电视机，对这些人来说（ ）。

A.画面不清晰 B.效用低

C.价格过低 D.不能彰显身份

【答案】B。解析：相比较彩色电视机，黑白电视机的效用低，即满足度小。

23. 下列各项不符合收入定义的是（ ）。

A.销售商品的收入 B.提供劳务的收入

C.让渡资产使用权的收入 D.处置固定资产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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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解析：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收入。处置固定资产，不属

于企业的日常活动，处置的收益应该计入营业外收入。

24. 某企业月初资产总额为 600万元，负债总额为 300万元，本月发生如下经济业务：

购买原材料一批，用银行存款支付 30 万元价款；（2）从银行借入期限期限 3

年的借款，共计 20万元。月末该该企业的所有者权益总额应为（ ）万元。

A.350 B.320

C.330 D.300

【答案】D。解析：第一笔经济业务借贷方科目均为资产类科目，资产总额不变；

第二笔业务借方均为资产类科目，资产总额不变；第二笔业务借方是银行存款，资产

类科目，贷方是长期借款，负债类科目，即资产负债分别增加 20万元。所以总的结果

月末资产总额=600+20=620 万元，负债总额=300+20=320 万元。再根据会计等式：资

产=负债+所有者权 益，所以月末所有者权益=620—320=300万元。

25. 2019年 4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主旨演讲中提到，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 ），它的基石是（ ），

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

A.互联互通 基础设施

B.合作信任 资金融通

C.共赢发展 人员流通

D.创新科技 公平竞争

【答案】A。解析：2019年 4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出席第二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齐心开创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未来》

的主旨演讲。演讲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关键是互联互通。我们应该构建全球互

联互通伙伴关系，实现共同发展繁荣。我相信，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守望相助，即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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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万水千山，也一定能够走出一条互利共赢的康庄大道。基础设施是互联互通的基

石，也是许多国家发展面临的瓶颈。故答案选 A。

26.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中国革命

精神的源泉，也是（ ）的深刻内涵。

A.井冈山精神

B.延安精神

C.红船精神

D.抗战精神

【答案】C。解析：《弘扬“红船精神” 走在时代前列》系统阐述“红船精神”，

认为“红船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习近平将“红船精神”的内涵高度提炼为：

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

为民的奉献精神。C项当选。A项，江泽民把井冈山精神概括为“坚定信念、艰苦奋

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24个字。B项，延安精神主要内容

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

奋斗的精神。本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D项，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抗战精神的深刻内涵：在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形成了伟大的抗战精神，中国人民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

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故答案选 C。

27. 2019年 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

A. 70周年

B. 80周年

C. 90周年

D. 6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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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 1949年 10月 1日，至今成立 70周年，

2019年 10月 1日上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故答案选 A。

28. 2019年 10月 3日凌晨，2019多哈田径世锦赛男子 110米栏半决赛举行，中国选

手（ ）跑出 13秒 22，以小组第 3，总成绩第 6顺利晋级决赛。这也是中国选

手继 2011年大邱世锦赛的刘翔后，8 年来再度有中国选手闯入世锦赛男子 110

米栏决赛。

A. 苏炳天

B. 刘翔

C. 谢振业

D. 谢文骏

【答案】D。解析：2019年 10月 3日凌晨，2019多哈田径世锦赛男子 110米栏半

决赛举行，中国选手谢文骏跑出 13秒 22，以小组第 3，总成绩第 6顺利晋级决赛。这

也是中国选手继 2011年大邱世锦赛的刘翔后，8年来再度有中国选手闯入世锦赛男子

110米栏决赛。故答案选 D。

29. 2019年 10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委员长、国

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建交（ ）互致贺电。

A. 70周年

B. 80周年

C. 60周年

D. 65周年

【答案】A。解析：2019年 10月 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朝鲜

劳动党委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建交 70周年互致贺电。中朝两国 1949
年 10月 6日建交，朝鲜是同新中国最早建交的国家之一。故答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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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2019年 10月 11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军运村在（ ）举行开村暨中国代

表团入村欢迎仪式。

A. 山东济南

B. 湖北武汉

C. 首都北京

D. 江苏南京

【答案】B。解析：2019年 10月 11 日，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军运村在湖北武

汉举行开村暨中国代表团入村欢迎仪式，来自 100多个国家的近万名运动员将陆续入

住。军运村今年 4月竣工并投入运营，是世界军运会历史上首个集中新建的运动员村。

本届世界军运会的主题是“共享友谊、同筑和平”，于 10月 18日至 27日在武汉举行，

是武汉历史上承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世界性综合性体育赛事。故答案选 B。

31. 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国家副部级单位，

是香港、澳门的发钞行，于（ ）年 2月 5日成立。

A. 1945

B. 1912

C. 1955

D. 1900

【答案】B。解析：中国银行（BANK OF CHINA）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

国家副部级单位，是香港、澳门的发钞行，于 1912年 2月 5日成立。故答案选 B。

32. 中国银行的核心价值观是（ ）。

A. 担当 诚信 专业 创新 稳健 绩效

B. 担当 诚实 专业 创新 稳健 绩效

C. 担当 诚实 专业 创新 稳健 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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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担当 诚信 专业 创新 稳健 效益

【答案】A。解析：中国银行的核心价值观：担当 诚信 专业 创新 稳健 绩效。

故答案选 A。

33. “逆水行舟，一篙不可放缓；滴水穿石，一滴不可弃滞。”这句话蕴含的哲理是

（ ）。

A.只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任何规律都能改变

B.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就能改变事物变化的趋势

C.没有渐进的量的积累，任何质变都不可能发生

D.事物量变引起的任何质变都是前进上升的运动

【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量变与质变。“一篙不可放缓”、“一滴不可弃滞”

强调了量变是质变的前提和基础,量变达到一定程度才会发生质变，没有量的积累就无

法实现质变。故 C项符合，当选。A、B项说法错误，规律是客观的，它的存在和发

生作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创造、改变和消灭规律。D项，质变是事物显

著的、根本性质的变化，这种变化有上升和后退两种方向，并不是任何质变都是前进

上升的运动。故 D项说法有误。故答案选 C。

34. 不同时代，诗歌也在悄然地发生着改变，但它的基本特征是不变的，即凝练性、

跳跃性，节奏韵律性，材料藴含的哲学道理是（ ）。

A.运动是绝对的和有条件的

B.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是统一的

C.运动只是物质的存在方式

D.运动是物质的唯一特性和方式

【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唯物论。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运动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世界是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运动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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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根本属性和存在方式。物质的唯一特性是客观实在性，ACD均说法错误。故答案

选 B。

35. 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标志是（ ）。

A.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B.多元化的所有制结构

C.生产资料公有制

D.社会化大生产

【答案】C。解析：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区别不同经济制度的根本标志，社会主义是

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由国家按照统一

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资本主义社会是以资本家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和剥削雇佣劳动为

基础的私有制，受竞争和生产无政府状态支配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区别于其他社会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和主要标志。选项 A、B、D
均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制度的根本标志，故不符合题意。故

答案选 C。

36. 实事求是的“是”指的是（ ）。

A.客观事物

B.从实际出发

C.主观需要

D.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性

【答案】D。解析：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第一次对“实事求是”这

一古词赋予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

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故答案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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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这一制度的主要特点是（ ）。

A.中国共产党立法，各民主党派执法

B.中国共产党组织，各民主党派执行

C.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

D.中国共产党监督，各民主党派执政

【答案】C。解析：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

党派是参政党，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是亲密战友。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其执政

的实质是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掌握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各民主党派是参政

党，具有法律规定的参政权。故答案选 C。

38. 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

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他认为，讲社会主义，

首先要（ ）。

A. 使生产力发展

B. 使人民富裕

C. 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D. 使国家富强

【答案】A。解析：1980年 5月 5 日，邓小平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在向客人介

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时，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

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

我们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我们现在进行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各个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实行社会主义的

政策。”“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

只有这样，才能表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故答案选 A。

39. 人体汗腺分布最多的部位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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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腋窝

B.腹股沟

C.阴部

D.手掌和脚部

【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生物医学知识。汗腺是皮肤中简单的单管腺。分布于

全身，以掌、跖部为最多。汗腺分泌汗液，其中水分在皮肤表面的蒸发能散发体热。

出汗是哺乳动物调节体温的重要方式。汗液的成分与尿液相似，人类皮肤有 200多万

个汗腺，可看作是特种形式的肾脏。在排泄废物和保持水、盐平衡上，其功能与肾脏

的功能可互相补偿。故答案选 D。

40. “学生含冤，属地三年不雨；同胞受辱，可兆六月风雪” 。这副对联反映的历

史事件是（ ）。

A.太平天国起义

B.戊戌变法

C.甲午海战

D.五四运动

40.【答案】D。解析：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将德国在山东青岛的权益转给日

本，为了抗议这一行为，北京学生开始游行示威，北洋政府将游行学生逮捕，引起全

社会的强烈不满。故答案选 D。

41.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 ）。

A.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B.不负人民重托、无愧历史选择

C.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D.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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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答案】C。解析：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

进的根本动力。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

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故答案选 C。

4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

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树立（ ）。

A.道路自信

B.理论自信

C.制度自信

D.文化自信

42.【答案】D。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有本事做好中国的事情，还没

有本事讲好中国的故事？我们应该有这个信心！”讲好中国故事，必须树立强烈的文

化自信。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从中华民族

的辉煌历史和国家发展的伟大成就中汲取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增强讲好中国故

事的底色和底气。故答案选 D。

43. 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在治国理政

中的重要体现。据此，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众星捧月”中的“月”是（ ）。

A.中国人民

B.人民军队

C.中国共产党

D.人大代表

43.【答案】C。解析：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是我

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性的一个突出特点。习近平同志形象地说，这就像“众星捧

月”，这个“月”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中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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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

导一切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必须自觉坚持党的领导。故答案选 C。

44. 2018年 3月 1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宪法修正案内容的是（ ）。

A.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宪法

B.将“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权”写进宪法

C.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写进宪法

D.将“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写进宪法

44.【答案】B。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2018）》第三十二条，

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宪法，故 A正确。《宪法修正案（2018）》

第四十一条指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故 B错误。《宪法

修正案（2018）》第三十六条指出，宪法第一条第二款“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根本制度。”后增写一句，内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

本质的特征。”故 C正确。《宪法修正案（2018）》第四十条指出，宪法第二十七条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就职时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公开进行宪法宣誓。

故 D正确。故答案选 B。

45. 下列选项，能够成立民事法律关系的是（ ）。

A.甲与乙确定恋爱关系

B.甲对乙说：如果你考上公务员，我就嫁给你

C.交警对张三违章停车进行处罚

D.甲不知乙不胜酒力而极力劝解，致乙酒精中毒住院治疗

45.【答案】D。解析：民事法律关系，指根据民事法律规范确立的以民事权利义务为

内容的社会关系，是由民事法律规范调整而形成的社会关系。A、B两项属于爱情

领域，不受民事法律规范所调整，故排除。民事法律关系双方是平等的民事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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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属于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双方地位不平等，故排除。D项，因甲的劝酒而导

致乙酒精中毒住院治疗所产生的侵权损害赔偿关系受民法所调整。故答案选 D。

46. 甲被乙家的狗咬伤，要求乙赔偿医药费，乙认为甲被狗咬与自己无关拒绝赔偿。

下列哪一选项是正确的（ ）。

A. 甲乙之间的赔偿关系属于民法所调整的人身关系

B. 甲请求乙赔偿的权利属于绝对权

C. 甲请求乙赔偿的权利适用诉讼时效

D. 甲请求乙赔偿的权利属于形成权

46.【答案】C。解析：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

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财产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以自愿为基础的具体的

经济关系，而人身关系是与人身不可分离、以人身利益为内容、不直接体现财产利益

的社会关系。本题中，甲被乙家的狗咬伤，要求乙赔偿医药费，甲乙之间形成了侵权

损害赔偿的法律关系，属于债权的一种，故甲、乙之间形成了财产流转关系，而非人

身关系。据此，选项 A错误。绝对权是权利人无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的行为即可实

现，并可以对抗不特定人的权利，人身权、物权、知识产权、继承权等都属于绝对权；

而相对权是必须通过义务人实施一定的行为才能实现，只能对抗特定人的权利，债权

属于相对权。选项 B中甲请求乙赔偿的权利，必须通过乙的行为才能实现，而且该权

利只能对抗乙，是一种债权，因此应当属于相对权，而不是绝对权，故选项 B错误。

CD项，传统民法理论认为，请求权是权利人要求他人为特定行为的权利，它要受到诉

讼时效的限制，权利人超过诉讼时效期间行使权利的将丧失胜诉权；而形成权是权利

人依自己单方的意思表示，使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或者消灭的权利，形成权要受到

除斥期间的限制，权利人超过除斥期间行使权利的将使实体权利发生灭失。本题中，

甲请求乙赔偿的权利属于请求权，而不是形成权，应受到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选项

C正确，D项错误。故答案选 C。

47. 下列选项中，当事人不能提起行政诉讼的是（ ）。

A.甲对征收补偿决定不服的

B.乙认为行政机关滥用权力限制竞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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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丙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的

D.丁对信访工作部门不受理其信访事项不服的

47.【答案】D。解析：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

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起的下列诉讼：(一)对行政拘留、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和执照、责

令停产停业、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罚款、警告等行政处罚不服的；(二)对限

制人身自由或者对财产的查封、扣押、冻结等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不服的；(三)
申请行政许可，行政机关拒绝或者在法定期限内不予答复，或者对行政机关作出的有

关行政许可的其他决定不服的；(四)对行政机关作出的关于确认土地、矿藏、水流、森

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海域等自然资源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的决定不服的；(五)
对征收、征用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服的；(六)申请行政机关履行保护人身权、财产权等

合法权益的法定职责，行政机关拒绝履行或者不予答复的；(七)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经

营自主权或者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村土地经营权的；(八)认为行政机关滥用行政权

力排除或者限制竞争的；(九)认为行政机关违法集资、摊派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行其他

义务的；(十)认为行政机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会保险待遇

的；(十一)认为行政机关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法变更、解除政府特许经

营协议、土地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的；(十二)认为行政机关侵犯其他人身权、财产

权等合法权益的。”A 项符合第五条，B项符合第八条，C项符合第十条。D项，国

家出台《信访条例》规定其中有 8 种情况信访部门可以不予受理，属于合法办事，所

以 D项说法太过笼统。故答案选 D。

48. 甲想盗窃，乙说：“盗窃多累啊，抢劫最快！”甲便实施了抢劫行为。乙构成（ ）。

A.抢劫罪的教唆犯

B.抢劫罪的帮助犯

C.盗窃罪的教唆犯

D.盗窃罪的帮助犯

48.【答案】A。解析：教唆犯，是指以劝说、利诱、授意、怂恿、收买、威胁等

方法，将自己的犯罪意图灌输给本来没有犯罪意图的人，致使其按教唆人的犯罪意图

实施犯罪。教唆人，即构成教唆犯。成立帮助犯，要求有帮助的行为与帮助的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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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题中甲实施了抢劫行为，乙成立抢劫罪的教唆犯。乙没有帮助的行为与故意，不

构成帮助犯。故答案选 A。

49. 下列选项中的甲不构成犯罪的是（ ）。

A.甲明知乙有配偶而与之异地登记结婚

B.甲从乙处购买总面额为 10万元的假币

C.甲倒车时将乙撞成轻伤并负事故全部责任

D.甲冒充警察骗取乙 500元谎称帮其买火车票

49.【答案】A。解析选项 A犯了重婚罪。选项 B，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一条

规定，是购买假币罪。选项 D冒充警察，进行招摇撞骗，根据我国《刑法》第二百七

十九条：“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

者剥夺政治权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

骗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C项，属于民法调整范围。故答案选 A。

50. 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 4个时代，它们是（ ）。

A.低档计算机、中档计算机、高档计算机、手提计算机

B.微型计算机、小型计算机、中型计算机、大型计算机

C.组装机、兼容机、品牌机、原装机

D.电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大规模及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计算机

50. 【答案】D。解析：1946年自第一台计算机问世以来，计算机的发展经历了电

子管计算机、晶体管计算机、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大规模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

计算机 4个时代。

51. 计算机按其性能可以分为 6大类，即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微型机、服务器

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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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工作站 B.超小型机 C.网络机 D.以上都不是

51.【答案】A。解析：人们可以按照不同的角度对计算机进行分类，按照计算机

的性能分类是最常用的方法，通常可以分为巨型机、大型机、小型机、微型机、工作

站和服务器。

52. 各种应用软件都必须在（ ）的支持下运行。

A.编程程序 B.计算机语言程序

C.字处理程序 D.操作系统

52.【答案】D。解析：各种应用软件都必须在操作系统的支持下运行。

53. “计算机辅助（ ）”的英文缩写为 CAM。

A.制造 B.设计 C.测试 D.教学

53. 【答案】A。解析：计算机辅助制造，即 ComputerAidedManufacturing，CAM。

54. 用计算机进行资料检索工作，是属于计算机应用中的（ ）。

A.科学计算 B.数据处理

C.实时控制 D.人工智能

54. 【答案】B。解析：用计算机进行资料检索工作，是属于计算机应用中的数据

处理。

55. 若一台计算机的字长为 4个字节，这意味着它（ ）。

A.能处理的数值最大为 4位十进制数 9999

B.能处理的字符串最多位 4个英文字母组成

C.在 CPU中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传送处理的代码为 3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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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在 CPU中运行的结果最大位 2的 32次方

55. 【答案】C。解析：若一台计算机的字长为 4 个字节，这意味着它在 CPU 中

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传送处理的代码为 32位。

56. 数据恢复软件包含逻辑恢复和物理恢复功能，一下属于逻辑层数据恢复的是

（ ）。

A.磁头移位 B.盘片坏道 C.电脑不是别 D.分区丢失

56. 【答案】D。解析：数据恢复软件包含逻辑层恢复和物理层恢复功能，逻辑层

恢复通常是指误删除、误克隆、误格式化、分区丢失、病毒感染等情况，物理层恢复

是指由于硬件物理损伤引起的丢失数据恢复，如：电机卡死、盘片物理坏道、硬盘电

脑不识别、磁头移位等。

57. MSWord2010打不开的文件是（ ）。

A.ABC.RTF B.ABC.XPS

C.ABC.WPS D.ABC.DOT

57.【 答 案 】 B。 解 析 ： Xpsviewer 是 阅 读 XPS 格 式 的 阅览 器 ， XPS、

XMLPaperSpecification，是一种微软推出的电子文件格式，使用者不需拥有制造该文

件的软件就可以浏览或打印该文件，为微软对抗 AdobePDF格式的利器。

58. 在某时间或日期发作的计算机病毒，其特性是（ ）。

A.繁殖性 B.传染性 C.可触发性 D.潜伏性

58. 【答案】C。解析:可触发性编制计算机病毒的人，一般都为病毒程序设定了

一些触发条件，例如，系统时钟的某个时间或日期、系统运行了某些程序等。一旦条

件满足，计算机病毒就会“发作”，使系统遭到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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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误码率是衡量一个通信系统传输可靠性的重要参数。对于一个实际的系统来说

（ ）。

A.误码率越低越好 B.误码率越高越好

C.根据实际要求确定误码率 D.误码率高低关系不大

59. 【答案】C。解析：理论上来讲，误码率是越低越好，但是信号的误码是无法

避免的，所以在实际中，误码率必须根据实际的情况来决定。

60. 为了避免 IP地址的浪费，需要对 IP地址中的主机号部分进行再次划分，再次划

分后的 IP地址的网络号部分和主机号部分则用什么来区分（ ）。

A.IP地址 B.网络号 C.子网掩码 D.IP协议

60. 【答案】C。解析：子网掩码的作用是用来标识网络位和主机位，其中主机位

用 0。

61． （多选题）在下面各种因素中，能够对利息率水平产生决定或影响作用的有

（ ）。

A.物价水平 B.借贷资本的供求

C.平均利润率水平 D.国际利率水平

E.最高利润水平

61.【答案】ABCD。解析：影响利率的因素包括：物价水平，借贷资本的供求，

平均利润率水平，国际利率水平，社会再生产状况，国家经济政策。

62． （多选题）下列有关人民币制度的叙述，正确的是（ ）。

A.人民币没有含金量的规定，它属于不兑现的信用货币

B.人民币的发行保证是国家拥有的商品物资，黄金外汇储备主要是作为国际收支

的准备金

C.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汇率，由国务院统一制定，每日公布，一切外汇买卖和国

际结算都据此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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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人民币的发行实行高度集中统一，中国人民银行是人民币唯一合法的发行机构

并集中管理货币发行基金

62.【答案】ABD。解析：人民币制度的内容包括：（1）人民币主币的单位为“元”，

辅币的单位为“角”和“分”；1元分为 10角，1角分为 10分。（2）人民币没有含

金量的规定，它属于不兑现的信用货币。人民币的发行保证是国家拥有的商品物资，

黄金外汇储备主要是作为国际收支的准备金。（3）人民币是我国唯一合法的货币，严

禁伪造、变造和破坏国家货币。（4）人民币的发行实行高度集中统一，中国人民银行

是人民币唯一合法的发行机构并集中管理货币发行基金。（5）人民币对外国货币的汇

率，由国家外汇管理局统一制定，每日公布，一切外汇买卖和国际结算都据此执行。

人民币汇率采用直接标价法。

63． （多选题）下列金融交易中属于直接金融交易的有（ ）。

A.发行股票 B.发行国债

C.贷款 D.存款

E.发行企业债券

63.【答案】ABE。解析：属于直接融资工具的是发行股票、发行债券以及商业票

据，所以选 ABE。

64． （多选题）在金融市场构成要素中，（ ）是最基本的构成要素，是形成金融

市场的基础。

A.金融市场主体 B.金融市场客体

C.金融市场中介 D.金融市场价格

E.金融监管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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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答案】AB。解析：金融市场的内容有很多，包括金融市场主体、金融市场客

体、金融市场中介、监管机构以及金融市场价格，但是金融市场主体和金融市场客体

是构成金融市场最基本的要素，是金融市场形成的基础，所以选 AB。

65． （多选题）与传统的定期存单相比，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特点是（ ）。

A.不记名并可转让流通

B.面额不固定且为大额

C.不可提前支取

D.利率一般高于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

E.利率是固定的

65.【答案】ACD。解析：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的特点是：额度大，面额固定；可

转让，流动性强，不记名；定期，利息高，不可以提前支取；利率既有固定的也有浮

动的，一般高于同期限的定期存款利率，所以选 ACD。

66． （多选题）在回购市场中，利率是不统一的，利率的决定取决于多种因素。这些

因素主要有（ ）。

A.用于回购的证券的质地 B.回购期限的长短

C.交割的条件 D.货币市场其他子市场的利率水平

66.【答案】ABCD。解析：在回购市场中，利率是不统一的，利率的确定取决于

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有：

（1）用于回购的证券的质地。证券的信用越高，流动性越强，回购利率就越低，

否则，利率就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2）回购期限的长短。一般来说，期限越长，不确定的因素越多，利率也就会高

一些。但这并不是一定的，实际上利率是可以随时调整的。

（3）交割的条件。如果采用实物交割的方式，回购利率就会较低，如果采用其他

交割方式，则利率就会相对高一些。

（4）货币市场其他子市场的利率水平。回购利率的高低不能脱离货币市场其他子

市场的利率水平而单独决定，否则该市场将失去其吸引力。

回购利率一般是参照同业拆借市场利率确定的。由于回购交易实际上是一种较高

信用的债券，通常是政府债券作抵押的贷款方式，风险相对较小，因而利率也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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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多选题）商业银行资产业务是商业银行运用资金的业务，包括（ ）。

A.电子银行业务 B.支付结算业务

C.证券投资业务 D.现金资产业务

67.【答案】CD。解析：商业银行的资产业务是指商业银行的资金运用业务，包括

现金资产、贷款、贴现和证券投资业务。

68． （多选题）下列各项金融业务中，属于中央银行对政府的业务的有（ ）。

A.货币发行 B.集中准备金

C.代理国库 D.最后贷款人

E.保管外汇和黄金储备

68.【答案】CE。解析：中央银行对政府的业务主要是发挥政府的银行的职能，A
是发行的银行的典型，B和 D是银行的银行，C和 E是政府的银行，政府的银行如下：

（1）代理国库；（2）代理国家债券发行；（3）对国家提供信贷支持；（4）保管外

汇和黄金储备；（5）制定并监督执行有关金融管理法规，所以选 CE。

69． （多选题）世界银行贷款的主要特点（ ）。

A.用途广 B.期限较长

C.利率低于市场利率 D.贷款数额受份额限制

E.期限较短

69.【答案】ABC。解析：世界银行贷款的特点有：①贷款期限较长。按借款国人

均国民生产总值，将借款国分为 4 组，每组期限不一。第一组为 15 年，第二组为 17
年，第三、四组为最贫穷的成员国，期限为 20年。贷款宽限期 3～5年。②贷款利率

参照资本市场利率而定，一般低于市场利率，现采用浮动利率计息，每半年调整一次。

③借款国要承担汇率变动的风险。④贷款必须如期归还，不得拖欠或改变还款日期。

⑤贷款手续严密，从提出项目、选定、评定到取得贷款，一般要 1年半到 2 年时间。

⑥贷款主要向成员国政府发放，且与特定的工程和项目相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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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多选题）国际收支平衡表由三大项目构成，即经常项目、资本和金融项目、净

误差与遗漏项目，其中经常项目包括（ ）。

A.商品贸易 B.服务贸易

C.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国际上的转移 D.国与国之间的捐赠

70.【答案】ABD。解析：金融资产与负债在国际上的转移计入国际收支平衡表中

的资本和金融项目。

71． （多选题）浮动汇率制度可以分为（ ）。

A.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B.自由浮动汇率制度

C.透明的浮动汇率制度 D.黑箱式浮动汇率制度

71. 【答案】AB。解析：浮动汇率制度是指本币对外币不规定货币平价，也不规

定汇率的波动幅度，现实汇率不受平价制约，而是随外汇市场供求状况的变动而变动

的汇率制度。按政府是否干预，可以分为自由浮动及管理浮动。自由浮动：政府任作

凭外汇市场供求状况决定本国货币同外国货币的兑换比率，不采取任何措施。管理浮

动：政府采取有限的干预措施，引导市场汇率向有利于本国利益的方向浮动。

72． （多选题）一般而言，货币升值产生的经济影响有（ ）。

A.出口增加 B.进口增加

C.产出增加 D.资本流出增加

E.抑制物价上涨

72.【答案】BE。解析：货币升值，增加进口，减少出口，B正确；货币贬值会引

起需求拉上的物价上涨和成本推动物价上涨，货币升值就会抑制物价上涨。E 正确；

货币贬值一般会使产出增加，货币升值产出减少。货币贬值如果预期进一步还会贬值，

就会导致资本流出增加。所以 ACD均不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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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多选题）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不能作为适时调整的经常性政策工具来使用，原

因是（ ）。

A.成效较慢，时滞较长

B.作用力度较小，时滞较短

C.只能对货币供应量进行微调

D.货币乘数的影响很大，作用力度很强

E.商业银行可以通过变动超额存款准备金来反向抵消其政策作用

73.【答案】ADE。解析：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的主要缺陷包括：①商业银行可以

通过变动超额存款准备金来反向抵消其政策作用；②作用力度强；③调整法定存款准

备金率对货币供应量和信贷量的影响要通过商业银行的辗转存、贷，逐级递推而实现，

成效较慢，时滞较长。

74． （多选题）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中，交易的金融工具具有“准货币”特征的市场有

（ ）。

A.同业拆借市场 B.回购协议市场

C.股票市场 D.债券市场

E.银行承兑汇票市场

74.【答案】ABE。解析：准货币是指M2-M1，即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但是货币

市场工具同样具有准货币的性质。货币市场工具有同业拆借市场、回购协议市场、银

行承兑汇票市场、国库券市场以及大额可转让定期存单市场。所以选 ABE。

75. （多选题）当社会总供给大于社会总需求时，为实施宏观调控而选择的财政政策

工具包括（ ）。

A.减少财政支出 B.增加财政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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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降低税率 D.提高税率

E.减少财政补贴

75.【答案】BC。解析：社会总需求过小，需要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76. （多选题）在下列项目中，属于政府购买的有（ ）。

A.地方政府办三所中学

B.政府给低收入者提供一笔住房补贴

C.政府订购一批军火

D.政府给公务员增加薪水

76.【答案】ACD。解析：政府购买是指政府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支出。

77. （多选题）下列（ ）项将导致商品需求的变化而不是需求量的变化。

A.消费者的收入变化

B.生产者的技术水平变化

C.消费者预期该商品的价格将上升

D.该商品的价格下降

77.【答案】AC。解析：B选项影响的是商品的供给水平。D选项会导致商品需求

量变化。

78. （多选题）2019年 10月 7日，北京市纪委监委“四风”问题专项检查组，以问

题为导向，采取“四不两直”的方式对相关单位进行检查。其中“四风”指的是

（ ）。

A.形式主义 B.奢靡之风 C.官僚主义 D.享乐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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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答案】ABCD。解析：“四风”问题，一是形式主义，群众反映最突出的是

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工作不抓落实。二是官僚主义，群众最不满

意的是办事推诿扯皮多，效率低下，不作为、不负责任。三是享乐主义，基层和群众

反映最多的是一些领导干部安于现状、贪图安逸，缺乏忧患意识和创新精神。四是奢

靡之风，主要是条件好了，许多方面做过头，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故答案选 ABCD。

79. （多选题）下列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更重要、更难做到的是小康

B.小康指的是发展水平

C.全面指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和可持续性

D.全面小康是指覆盖领域要全面

79.【答案】BCD。解析：A选项错误，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

会议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强调的不仅是‘小康’，而且更重要的也是更难

做到的是‘全面’。”B选项、C选项正确，“小康”讲的是发展水平，“全面”讲

的是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补上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短板，

是我们努力的重点和难点所在。D选项正确，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

体会议上指出：全面小康，覆盖的领域要全面，是五位一体的全面小康。故答案选 BCD。

80. （多选题）实现中国梦的途径有（ ）。

A.输出中国意识形态

B.走中国道路

C.弘扬中国精神

D.凝聚中国力量

80.【答案】BCD。解析：“中国梦”提出背景：2012年 11月 29日。习总书记把

“中国梦”定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

并且表示这个梦“一定能实现”。“中国梦”的具体表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

民幸福。“中国梦”的实现途径：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故答

案选 BCD。



第 31页 共 109页

81. （多选题）民法上的单方行为是指仅有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的民事法

律行为，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单方行为的有（ ）。

A.甲订立遗嘱

B.乙公司订立公司章程

C.丙免除杨某所欠的十万元债务

D.丁悬赏 3千元寻找车祸目击者

81.【答案】ACD。解析：单方行为仅基于当事人一方意思表示即可依法成立的法

律行为，是“双方行为”的对称。单方行为可分为有相对人的单方行为和无相对人的

单方行为两类。前者是指行为人须向特定人作出意思表示，无须其承诺即可依法成立

的法律行为，如免除债务、撤销代理等行为，又称“相对的单方行为”。后者则是指

行为人的意思表示无须针对任何特定人即可依法成立的法律行为，如遗嘱行为、悬赏

广告行为、放弃继承行为等，又称“绝对的单方行为”。所以甲丙丁属于单方行为。

订立章程行为，属于多方法律行为，又称协定行为，是两个以上当事人并行的意思表

示达成一致才可成立的法律行为。故答案选 ACD。

82. （多选题）电子商务凭借的网络平台包括（ ）。

A．Intranet B.Internet C.VAN D.Etherent

82. 【答案】D。解析：电子商务是以信息网络技术为手段，以商品交换为中心的

商务活动；也可以理解为互联网（Internet）、企业网（Intranet）和增值网（VAN）上

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的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Ethernet是以太网。

83. （多选题）下列有关 VR(虚拟现实)的描述错误的是（ ）。

A.所看到的场景和人物一部分是真一部分是假，是把虚拟的信息带入到现实世界

中

B.通过合并现实和虚拟世界而产生的新的可视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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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所看到的场景和人物全是假的，是将人的意识带入一个虚拟的世界

D.通过互联网将真实世界的信息带入虚拟世界中形成的可视化环境

83. 【答案】ABC。解析：VR虚拟现实，把虚拟现实呈现在眼前。

84. （多选题）“区块链”是当下金融科技领域最火热的话题之一。近年来，多国央

行、金融机构、IT 企业纷纷涌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一场研究与投资热潮。

下列有关区块链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区块链技术在数字货币、跨境支付结算、供应链金融以及客户征信与反欺诈等

多个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B.尽管区块链的发展前景广阔，但无论是技术研究还是应用设计都处于起步阶

段，未来仍面临诸多挑战，如:监管政策模糊、生态系统缺乏等

C.具有去中心化、分散存储、共识机制和不可篡改等显著特点

D.简单来说，将交易和对应的验证信息利用加密技术打包成一个数据块，命名为

区块；把一系列的区块按照先后次序规则连接起来，就组成了区块链

84. 【答案】ABCD。解析：区块链特点：开放性、难以篡改、去中心化、匿名性、

自治性。区块链分类：公有区块链、联合（行业）区块链、私有区块链。区块链系统

由数据层、网络层、共识层、激励层、合约层和应用层组成。

85. （多选题）以下选项中属于人工智能的是（ ）

A.机器人 B.语言识别

C.自然语言识别 D.搜索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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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答案】ABC。解析：人工智能主要研究解释和模拟人类智能、智能行为及其

规律，用人工的方法和技术，使计算机系统能模仿、实现和扩展人类的智力行为。人

工智能的研究与应用领域：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学。

第二部分 能力测试

根据题目要求，选择恰当选项。

1. 将以下 6 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

（1）前期诗歌可分为两大类

（2）一类表现他贵族王子的优游生活

（3）诗歌是曹植文学活动的主要领域

（4）后期诗歌，主要抒发他在压制之下时而愤慨时而哀怨的心情，表现他不甘被

弃置，希冀永世立功的愿望

（5）前期与后期内容上有很大的差异

（6）一类则反映他“生乎乱、长乎军”的时代感受。

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A.（3）（1）（4）（2）（5）（6）

B.（3）（5）（1）（4）（2）（6）

C.（3）（1）（4）（6）（2）（5）

D.（3）（5）（1）（2）（6）（4）

【答案】A。解析：B 项语序不当，应把“将来”放在“成为”之前。C 项“出

现了监管漏洞”主语不明。D 项搭配不当，“阻碍”不能搭配“问题”，因改为“节

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2. 1，4，14，42，（ ），210

A.70 B.84 C.105 D.140

2.【答案】C。解析：等比数列变式。

1 4 14 42 （105）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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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商

4 3.5 3 （2.5） （2） 公差为-0.5的等差数列

3. 城市是一个生命体，一座历史文化名城，她的寿命长达千百年，印证她寿命的年

轮也定会有千百条。作为城市年轮的历史文化遗产是绝对不能破坏或丢弃的，破

坏或丢弃城市的年轮，就是自毁城市特色。而一座城市只有保持其固有特色，才

能拥有核心竞争力。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只有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历史文化名城才能拥有核心竞争力

B.只有拥有核心竞争力，一座城市才能保护好其历史文化遗产

C.如果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一座城市就能拥有其核心竞争力

D.如果历史文化遗产被破坏或丢弃，历史文化名城就会失去其生命力

3.【答案】A。解析：题干逻辑关系为：①破坏或丢弃历史文化遗产→自毁城市特

色；②拥有核心竞争力→保有固有特色。①和②可构成连锁推理，即拥有核心竞争力

→保有固有特色→保护历史文化遗产。A项与题干推理一致；B、C两项混淆了充分条

件和必要条件；D项偷换概念，题干中是“竞争力”而非“生命力”。故答案选 A。

4. 将以下 5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

①和房地产相比，其实玉石的投资潜力被很多人忽视了。

②从国际市场看，玉石的价格也曾从每千克几百美元涨到了每千克几万美元，创下

历史记录。

③玉石的投资价值在将近一年的时间中得到了很大提升。

④从去年 9月起，玉石的价格就一直上涨。

⑤从国内市场看，玉石的价格一度从每千克 2000元涨到了每千克 1万元。

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A.④③①⑤②

B.①④⑤②③

C.③④⑤②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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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⑤②①④③

【答案】C。解析：由“国内”、“国际”可知，⑤②相连，且⑤②所讲的国内、

国际市场中玉石价格的涨幅，是对④的“从去年 9 月起，玉石的价格就一直上涨”的

进一步说明，故④⑤②相连，排除 A、D。再由③的“近一年的时间中得到了很大提

升”可知，③④相连。故本题选 C。

5. -2，-1，2，-2，（ ），8

A.1 B.-1 C.4 D.-4

【答案】D。解析：积数列。前两项之积等于第三项，2×（-2）=（-4），-2×（-4）
=8。

6. 118，60，32，20，（ ）

A.10 B.16 C.18 D.20

【答案】C。解析：等比数列变式。118=60×2-2，60=32×2-4，32=20×2-8，20=（18）

×2-16。

7. 某连锁企业在 10个城市共有 100家专卖店，每个城市的专卖店数量都不同。如果

专卖店数量排名第 5多的城市有 12家专卖店，那么专卖店数量排名最后的城市，最多

有几家专卖店?（）

A. 2 B. 3 C. 4 D. 5

【答案】C。解析：设排名最后的城市专卖店数量为 x，若 x要最大即其他要小，进而

可以得到 16+15+14+13+12+(x+4)+(x+3)+(x+2)+(x+1)+x=100，解得 x=4.答案选择 C。

8. 1，121，441，961，1681，（ ）

A.2401 B.2601 C.3721 D.4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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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数列各项依次是 1 2，11 2，21 2 ，31 2 ，41 2 ，（51 2 =2601）。

另解：二级等差数列。作差得到新数列 120，320，520，720，（920），这是一个

公差为 200的等差数列。

9. 蜂巢组织与高效企业存在着关键区别。首先，每项工作都与蜜蜂的年龄绑定。

其次，单个蜜蜂所承担的那些任务在整个蜂巢被重复着成千上万次，最后，每项工作

都对蜂巢的持续生存至关重要。但这一切并不牢靠，毁掉一代蜜蜂，没有哺育，没有

新一代工蜂，没有清洁，蜂巢将被任何垂涎蜂蜜的动物侵入。

这段文字表达的主要观点：

A.蜂巢组织的架构及其脆弱，这与高效企业不同

B.蜂巢组织与高效企业在三个方面的相同性

C.蜂巢组织与高效企业存在着关键区别

D.高效企业要效仿蜂巢组织的架构

【答案】C。解析：文段为总分结构，首句点明观点，即蜂巢组织与高效企业存

在着关键区别。后文的“首先、其次、最后”都是在阐述这些区别的；之后的“但这

一切并不牢靠”其实也是在阐述这种区别。故本题选 C。

10. 某贸易公司有三个销售部门，全年分别销售某种重型机械 38台、49台和 35

台，问该公司当年销售该重型机械数量最多的月份，至少卖出了多少台？（ ）

A . 10 B . 11 C . 12 D . 13

【答案】B解析：该贸易公司三个销售部门全年共计售出 38+49+35=122，设销售

数量最多的月份销售量为 x，则要想其尽量少，只需其余月份尽量多，最多都可以为 x，

故 12x=122，x=10…2，最多的月份至少为 11，故本题答案为 B选项。

11.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且句意明确的一句是：

A.人类成熟文明的传承，主要是靠文字。文字的选择和汇集，就成了书籍

B.每一个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将来都希望自己成为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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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三鹿事件”中的问题出现在源头上，即在牛奶被奶企收购之前，就被添加了

三聚氰胺，而且奶牛养殖及牛奶收购站归农业部管理，出现了监管漏洞

D.有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经济增长，不惜放松一度严格管制的高耗能产业，严重

阻碍着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问题

【答案】A。解析：B 项语序不当，应把“将来”放在“成为”之前。C 项“出

现了监管漏洞”主语不明。D 项搭配不当，“阻碍”不能搭配“问题”，因改为“节

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12. 有 86位患有 T型疾病的患者接受同样的治疗。在一项研究中，将他们平分为两

组，其中一组的所有成员每周参加一次集体鼓励活动，而另外一组则没有。10

年后，每一组都有 41位病人去世。很明显，集体鼓励活动并不能使患有 T型疾

病的患者活得更长。

以下陈述如果为真，能最有力地削弱上述论证的是：

A.每周参加一次集体鼓励活动的那组成员平均要比另外一组多活两年的时间

B.10 年后还活着的患者，参加集体鼓励活动的两位比没参加的两位活得更长一

些

C.一些医生认为每周参加一次集体鼓励活动会降低接受治疗的患者的信心

D.每周参加一次集体鼓励活动的患者报告说，这种活动能帮助他们与疾病作斗争

【答案】A。解析：题干结论是“集体鼓励活动并不能使患有 T型疾病的患者活

得更长”。A项指出每周参加一次集体活动的那组成员比另外一组平均寿命长，因而

说明集体鼓励活动对延长患者寿命是有效的，直接对题干的结论构成了质疑；B项削

弱程度较弱，显然 2个人和 41个人相比还是不足以反驳题干论述的；C项降低信心和

寿命长短没有直接关系；D项只是指出集体鼓励活动能够提升患者的信念，这和寿命

不构成直接关系，属无关项。故答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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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汽车厂甲乙丙三个机器人承担拧螺丝任务，程序设定为甲先开始，3分钟后乙开

始，再 3分钟后丙开始，当乙工作 12分钟时，所拧的螺丝数与甲相同，当丙工作 20

分钟后，所拧螺丝数与甲相同，则丙的工作效率是乙的（）倍？A、1.07 B、

1.06 C、1.05 D、1.04

【答案】D。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工程问题，属于效率类。

第二步，由题意可知，甲先开始工作，3分钟后乙开始工作，再 3分钟后丙开始，所

以题目中乙工作 12分钟和甲工作量相同，此时甲应该工作 15分钟。根据工程问题核

心公式：工作总量=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可以得到：12*乙的效率=15*甲的效率①；

又根据题意可知，当丙工作 20分钟时，甲工作 26分钟，此时可以得到：20*丙的效率

=26*甲的效率②，①②两式联立，可以得=到丙的效率=1.04*乙的效率。 D

14. 左边给定的是纸盒外表面的展开图，右边哪一项能由它折叠而成？

【答案】C。解析：A项，左侧面与顶面应为相对面，不可能相邻；B项，左侧面

与右侧面应为相对面，不可能相邻；C项可由左边的图形折成；D项，假设左侧面与

右侧面的方位正确，则顶面应为带梯形的面。故答案为 C。

15. -2，2，8，20，104，（ ）

A.508 B.408 C.608 D.208

【答案】C。解析：第一项的平方+第二项的 2倍=第三项。20×20+104×2=（608），

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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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6
35

，
8
35

，
4
35

，（ ）

A.
3
35

B.17 C.18 D.
2
35

【答案】D。解析：分母是公比为 1/2的等比数列。

17. 下列选项中，符合所给图形变化规律的是：

【答案】B。解析：图形外部多边形边数＋内部黑点数＝9，只有 B项符合。

18. ①甲、乙、丙三人共同完成一项工程，他们的工作效率之比是 5∶4∶6。先由甲、

乙两人合做 6天，再由乙单独做 9天，完成全部工作的 60%。若剩下的工程由丙单独

完成，则丙所需要的天数是：

A.9 B.11 C.10 D.15

【答案】C。解析根据题目中的效率比，设甲、乙、丙的效率分别为 5、4、6，由题干

可得工程总量=〔（5+4）×6+4×9〕÷60%=150，剩余工作=150×40%=60，故丙所需时

间=60÷6=10天。故正确答案为 C。

19. 下列选项中，符合所给图形变化规律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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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题干图形均为轴对称图形，选项中只有 B是轴对称图形。

20. 在 7×7的队列中，先随机给一个队员戴上红丝带，再给另一个队员戴上蓝丝带，

要求戴两种颜色丝带的两位队员不在同一行也不在同一列。问有多少种戴法?

A. 1048 B. 1374

C. 1764 D. 1858

【答案】C。解析：

21. 商人卖某一商品。成本 800元，900元卖出；后又以 1000元买入，1500元卖出。

问赚了（ ）元。

A.300 B.1000 C.200 D.600

.【答案】D。解析：商人在两次操作后，赚的总钱数为（900+1500）-（800+1000）
=600元。

22. 乒乓球比赛的规则是五局三胜制。甲、乙两球员的胜率分别是 60%和 40%。在

一次比赛中，若甲先连胜了前两局，则甲最后获胜的胜率：

A.为 60% B.在 81%~85%之间

C.在 86%~90%之间 D.在 91%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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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解析：乙在最后三局中都获胜，乙才能获胜，概率为（40%）3=6.4%，

那么甲获胜的概率为 1-6.4%=93.6%＞91%，应选择 D。

23. 京广线上有两列直达列车，一列长 100米，行驶速度 22米/秒，另一列长 120米，

速度 17米/秒。如今两车在毗邻平行的两条铁轨上同向行驶，从第一辆列车头追

及第二辆列车尾到第一辆列车尾离开第二辆列车头所需的时间是（ ）。

A.24秒 B.44秒 C.32秒 D.20秒

【答案】B。解析：后面的车追上在超过前面的车，一共追赶的距离为 2个车的车

长之和 220，又这是追及过程，追及路程差为 22-17=5米/秒，故追及了 220÷5=44秒。

24. 某工厂原来每天生产 100个零件，现在工厂要在 12天内生产一批零件，只有每

天多生产 10%才能按时完成工作，第一天和第二天由于部分工人缺勤，每天只

生产了 100个，那么以后 10天平均每天要多生产百分之几才能按时完成工作？

A.12% B.13% C.14% D.15%

【答案】A。解析：由题干可知，每天生产 100个，多生产 10%则每天生产 100×
（1+10%）=110个，这批零件有 110×12=1320个，前两天已生产 200个，则剩下的 10

天生产 1320-200=1120个，每天要多生产
10
1120

-100=12个，即
100
12

=12%。

25. 一个盒子中有红、蓝、黄三种颜色的卡片各 7张，则至少抽出（ ）才能保证

至少 4张卡片是同色的。

A.7 B.10 C.8 D.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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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最不利原则解题，假设每次抽都是最差的情况，直到每种颜色

的卡片各抽了 3 张，此时再抽一张，无论是哪个颜色，都一定有一个颜色有 4 张卡片

颜色相同，故至少抽 3×3+1=10张。

26. 某企业培训部对 50名培训讲师进行了盘点，每名讲师至多教两门，发现教《企

业文化》的讲师有 30名，教《市场营销》的讲师有 20名，教《战略管理》的讲

师有 15名，既教《企业文化》又教《市场营销》的讲师有 8名，既教《市场营

销》又教《战略管理》的讲师有 3名，那么，只教《战略管理》的有（ ）名。

A.3 B.4 C.5 D.8

【答案】D。解析：根据题意，既教《企业文化》又教《战略管理》的有（30+20+15）
-50-8-3=4名，则只教《战略管理》的有 15-3-4=8 名。

27. 甲、乙、丙三人共同完成一项工程，他们的工作效率之比是 5∶4∶6。先由甲、

乙两人合做 6 天，再由乙单独做 9 天，完成全部工作的 60%。若剩下的工程由

丙单独完成，则丙所需要的天数是：

A.9 B.11 C.10 D.15

【答案】C。解析：设甲、乙、丙每天完成的工作量分别为 5、4、6，甲、乙合作

6 天完成 6×9=54，乙单独做 9 天完成 36，则工程总量为（54+36）÷60%=150。余下

150-90=60，丙单独完成需要 60÷6=10天，答案为 C。

28. 有一池水，池底有泉水不断涌出，要想把水池抽干，10台抽水机需 8个小时，8

台抽水机需 12个小时，如果用 6台抽水机，则需抽（ ）小时。

A.16 B.30 C.24 D.28

【答案】C。解析：牛吃草问题。设一台抽水机一小时的抽水量为 1，一小时泉水

的涌出量为 x，则根据题意有（10-x）×8=（8-x）×12=（6-x）×t，解出 x=4，t=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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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篮球比赛中，每支球队上场球员为 5名。某支篮球队共有 12名球员，其中后卫

5名（全明星球员 1名），前锋 5名（全明星球员 1名），中锋 2名。主教练准

备排出双后卫阵型，且要保证全明星球员都要上场，问总共有多少种安排方式？

A.140 B.480 C.60 D.70

【答案】C。解析：需要从除全明星球员以外的 4个后卫中选择 1人，再从除全明

星球员以外的 4 名前锋或 2 名中锋（共 6 人）中选择 2 人，所以本题所求为

2
6

1
4 CC  =4×15=60种安排方式。

30. 某水果店新进一批时令水果，在运输过程中腐烂了
4
1
，卸货时又损失了

5
1
，剩

下的水果当天全部售出，计算后发现还获利 10%，则这批水果的售价是进价的

（ ）倍。

A.1.6 B.1.8 C.2 D.2.2

【答案】C。解析：设新进的水果总量为 1，进价为 1，在运输过程中腐烂
4
1
，在

卸货时又损失
5
1
，则最终水果剩余量为 1-

4
1
-
5
1
=
20
11

，则这批水果的售价是进价的

 

20
11

%1011 
÷1=2倍，答案选 C。

31. 我国________的知识产权国际纠纷越来越多，但国内能够应对这些诉讼的高级人

才却是________，极其缺乏。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是的一项是：

A.解决 寥若星辰 B.面临 吉光片羽

C.应对 百年不遇 D.遭遇 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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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答案】D。解析：第二空，由“极其缺乏”可判断，此处所填词语应含有少

的意思。“吉光片羽”比喻残存的珍贵文物，不能用以指高级人才，排除 B项。“百

年不遇”词义程度过重，排除 C。第一空，“解决”表示完成时，“遭遇”表示进行

时，此处是对现状的描述，而非在总结成果，故应选遭遇。故本题选 D。

32. “燕子来时新社，梨花落后清明”，似乎应于某种召唤，万物此刻赶集似的奔赴

一场生命的盛宴。燕子与人之间就有这样一个约定，秋去春回，人们开始念叨它

们时，耳边分明响起那________的声音，抬头一看，它们回来了，人们便有充分

的信心进行农事活动。此时，乌黑光滑的燕子多像天空的眼睛啊，它们的飞翔

________，利落地剪裁着春风。它们的飞翔又不失________，使得天空也有了神

采。

依次填入划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熟悉 矫健轻盈 妩媚动人

B.清脆 简洁明快 妩媚动人

C.清亮 体态轻盈 优美可爱

D.清亮 轻快活泼 优美可爱

32.【答案】A。解析：由前文的“秋去春回，人们开始念叨它们时”可知，第一

空选“熟悉”更加妥帖，且用“矫健轻盈、妩媚动人”来形容燕子的飞翔也非常恰当，

因此选 A。

33. 对当前学校教育不足的反思，让家长们的目光________地转向了传统德育。但传

统德育自身有着一整套方法，不能________，应全面了解和运用，才能起到实效。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不假思索 以偏概全 B.不谋而合 穿凿附会

C.不约而同 断章取义 D.义无反顾 望文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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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答案】C。解析：先从第二空入手解题，“不能……应……”提示第二空与

“一整套方法、应全面了解和运用”构成反对关系，故排除“穿凿附会”和“望文生

义”。句子意在说明的是对于当前学校教育不足的反思，使家长们的想法较为集中地

指向了传统德育教育，强调的是一种未经商定的共识，“不约而同”指没有事先商量

而彼此见解或行动一致。故本题答案为 C。

34. 如果有人朝你开枪，最好的办法就是跳进游泳池，只要半米多深的水就能把子弹

的速度降到非致命的程度。类似现象在宇宙中也会发生。对那些运动速度直逼光

速的粒子，充斥在宇宙中的微波背景辐射就犹如一片稠密的海洋。一个粒子只要

在其中穿行几亿光年，它的速度就会大幅下降。

根据上述文字能够推出的是：

A.稠密的海洋可以减缓粒子的穿行速度

B.跳进游泳池能够抵御子弹的致命袭击

C.在宇宙中穿行，粒子速度会大幅下降

D.微波辐射能缓冲穿行其间粒子的速度

34.【答案】D。解析：文段将宇宙中的微波背景辐射比作海洋，高速粒子穿行其

间几亿光年后会减缓速度，A项偷换概念，错误。文段引用跳游泳池躲避致命子弹的

例子是为说明水对子弹速度有缓冲作用，B项表述过于绝对，排除。由一个粒子只要

在其中穿行几亿光年，它的速度就会大幅下降可知，C项以偏概全，错误。故本题答

案为 D。

35. 通过光谱研究，我们能够发现几亿光年以外的微量元素。观测范围已经很庞大了。

因此，在我们可以观测的范围里，应该具备宇宙中最普遍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

应该产生宇宙中最普遍的物质。当然，宇宙中肯定还存在一些特殊的环境和物质，

但是这种环境一定不是普遍的，一定是非常稀有的。假如这样的环境不稀有，那

么在地球的附近就一定能够观察到在这种环境下产生的特殊物质，而且，在这些

特殊环境中产生的特殊物质，一定是不稳定的，存在时间极短或者存在条件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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苛刻。假如这样的物质是稳定的，在 100多亿年的宇宙历史中，他们一定会在整

个宇宙中弥散开，从而被我们观测到。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A.特殊的环境是发现新元素的重要线索

B.宇宙中未发现的元素不稳定且不会很多

C.不断扩大观测范围是发现新元素的重要手段

D.光谱研究的局限性使得新元素的发现陷入瓶颈

35.【答案】B。解析：文段首先指出目前通过光谱研究，我们的观测范围已经很

大，对于宇宙中普遍存在的物质我们是能够发现的，接下来经过“当然”进行转折，

指出宇宙中可能存在一些特殊物质，只是这些特殊物质一定是不普遍也不稳定的，后

面又以假设的方式进行论证，强调这些元素的不普遍和不稳定性。故答案为 B。

36. 在元代画家的笔下，花鸟画已经成为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的途径，这种发展无疑

丰富了花鸟画的内涵。发展至明清时期，许多花鸟画家更把国家观念、道德品评、

祈求幸福等传统的人文精神寄托于画中，有些画家甚至将花鸟内容个性化，借以

表达喜怒哀乐。因此，画家创作时重视追求境界多于形似，因而特别讲究笔墨运

用，注重意境。他们不把绘画称为画画，而叫写画，确实有其原因。

这段文字意在：

A.比较元代和明清绘画的技法的不同

B.叙述古代花鸟画的演变过程

C.解释画画和写画的区别

D.强调明清花鸟画的创作更加注意意境

36.【答案】D。解析：①②之间根据短语发展至明清时期可以看出两句话之间是

一个承接关系，语义重心放在②，强调明清绘画中寄托了较多的人文精神；③句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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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可以看出是对上文的一个概括，指出画家创作比较注重意境；④句他们指代上文的

画家，确实有其原因暗示上文绘画中的意境。综合文段四句话的层次关系可以很清楚

的看出，整体的重点在③句，强调明清绘画的意境。所以本题答案为 D。

37. 在古代中国，徽州是传统教育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汉代起直至元代，外地名

族从各地不断迁入徽州定居，他们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希望走读书仕进之路，同

时贾而好儒的徽商也凭借财力优势，多方位地资助各类教育机构。此外，徽州当

地集聚了一大批名儒硕士，他们著书立说、讲学书院、编写教材、改进教学方法，

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保证了高质量的教育。

这段文字意在：

A.剖析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模式的优势

B.探讨徽商贾而好儒的根源所在

C.分析徽州人文气息浓厚的历史渊源

D.阐述徽州传统教育繁荣发展的原因

37.【答案】D。解析：文段首句为中心句，后面从三个方面论述了徽州之所以是

传统教育最发达地区的原因。D项表述与此一致，当选。

38. 将以上 6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①当人感到不适或生病时，身体可以从自身的药铺中找到 30至 4种药来对症治

疗

②每天坚持以舒适的姿态闭目养神 10至 20分钟，将思想集中在愉快的事情上，

并多做腹式呼吸有助于提高人体的这种自愈能力

③这种治疗过程是由荷尔蒙、免疫抗体等因素综合发挥作用的

④经研究发现，人体自身有能力治愈 60%至 70%的不适和疾病

⑤在这一过程中，保持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非常重要

⑥科学家目前已经解开了机体自愈的一些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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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⑥④①③⑤② B.⑤④②①③⑥

C.④③②①⑥⑤ D.②⑤③①④⑥

38.【答案】A。解析：通过对比选项可以发现，⑤句含有明显的指代信息，不适

合作为首句，可以排除 B项，②句相比④⑥也是一个比较明显的具体解说句子，所以

排除 A项。接下来对比④⑥，⑥很明显是引出短文内容的总起句，接下来就是介绍科

学家的发现：人体有自愈能力及如何自愈。由此可知答案为 A。

39. 将下列句子组成语意连贯的语段，排序最恰当的一项是：

①最先要画下的是远处那一排参差的树影，用极重极深的黑来画出它们浓密的树

叶。

②在树下是慢慢绵延过来的阡陌，田里种的是番薯，在月光下有着一种浅淡而又

细致的光泽。

③月亮好亮，我就站在田野的中间用黑色和褐色的铅笔交替地描绘着。

④我站在月亮底下画铅笔速写。

⑤整个天空没有一片云，只有月色和星斗。

⑥我能认出来的是猎人星座，就在我的前方，在月亮下面闪耀着，天空的颜色透

明又洁净，一如这夜里整个田野的气息。

A.④③①②⑤⑥ B.④③⑥①⑤②

C.①③②⑤④⑥ D.①③⑤②④⑥

39.【答案】A。解析：比较①、④两句，①句说明最先画什么，④句介绍事件—

—我在哪里画什么，根据逻辑顺序，④应为首句，排除 C、D。⑥句的“猎人星座”对

应⑤句末的“星斗”，两句应紧密相连，顺序为⑤⑥，排除 B。本题选 A。

40. 下列句子中语义明确，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从 12月 19日起，我省北部、西部以及中南大部分地区受高空暖湿气流和冷空

气的交汇影响，形成今冬第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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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小学教师的工作平凡而细致，但却是我们的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之

一。

C.这个地区发挥资源优势，依靠科技，增加智力投资，改变了落后局面，贫困面

减少了三倍以上。

D.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园林建筑与诗文、绘画等艺术紧密结合，形成了富

有诗情画意的、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

40.【答案】D。解析：A 项主谓搭配不当，“形成”应该改为“出现”。B 项缺

少主语，我们的社会中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之一应为中小学老师，应在却是之前加他

们；C项搭配不当，减少了与三倍以上不能搭配。

41. 11²+13.7²+0.15²+1.37²=（ ）

A.310.5894 B.310.5823

C.310.5821 D.310.589

41.【答案】A。解析：观察四个选项的末位各不同，再观察式子，如果常规计算，

浪费时间，选择尾数法，通 0²+0²+5²+7²的末尾是 4，选 A。

42. 371564×9999=（ ）。

A.3715486326 B.3715268436

C.4837526566 D.4837565226

42. 【答案】B。解析：首先观察四个选项，后三位数都不同，故可以利用尾数解

题。原式=371564×（10000-1）=3715640000-371564，可得出最后三位数是 436，故选

择 B项。因此，选择 B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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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2017 2017 2018 2016
1987 1989 1988 1988

  
  

=（ ）。

A.-1 B.1 C.20 D.-20

43.【答案】A。解析：原式=

2017 2017 2017 1 2017-1 2017 2017 2017 2017+1= =-1
1988-1 1988+1 1988 1988 1988 1988-1 1988 1988

      
     

（ ）（ ）

（ ）（ ）
。因此，

选择 A选项。

44.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
3 4 5 2 2 3 4 5 2

 （ ）（1 ）（ ） （ ）

A.0 B.
8
15

C.
5
6

D.
1
2

44.【答案】B。解析：原式=
1 1 1 1 1 1 1 1 1+ + + + + - -
3 4 5 3 4 5 2 2 2

 （ ）（ ）
1 1 5 1+ +
3 4 6 2

（ ）

=
1 1 8+ =
3 5 15

。

45. 656463×323130-656464×323129=（ ）

A.333334 B.333342 C.323130 D.323132

45.【答案】A。解析：观察四个选项的尾数各不相同，则采用尾数解题，计算结

果个位数应为 4，只有 A项符合。因此，选择 A选项。

46. 编号为 1~55 号的 55 盏亮着的灯，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排列在一个圆周上，从 1

号灯开始顺时针方向留 1号灯，关掉 2号灯；留 3号灯，关掉 4号灯……这样每

隔一盏灯关掉一盏，转圈关下去，则最后剩下的一盏亮灯编号是（ ）。

A.50 B.44 C.47 D.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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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答案】C。解析：此题采用排除法，第一轮灭灯偶数号灯全熄，排除 A和 B，
熄灭第 54号灯后隔过 55号灯灭掉 1号灯，排除 D，正确答案选 C。

47. 34，36，35，35，（ ），34，37，（ ）

A.34 37

B.37 34

C.33 36

D.36 33

47.【答案】D。解析：组合数列，奇数列是自然数列，第一个括号是 36，偶数列

是递减自然数列，下一个括号是 33，故选择 D。

48. 污水处理厂的某一水池有两个水管，分别为进、出水管，单开进水管，12 分钟

可将空池放满，单开出水管，20 分钟可将满池水放空。如果两管齐开，（ ）分钟

可将空池装满水。

A.28

B.29

C.30

D.31

48.【答案】C。解析：设水池容量为 240，则进水管每分钟进水 20，出水管每分钟

放水 12，双管齐开，每分钟实际进水为 8，装满水池需要 240÷8=30 分钟。

49. 目前 I 易购的新构架设计已经开始，按照原计划，本来设计工作 IC 网络打算

自己做，估计 40 个工作日完成。6 个工作日后，由于进度要求提前，改由 IC 网络

与

外包公司合作完成。外包公司独立完成设计工作需要 28 个工作日。按照目前的情况，

陈之估算了一下，I 易购的新架构设计完成一共需要（ ）个工作日。

A.14

B.26

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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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

49.【答案】D。解析：根据题意，6 个工作日后剩余工作量为 4034 = 2017 。IC 网

络

与外包公司合作每天的工作量为 401 + 281 ，完成工作还需要 2017 ÷（ 401 + 281 ）

=14 天， 新架构设计完成一共需要 14+6=20 天。

50. 小张、小李和小王三人以擂台形式打乒乓球，每局 2人对打，输的人下一局轮空。

半天下来，小张共打了 6局，小王共打了 9局，而小李轮空了 4局。那么，小李

一共打了多少局？（ ）

A.5局 B.7局 C.9局 D.11局

50.【答案】B。解析：小李轮空 4局，说明小王和小张打了 4局。小王共打 9局，

则小王和小李打了 9-4=5 局。小张共打 6 局，则小张和小李打了 6-4=2 局，所以小李

共打 5+2=7局。故正确答案为 B。

51. 某机构计划在一块边长为 18米的正方形空地开展活动，需要在空地四边每隔 2

米插上一面彩旗，若该空地的四个角都需要插上彩旗，那么一共需要（ ）面

彩旗。

A.32 B.36 C.44 D.48

51.【答案】B。解析：根据植树问题环形植树公式：棵数=
18 4= =36
2
总长

间隔
。那么

一共需要 36面彩旗。故正确答案为 B。
注：正方形是一个闭合的图形，可看成环形。

52. 某银行由甲、乙两部门通过门户网站定期向社会发布消息，甲部门每隔 2 天、

乙部门每隔 3 天就有一个发布日，节假日无休。则甲，乙两部门在一个自然月内最多

有（ ）天同时为发布日。

A.3

B.6

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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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5

52.【答案】A。解析：甲部门每隔 2 天，也就是每 3 天就有一个发布日，乙部门每

隔 3 天，也就是每 4 天就有一个发布日，3 和 4 最小公倍数为 12，假设一个自然

月的

第一天是两个部门的同时发布日，则该月的同时发布日为 1，13，25，共有 3 个共同

发布日，答案选 A

53. 某条道路进行灯光增亮工程，原来间隔 35米的路灯一共有 21盏，现要将路灯的

间隔缩短为 25米，那么有（ ）盏路灯无需移动。

A.2 B.3 C.4 D.5

53.【答案】D。解析：由题干可知，在缩短间隔之前，道路安装了 21盏路灯，间

隔 35米，则道路总长 S=35×（21-1）=700米。前后两个间隔 35米和 25米的最小公倍

数为 175米，说明无需移动的路灯除了第一座外，其余路灯距离起点的距离应为 175
米的倍数，分别为：175、350、525、700，再加上起点的第一座，共计 5盏。故正确

答案为 D。

54. 140支社区足球队参加全市社区足球淘汰赛，每一轮都要在未失败过的球队中抽

签决定比赛对手，如上一轮未失败过的球队是奇数，则有一队不用比赛直接进入

下一轮。问夺冠的球队至少要参加几场比赛？（ ）

A.3 B.4 C.5 D.6

54.【答案】B。解析：根据题意，每次参加比赛的球队数为 140、70、35、18、9、
5、3、2，共 8场比赛。冠军要想参加的比赛最少，则让其每逢球队数为奇数时就直接

进入下一轮，即只参加球队数为偶数的比赛。偶数有 140、70、18、2这四个，共 4场。

故正确答案为 B。

55.某班女生人数比男生多 80%，全班平均身高是 170 厘米，而女生的平均身高比

男生的平均身高底 10%，则该班男生的平均身高是（ ）厘米。

A.181.7

B.180.9

C.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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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82.2

55.【答案】A。解析：设男生的平均身高为 x 厘米，则女生的平均身高为 0.9x；男

生人数有 10 人，女生人数有 18 人。由题可得 10x+18×0.9x=170×28，解得 x=181.7，

选择 A。

56. 一个由边长 25人和 15人组成的矩形方阵，最外面两圈人数总和为（ ）

A.232 B.144 C.165 D.196

56.【答案】B。解析：代入公式，最外圈人数和为（25+15）×2–4=76；相邻两层

相差 8，所以第二层为 68，则最外面两圈人数总和为 76+68=144。故正确答案为 B。

57. 一种水草生长很快，一天增加一倍。如果第一天往池子里投一棵水草，第二天发

展为两棵，第 28天恰好长满池塘，问如果一天投入四棵，几天可以长满池塘？

（ ）

A.23天 B.24天 C.25天 D.26天

57.【答案】D。解析：这是一个等比数列问题，公比为 2，第一天放一棵，则第三

天就发展为四棵，如果一天投入四棵相当于从原来的第三天开始计时，所以 28-2=26
天即可长满池塘，故正确答案为 D。

58. 用 2、3、4、5、6、7六个数字组成两个三位数，每个数字只用一次，这两个三

位数的差最小是多少？（ ）

A.47 B.49 C.69 D.111

58.【答案】A。解析：因为每个数字只能用一次，显然首位决定大小，因此三个

三位数的百位数字至少相差 1，在这种情况下要使差值最小，则两个三位数为最接近，

从而可知较小的三位数之末两位应尽可能大，而较大的三位数之末两位应尽可能小。

在这个思想下，可知合适的三位数情况构造为 523、476，此时三位数之末两位的差距

最大，从而差值最小，最小差值为 47。故正确答案为 A。

59. 一学校的 750名学生或上历史课，或上算术课，或两门课都上。如果有 489名学

生上历史课，606名学生上算术课，问有多少学生两门课都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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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7 B.144 C.261 D.345

59.【答案】D。解析：两门课都上的同学有 489+606-750=345 人。故正确答案为

D。

60. 蜘蛛有 8只脚，蜻蜓有 6只脚和 2对翅膀，蝉有 6只脚和 1对翅膀，现在三种昆

虫共 18只，共有 118只脚和 20对翅膀，则其中有蜻蜓多少只?（ ）

A.5 B.6 C.7 D.8

60.【答案】C。解析：假设全是 6只脚的昆虫，18只共有 108只脚，因此多出的

118-108＝10只脚来自于 10÷（8-6）=5 只蜘蛛。而在剩下的 18-5=13只昆虫中，假设

都是 1对翅膀，同样地分析可知，有蜻蜓（20-13）÷（2-1）=7只。

最新一项研究显示，如今已成为亚洲人饮食主要组成部分的美味糯米，是使中国

古代一种砂浆性能超强的主要因素。研究人员还发现，这种砂浆仍然是现存修复古代

建筑的最好材料。___①_____

砂浆是一种用于填充砖块、石块和其他建筑材料之间缝隙的糊状物。___②_____

中国科学家研究发现，距今大约 1500 年前，古代中国的建筑工人通过将糯米汤与标准

砂浆混合，发明了超强度的“糯米砂浆”。____③____

糯米砂浆或许是世界上第一种使用有机和无机原料制成的复合砂浆。___④_____

糯米砂浆比纯石灰砂浆强度更大，更具耐水性，建筑科学家还认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

的技术创新之一。建筑工人利用糯米砂浆去修建墓穴、宝塔、城墙，其中一些建筑存

在至今。有些古建筑物非常坚固，【 】现代推土机都难以推倒，还能承受强度很大

的地震。

最新研究发现了一种名为支链淀粉的“秘密原料”，似乎是赋予糯米砂浆传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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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的主要原因。支链淀粉是发现于稻米和其他含淀粉食物中的一种多糖物或复杂的

碳水化合物。

分析研究表明，古代砌筑砂浆是一种特殊的有机与无机合成材料。无机成分是碳

酸钙，有机成分则是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来自于添加至砂浆中的糯米汤。此外，砂浆

中的支链淀粉起到了抑制剂的作用：一方面控制硫酸钙晶体的增长，另一方面生成紧

密的微观结构，而后者应该是令这种有机与无机砂浆强度如此之大的原因。

为确定糯米能否有助于建筑物修复，研究人员准备了掺入糯米数量不同的石灰砂

浆，对比传统石灰砂浆测试了它们的性能。科学家说：“对这两种砂浆的测试结果表

明，掺入糯米汤的石灰砂浆的物理特性更稳定，机械强度更大，兼容性更强，这些特

点令其成为修复古代石造建筑的合适材料。”这一研究结果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美国

化学学会杂志》上。

61. “标准的砂浆成分是熟石灰，即经过煅烧或加热至高温，然后放入水中的石灰

岩。”

这句话适合填补在文中（ ）

A.①处 B.②处 C.③处 D.④处

61.【答案】C。解析：待填句子是对“标准砂浆”的解释。提出一个概念，接着

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是一种常见的思维方式。文章中第一次提到“标准砂浆”是在

③处前面，故该待填句子填在③处比较合适。且③处前先解释了“糯米砂浆”的概念，

紧跟着解释“标准砂浆”的概念能够让人更清楚地认识到“糯米砂浆”的特别之处。

62. 下面有关“糯米砂浆”的表述，与原文不符合的一项是（ ）

A.是由糯米汤与标准砂浆混合后制成的，具有超强度

B.在糯米砂浆中，糯米汤比例与砂浆强度成正比

C.在强度与耐水性方面均超过纯石灰砂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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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用其修建的一些古建筑，存在至今，十分坚固

62.【答案】B。解析：文章中没有提到糯米砂浆中糯米汤比例与砂浆强度的问题。

且从常识来看，如果糯米汤的比例太大，标准砂浆比例太小，可能会造成整个糯米砂

浆无法正常使用。所以“糯米汤比例与砂浆强度成正比”的说法从常识来看也是错误

的。

63. 根据原文意思，古代砌筑砂浆强度极大的原因是（ ）

A.这种砂浆是由有机和无机合成的材料，成分复杂

B.硫酸钙晶体增长被控制可以加强稳定性

C.砂浆中的糯米汤可以起到抑制剂的作用

D.支链淀粉能够生成紧密的微观结构

63.【答案】D。解析：第五段提到支链淀粉“一方面控制硫酸钙晶体的增长，另

一方面生成紧密的微观结构，而后者应该是令这种有机与无机砂浆强度如此之大的原

因”。后者指的是“另一方面”的内容，即“生成紧密的微观结构”。

64. 根据本文提供的信息，下列理解准确的一项是（ ）

A.支链淀粉是一种复杂的碳水化合物

B.将石灰岩放入水中，可以形成熟石灰

C.与石灰砂浆相比，糯米砂浆对不同石料的适应性更强

D.掺入糯米汤的石灰砂浆因具有较强性能而成为修复建筑的合适材料

64.【答案】A。解析：由第四段中的“支链淀粉是……一种多糖物或复杂的碳水

化合物”可知 A项正确。结合第 66 题的题干可知 B项错误。文章中只提到糯米砂浆

的“兼容性更强”，由此不能推出它对“不同石料”的兼容性强，有可能只是对两块

同种的石料的黏合性强，且“适应性”的说法也不太准确，故 C项也不正确。D项“修

复建筑”的说法不够准确，文章说的是“修复古代石造建筑”。

65. 文中【 】处，应填入的词语是：

A.甚至 B.或许 C.即使 D.不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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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答案】A。解析：第三段中的“非常坚固”、“难以推倒”、“承受强度很

大的地震”之间是程度上的递进关系，故选“甚至”比较合适。B项“或许”语气太

弱，与后面的“还能承受强度很大的地震”连接不起来。C项的“即使”与 D项的“不

仅”代入原文后显得语气过于肯定、绝对，不合文意。

根据所给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2016 年“一带一路”沿线 64 个国家 GDP 之和约为 12.0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16.0%；人口总数约为 32.1 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 43.4%；对外贸易总额（进口额+

出口额）约为 71885.6 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1.7%。

表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

66. 2016年全球贸易总额约为多少万亿美元？

A.28 B.33 C.40 D.75

66.【答案】B。解析：由文字材料可知，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 64个国家对外

贸易总额约为 71885.6亿美元，即约为 7.2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21.7%，所求

为 7.2÷21.7%≈7.2÷0.22=3X万亿美元，故本题选 B。

67. 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东欧 20国的人均 GDP约是中亚 5国的多少

倍？

A.2.5 B.3.6 C.5.3 D.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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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答案】A。解析：由表格可知，东欧 20国人均 GDP为
26352.1
32161.9

，中亚 5国人

均 GDP为
2254.7
6946.7

，则所求为
26352.1
32161.9

÷
2254.7
6946.7

<1×3.0X，故本题选 A。

68. “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区域中，2016年进口额与出口额数值相差最大的是：

A.东南亚 11国 B.南亚 8国

C.西亚、北非 19国 D.东欧 20国

68.【答案】D。解析：由表格可知，2016年东南亚 11国，南亚 8国，西亚、北非

19国，东欧 20国的出口额与进口额的数值差值分别为 5XX亿美元、14XX亿美元、

8XX亿美元、16XX亿美元，数值相差最大的是东欧 20国，故本题选 D。

69. 2016年，蒙古 GDP约占全球总体 GDP的：

A.0.61‰ B.1.56‰ C.0.06‰ D.0.16‰

69.【答案】D。解析：由材料可知，2016年蒙古 GDP为 116.5亿美元，“一带一

路”沿线 64 个国家 GDP 之和约为 12 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16%，则所求为

116.5
12 10000

×16%≈
12

12 1000
×16%=0.16‰，故本题选 D。

70. 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2016年状况，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超过六成人口集中在南亚地区

B.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GDP之和占全球的 8%以上

C.平均每个南亚国家对外贸易额超过 1000亿美元

D.平均每个东欧国家的进口额高于平均每个西亚、北非国家的进口额

70.【答案】C。解析：A项，由材料可知，2016年南亚 8国人口数为 174499万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人口数为 32.1亿人，由于 321×60%=19X>175，占比小于六成，

A项错误。

B项，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GDP之和为 25802.2+29146.6<60000亿美元=6万亿美元，

因为“一带一路”沿线 64个国家 GDP之和约为 12.0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 16.0%，

所以东南亚和南亚国家 GDP之和占全球的比重小于 8%，B项错误。

C项，南亚 8 国对外贸易额为 4724.1+3308.5>8000亿美元，则平均每个南亚国家

对外贸易额超过 1000亿美元，C项正确。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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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D项，平均每个东欧国家的进口额为 9775.5÷20<500，平均每个西亚、北非

国家的进口额为 9675.5÷19>500，D项错误。

根据所给材料，回答以下问题。

图 1 2004-2013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及其占 GDP的比重

图 2 2013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按技术领域分布（亿元）

71. 2005-2013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增速超过 GDP增速的年份有（ ）个。

A.3 B.4 C.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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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答案】D。解析：“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增速超过 GDP增速”即全国技术

合同成交金额所占 GDP的比重增加，故从图 1可以看出，2006年、2007年、2010年、

2011年、2012年及 2013年共 6年所占比重较上一年有所增加，故答案选 D。

72. “十一五”期间（2006-2010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

A.低于 1万亿元 B.在 1~1.5万亿元之间

C.在 1.5~2万亿元之间 D.高于 2万亿元

72.【答案】B。解析：从图 1 可知，2006-2010 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

1818+2227+2665+3039+3907≈1800+2200+2700+3000+3900=13600 亿=1.36 万亿，故答

案选 B。

73. 2013年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约占当年 GDP的：

A.0.02% B.0.06% C.0.13% D.0.20%

73.【答案】C。解析：从图 2可知 2013年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

736.5亿元，2013年 GDP总量为 7469÷1.31%，故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术合同金额占当

年 GDP的 736.5÷
7469
1.31%

=736.5×
1.31%
7469

≈
1.3%
10

=0.13%，故答案选 C。

74. 2013年有（ ）个技术领域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高于 2012年技术合同成交总

金额的 10%。

A.6 B.4 C.3 D.2

74.【答案】A。解析：2012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的 10%为 643.7亿元，从图

2可知，2013年成交金额超过 643.7亿元的技术领域包括电子信息技术、现代交通、先

进制造技术、新能源与高效节能、城市建设与社会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综合利用技

术，共 6个，故答案选 A。

75.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2005-2013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同比增量最大的是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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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04-2013年，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 GDP比重最高和最低的年份相差 4年

C.有 5个技术领域 2013年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不足当年电子信息技术合同成交

金额的两成

D.2013 年现代交通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当年技术合同成交总金额的比重不到

15%

75.【答案】D。解析：A项，2013年全国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增长 7469-6437=10XX
亿元，2012年的成交金额增长量为 6437-4764=16XX，大于 2013年增长量，错误；

B项，技术合同成交金额占 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 2013年，最低的年份是 2005
年，相差 8年，错误；

C项，2013年电子信息技术成交金额的两成为 1946.5×20%=389.3亿元，其不足两

成的领域有核应用技术、新材料及其应用、农业技术以及其他，其他所包含的领域种

类不知，故无法判断；直接选 D。
验证 D项：2013年现代交通技术成交金额为 968.3亿元，成交总金额为 7469亿元，

其所占比重为 968.3÷7469<1000÷7000≈14.3%，正确。

第三部分 英语

根据题目要求，选择恰当选项。

1. In this factory, suggestions often have to wait for months before they

are fully .

A. admitted

B. acknowledged

C. absorbed

D. Considered

1.【答案】D。解析：considered 考虑; admit 承认; absorb 吸收。acknowledge 1)
(=agree or admit the truth of; confess) 承认，供认; A. He acknowledged his mistake. (他承

认了他的错误。) B. 接动名词 He acknowledged having been beaten. (他承认被打败了。)2)
(express thanks for) 致谢; A. Mary acknowledged the gift with a pleasant letter. (玛丽致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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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馈赠的礼物。) B. His long service with the company was acknowledged with a present.
(向他赠送礼品以感谢他长期来对公司的服务。)

2. The boy slipped out of the room and headed for the swimming pool

without his parents’ .

A.command

B.conviction

C.consent

D.compromise

2．【答案】C。解析：consent 同意，赞成，答应。conviction 深信，确信。compromise
妥协，折中。command 命令，指令; 掌握，运用能力。

3. Our research has focused on a drug which is so as to be

able to change brain chemistry.

A. powerful

B. influential

C. monstrous

D. Vigorous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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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She was afraid that unless the train speeded up, she would lose her to Scotland.

A. ticket

B. place

C. seat

D. Conn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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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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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ssed my connection.

5. No one has been able to trace the author of the poem.

A. still

B. yet

C. already

D. Just

5.【答案】B。解析：yet 常用于现在完成时的否定句中，意为“尚，还”。

6.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live in

California, in San Francisco.

A.previously

B.predominantly

C.practically

D.permanently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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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The new secretary has written a remarkably report only in a

few pages but with all the details.

A. concise

B. clear

C. pre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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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laborate

7.【答案】A。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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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The managing director took the for the accident, although it was

not really his fault.

A.guilt

B.charge

C.blame

D.accusation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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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The worker agreed to the strike if the company would satisfy their demands.

A.call for

B.call forth

C.call off

D.call up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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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I could just see a car in the distance, but I couldn't what color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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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ook out

B.make out

C.get across

D.take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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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 has impressed his employers considerably and he is soon to be

promoted.

A.eventually

B.yet

C.finally

D.according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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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It was a great for him to be pleasant to people he didn’t like.

A.attempt

B.trouble

C.power

D.effort

12. 【答案】D。解析：effort (作可数名词用) (=vigorous attempt) 努力的尝试：

Does it require a great effort of will to give up smoking? (戒烟需要坚强的毅力吗？)

13.The firemen managed to the fire in time.

A. extinguish

B. prevent

C. suppress



第 67页 共 109页

D. Ruin

13.【答案】A。解析：extinguish (=put out) vt.扑灭 (火焰等)。Stop the fire 虽然

也可以搭配，但按本句题意用 extinguish 为最佳。

14.What is most obvious in this book are all those details of daily living

which make Mrs. Richard common.

A. nothing but

B. anything but

C. above all

D. rather than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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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The car was completely and the driver seriously injured.

A. broken off

B. taken off

C. written off

D. picked up

15.【答案】C。解析：write off 报废；取消

16.On this happy occasion, I’d like to say that we are much obliged

to you for your kind cooperation.

A. even so

B. ever so

C. as y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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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o fa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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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His new appointment takes from the beginning of next month.

A. place

B. effect

C. post

D. Office

17.【答案】B。解析：take effect 生效。

18.The policeman stopped him when he was driving home and him of speeding.

A. charged

B. accused

C. blamed

D. Deprived

18【. 答案】B。解析：accuse sb. of... 控告某人犯有……。blame 与 for 搭配。

Deprive sb.of sth. 剥夺某人某物。charge sb. with murder (指控某人犯有杀人罪)。

19.Mr. Smith gradually a knowledge of the subject.

A. attained

B. achieved

C.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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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cquired

19【. 答案】D。解析：acquired (=gain for oneself by skill or ability，by one's own
efforts or behavior) (由技术、能力、努力或行为) 获得; 得到：He has acquired a good
command of English language. (他已精通英语。) achieve，vt.取得 (胜利、成功等)，实

现 (目标、

目的等)。attain vt. 达到 (目的等)，取得 (成就等)：1) I hope you will attain your

object. (我希望你会达到你的目的。) 2) He attained success through hard work.

20.My camera can be to take pictures in cloudy or sunny conditions.

A. treated

B. adopted

C. adjusted

D. Remedied

20.【答案】C。解析：adjust (=arrange, put in order or agreement; make suitable or
convenient for use) 强调，调节，使适应; The body adjusts itself to change of temperature.
(身体能自行调节以适应温度的变化。) My eyes have not been adjusted to dark yet. (我的

眼睛还没有适应黑暗。) 本句中 adjust 是不及物动词。

21.According to the psychoanalyst Sigmund Freud, wisdom comes from the of

maturity.

A. fulfillment

B. achievement

C. establishment

D. Accomplishment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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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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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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The number of tickets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size of the stadium.

A. adaptable

B. acceptable

C. advisable

D. Available

22.【答案】D。解析：available (=capable of being used; that may be obtained) 可

用的，有效的，可得到的。例如：1) There are no doctors available in the remote areas. (在
边远地区没有大夫。) 2) These tickets are available for one month. (这些票有效期一个

月。)acceptable 可以接受的：None of the suggestions was acceptable. advisable 明智的，

可取的，适当的：I think it advisable that he be assigned to the job. (我认为指派他干这项

工作是可取的。) adaptable 能适应的：He is an adaptable man and will soon learn the new
work.

23.Too many hotels have been built and this has prices, making holidays cheaper.

A. cut short

B. cut out

C. cut off

D. cut down

23.【答案】D。解析：考查短语辨析。cut short 缩短；打断；cut out 切断；删

去；cut off 切断；中断；cut down 削减，减少。这里表示削减价格，故选 D。

24.He is a very honest official and never any gifts from the people who sought his help.

A. accepted

B. received

C. took up

D. Excep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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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答案】A。解析：receive 收到，接到，指“收，接”这一动作; 而 accept 是

经过考虑“接受”下来，表示当事人的态度，如：I received the present，but I did not accept
it. (我收到了这件礼物，但我没有接受。)

25.He was not to the club because he wasn’t a member.

A. allowed

B. admitted

C. permitted

D. Approved

25.【答案】B。解析：admit sb. to (=allow sb. or sth. to enter; let in) 允许某人某物

进入; 让……进入：1) Children are not admitted. (儿童免进。) Only one hundred boys are

admitted to the school every year. (这所学校每年只收 100 名男生。) admit (=acknowledge;
confess) 承认，供认：1) We have to admit that he is a highly competent man. (我们不得不

承认他是一位能力很强的人。) 2) The thief admitted his crime. 3) She admitted having
read the letter. 4) I admit breaking the window. 注意 admit 后可接动名词的一般式或完

成式。5) We must admit the task to be difficult。注意 admit 也可以接复合结构。allow 和

permit 意思是允许，许可，不合本 题 题 意。approve sth. 批准; approve of doing sth.
(=think well of) 赞成，赞许：1) I am afraid they won't approve of your going there. (恐怕

他们不会赞成你去那里的。) 2) I don't approve of your way of looking at things. (我不赞同

你看待事情的方法。)

26.Although he doesn't like that law, he will with it.

A. confine

B. conform

C. comply

D. Contend

26.【答案】C。解析：comply with 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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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Motorists of speeding may be banned from driving for a year.

A. convicted

B. arrested

C. charged

D. Judged

27.【答案】A。解析：be convicted of 宣布有罪：He was convicted of murder. (他
被法院判有谋杀罪。)

28.Will all those the proposal raise their hands?

A. in relation to

B. in excess of

C. in contrast to

D. in favor of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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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An early typewriter produced letters quickly and neatly; the typist,

couldn't see his work on his machine.

A. however

B. therefore

C. yet

D. Alth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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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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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We are interested in the weather because it us so directly —

what we wear, what we do, and even how we feel.

A. benefits

B. guides

C. affects

D. Effects

30.【答案】C。解析：考查动词词义辨析。句意：我们对天气很感兴趣，因为它

直接影响着我们，我们穿的，我们做的，甚至能影响我们的感觉。benefit 使……收益；

guide 指导；affect 动词，影响，符合句意；effect 名词，影响。

31.Dhyana Home Improvement routinely offers discounts to local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that are _______new buildings.

A. addressing

B. constructing

C. investing

D. Centering

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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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Employees have the opinion of attending a training class _______completing an online

tutorial.

A. or

B. but

C.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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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cept

3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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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Remove all items from your desk in preparation for the office

reorganization, but do not attempt to move heavy furniture by

_______.

A. yourself

B. yours

C. your

D. You

3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短语 by oneself，译为自行；单独；独自，题

目可译为把所有的东西从你的办公桌拿走来为办公室的重组做准备,但不要试图自己搬

沉重的家具。本题应该选择反身代词，故本题答案为 A。

34.The information you provide on this questionnaire is strictly _______and

will not be shared with any other vendors.

A. dedicated

B. concentrated

C. confidential

D. Potential

34．【答案】C。解析：本道题考查形容词词义，根据题意，问卷上的信息不会

与其他卖主分享，可知信息是保密的。A.专用的；专注的；献身的。B.集中的；浓缩

的；全神贯注的。C.机密的；表示信任的。D.潜在的；可能的。故本题答案为 C。

35.The sales invoice contains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_______by the buyer and se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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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greed to

B. agree

C. agreement

D. agreeing upon

3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为过去分词做后置定语，过去分词短

语作定语时，通常放在被修饰的名词之后，它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定语从句。相当于 The
sales invoice contains all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which are agreed to by the buyer and
seller. agree to：同意；赞成。本题可翻译为：销售账单包含的所有条款和条件均由买

方和卖方同意。故本题答案为 A。

36.Products made by Izmir Vitamins are designed to promote _______and well-being.

A. healthful

B. healthy

C. healthfully

D. Health

36．【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词性，promote 动词，促进；提升，后面接宾

语，health：名词，健康。healthy：形容词，健康的，health and well-being译为健康与

幸福，本题可译为：伊兹密尔维生素的产品旨在促进健康和幸福。故本题答案为 D。

37.Due to the bad weather, the flight to New York was ________for four hours.

A. canceled

B. delayed

C. postponed

D. called off

37．【答案】B。解析：由题意可知，由于坏天气，去纽约的航班延迟了四个小

时，并没有取消，所以 A和 D选项错误。Was为系动词，其后接形容词，C. postpone
的过去分词，be postponed表被动，航班延迟应为主动语态，故不符合题意。B.延时的，

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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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is _______ you.

A. would have cause

B. to have caused

C. to cause

D. may cause

38．【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为定语从句，在这里 inconvenience
是先行词，省略 that，应为 We apologize for any inconvenience that this may cause you.
本题可翻译为，我们对于这将可能给您带来的不便表示抱歉，A选项应为 would have
caused。故本题答案为 D。

39.Ms. Lu’s administrative assistant will mail a copy of annual report to

_______who cannot attend the meeting.

A. then

B. those

C. this

D. Them

39．【答案】B。解析：who引导的是定语从句，定语从句去掉引导词，它本身

必须要有自己的主语，只有 those可以做主语，them一般只能做宾语。故本题答案为 B。

40. According to the shopping list, ________ a dozen socks.

A. there seems to be

B. it seems

C. there seem to be

D. it seems

4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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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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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By the time Ms. Okada _______ in Incheon for the sales meeting, she

had already completed preliminary negotiations by telephone.

A. will arrive

B. has arrived

C. arrived

D. Arrives

41．【答案】C。解析：本道题考查时间状语从句，主句用过去完成时，从句一

般用一般过去时，如 The bus had left when I got to the bus stop.当我到达车站的时候公交

车已经开走了。本题可翻译为，当Ms. Okada 抵达仁川开销售会议的时候，她已经通

过电话完成初步谈判。故本题答案为 C。

42.The division, LightSpeed Press, will publish twenty original titles this

year. It will be led by Clara Bryce, longtime fiction _______at

Nahan-Messer.

A. edits

B. editor

C. editorial

D. Editing

42．【答案】B。解析：本道题考查非限制性定语从句，非限定性定语从句的作

用是对所修饰的成分作进一步说明,通常和主句间用逗号隔开,不受主句句子结构的影

响,将从句拿掉后其他部分仍可成立.本题中，逗号后面的句子译为在 Nahan-Messer 的
长期小说编辑，修饰 Clara Bryce，作定语。A.名词 edit的复数形式，译为编辑工作。B.
名词，编辑，撰写人，符合题意。C.形容词，编辑的；社论的。D.动词 edit的现在分

词。本题可翻译为：光速出版社今年将发布二十个原创作品。这个项目将由在

Nahan-Messer的全职小说编辑 Clara Bryce领导。故本题答案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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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In a new car, the oil should be changed every 6 months or 5000 miles, _______ comes

first.

A. wherever

B. whoever

C. whenever

D. Whichever

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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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The Keenview television has_______sold well, even though the advertising campaign

just started.

A. previously

B. once

C. after

D. Already

44．【答案】D。解析：本道题考查的知识点为副词可修饰动词。sell，动词，

译为销售，D.副词，译为已经；早已。本题可翻译为：Keenview电视现在已经销售得

很好，尽管广告活动才刚刚开始。A.以前；预先，B.曾经；一次，C.后来；以后。A、
B、C均不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D。

45._______the terms of the contract, Mulz Janitorial Service will clean all

offices in the Lundquist Building daily.

A. In order that

B. According to

C. Because



第 79页 共 109页

D. As long as

45．【答案】B。解析：根据题目后半句，Mulz清洁服务公司将会为伦德奎斯特

建筑清扫所有的办公室，B.根据，符合题意，译为根据合同条款。A.为了……，+从句。

C.因为，+从句，若接宾语应为 because of。D.只要，+从句。故本题答案为 B。

46.The visiting diplomat spoke only_______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efore returning to Johannesburg.

A. frequently

B. usually

C. constantly

D. Briefly

46．【答案】D。解析：A.频繁地；经常地，B.通常；经常，C.不断地；时常地，

D.简略地；短暂地。根据题意选 D，本题译为来访的外交官在返回约翰内斯堡之前只

在国际会议上简洁地说了几句话。故本题答案为 D。

47.Gyeong Designs recently changed its marketing strategy to target hotel and restaurant

_______.

A. own

B. owners

C. owned

D. to own

47．【答案】B。解析：本题可译为 Gyeong 设计公司最近将营销策略目标锁定

为酒店和餐馆老板。owners：业主；所有者。故本题答案为 B。

48._______graduating from Laccord University, Jing Xiong worked for Osiris Financial

Service.

A.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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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Next

C. After

D. During

48．【答案】C。解析：A.在……之上，B.然后；下次；其次，C.在……之后，

D.在……期间，根据题意，Jing Xiong应该是从 Laccord大学毕业之后在奥西里斯的金

融服务工作，故本题答案为 C。

49.Studio Ceramics Monthly does not accept manuscripts _______have previously

appeared in print.

A. what

B. whose

C. they

D. That

49.【答案】D。解析：本道题考查定语从句，manuscripts是先行词，that做主语

引导定语从句，本题可翻译为 Studio Ceramics Monthly 不接受之前已经出现在印刷中

的手稿。故本题答案为 D。

50. Her sister has become a lawyer, ________she wanted to be.

A. who

B. that

C. what

D. Which

5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非限定性定语从句。句意“她姐姐成了一名律

师，这是她一直想做的。”先行词为 a lawyer，在这里代表律师这个职业，故用指物的

引导词引导，且为非限定性定语从句。故本题答案为 D。

Pass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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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Fries and the Economy

The economic crisis spread as currencies in other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began

to drop. The Indonesian rupiah began to fall in December, and eventually would lose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its dollar value. Meanwhile, about $50 million dollars per

day were transferred out of Indonesia to the relative safety of Singapore’s banks.

The French fry is but one indicator or economic prosperity. The more a country

develops economically, the more French fries people consume. The reverse is also

true; when economic falter, French fries and fast-foods become a luxury that fewer

can afford. In Indonesia, the currency crisis saw the price of a Big Mac triple.

Because restaurants paid for imported wholesale fries in dollars, their costs soared.

Customers could not meet price increases and began to consume rice and egg dishes

that McDonald’s added to their Indonesia menus. But McDonald’s sales plunged.

Theirs and other US stores became targets for critics of globalization. One third of

the restaurants that purchased French fries from Simplot were burned, including

about 10 McDonald’s. Anti-foreign and anti-Chinese riots to follow took 500 lives.

In view of the Indonesian crisis, the Hutterites’ potatoes were diverted to

Singapore’s more stable economy. On an early evening there Ernest Enver — a

descendant of Russian Jews — met his wife Becky and three children in one of

Singapore’s McDonald’s. Becky is of Chinese heritage, and the family is Roman

Catholic. They ordered up servings of fries that took only seven minutes to reach

crispy brown perfection.

51. What is the article mainly about?

A. The disadvantages of globalization.

B. The economic crisis in Southeast Asia.

C.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nsumption of French fries and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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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he business condition of McDonald’s in Indonesia.

52. According to paragraph one, why were large amounts of money transferred out of

Indonesia every day?

A. Because many people in Indonesia were losing jobs due to the economic crisis.

B. Because the value of rupiah was declining.

C. Because Indonesians could not afford food any longer.

D. Because the Singaporean banks were much safer.

53.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how do French fries indicate economic conditions?

A. The richer a country’s residents are, the more they can afford to consume French

fries.

B. The more prosperous a country’s economy is, the more luxurious the fast foods

become.

C. The poorer a country’s economic condition is, its residents are less likely to

consume French fries.

D. People tend to consume more fast foods when they are not able to afford rice and

egg dishes.

54. The word “falter” in paragraph 2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________.

A. waver

B. develop

C. lose strength

D. weak

55. Why could not customers afford French fries when the currency crisis broke out?

A. Because the cost of importing frie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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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ecause rice and egg dishes became cheaper.

C. Because the restaurants in Indonesia used dollars to buy fries.

D. Because fast foods gradually lost popularity in Southeast Asia.

51．【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主旨。文中第一段第一句“The economic crisis
spread as currencies in other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began to drop.”经济危机的蔓延，其

他东南亚国家货币开始贬值。下文以印尼举例。故本题答案为 B。

5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一段第二句“The Indonesian
rupiah began to fall in December, and eventually would lose more 80 percent of its dollar
value.”可知印尼盾在十二月开始贬值，最终将失去多于其美元价值的百分之八十，这

导致人们将货币转移至新加坡。故本题答案为 B。
5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二段第二句“The more a

country develops economically, the more French fries people consume. The reverse is also
true, when economic falter, French fries and fast-foods become a luxury that fewer can
afford.”国家经济越发达，人们越会购买炸薯条。反之亦然；当经济衰退，炸薯条和快

餐食品成为一种奢侈，人们很少能负担得起。故本题答案为 A。
54．【答案】A。解析：本题考词义猜测。找到单词所在的句子，结合前后句进

行分析 The more a country develops economically, the more French fries people consume.
The reverse is also true; when economic falter, French fries and fast-foods become a luxury
that fewer can afford. 国家经济越发达，人们越会购买炸薯条。反之亦然；当经济不稳

定，炸薯条和快餐食品成为一种奢侈，人们很少能负担得起。这里的 falter 应该是和

develop economically 词义相反的词，应该是经济不稳定，所以 A选项 waver符合题意，

故此题的答案为 A。
5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第二段第四行“Because restaurants

paid for imported wholesale fries in dollars, their costs soared. Customers could not meet
price increases.”可知餐馆进口批发用美元支付炸薯条，成本飙升，客户不能满足上涨

的消费价格。故本题答案为 A。

Passage2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goals: short-term, medium-range and long-term goals.

Short-range goals are those that usually deal with current activities, which we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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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y on a daily basis. Such goals can be achieved in a week or less, or two weeks, or

possible months. It should be remembered that just as a building is no stronger than

its foundation, our long-term goals cannot amount to very munch without the

achievement of solid short-term goals. Upon completing our short-term goals, we

should date the occasion and then add new short-term goals that will build on those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The intermediate goals buil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short-range goals. They

might deal with just one term of school or the entire school year, or they could even

extend for several years. Any time you move a step at a time, you should never allow

yourself to become discouraged or overwhelmed. As you complete each step, you

will enforce the belief in your ability to grow and succeed. And as your list of

completion dates grow, your motivation and desire will increase.

Long-range goals may be related to our dreams of the future. They might cover

five years or more. Life is not a static thing. We should never allow a long-term goal

to limit us or our course of action.

56. Our long-term goals mean a lot _______________

A. if we complete our short-range goals

B. if we cannot reach solid short-term goals

C. if we write down the dates

D. if we put forward some plans

57. New short-term goals are building upon _______________.

A. two years

B. long-term goals

C. current activities

D. the goals that have been comple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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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When we complete each step of our goals _______________.

A. we will win final success

B. we are overwhelmed

C. we should build up confidence of success

D. we should have strong desire for setting new goals

59. Once our goals are drawn up _______________.

A. we should stick to them until we complete them

B. we may change our goals as we have new ideas and opportunities

C. we had better wait for the exciting news of success

D. we have made great decision

60. It is implied but not stated in the passage that _______________.

A. those who have long-term goals will succeed

B. writing down the dates may discourage you

C. the goal is only a guide for us to reach our destination

D. everyone should have a goal

56.【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题干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我们的长远

目标变得非常重要。定位到原文的第一段 our long-term goals cannot amount to very
munch without the achievement of solid short-term goals. 如果短期目标不能实现，那么我

们的长远目标就不那么重要了。所以与题干中的 A选项意思相近：如果我们完成了短

期目标。故本题答案为 A。

57．【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题干：新的短期的目标是在什么基

础上建立的？定位到原文的第一段：Upon completing our short-term goals, we should
date the occasion and then add new short-term goals 在我们的短期目标完成后，我们应该

标明日期，然后添加新的短期目标。所以与题干中的 D选项意思相符：新的短期目标

的确立应该建立在那些已经完成了的目标基础之上。故本题答案为 D。

58．【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题干的问题是：当我们完成了目标

的每一步时，我们应该怎么做？定位到原文的第二段 As you complete each step, you will
enforce the belief in your ability to grow and succeed. 当你完成每一步，你就会增强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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凭借自己的能力成长，成功。与 C选项中的意思相近：我们应该增强成功的信心。这

里的 build up 与原文中的 enforce都有“增强”的意思。故本题答案为 C。
59．【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题干的问题是：一旦我们确立了目

标……。选项 A 我们应该坚持下去直到完成目标；选项 B 当我们有了新的想法和机

会时我们应该改变我们的目标；选项 C 我们最好等待令人激动的成功的消息；选项 D
我们已经做出了重大的决定。根据文章最后一段We should never allow a long-term goal
to limit us or our course of action. 我们不能让长远目标限制我们或者限制我们的行动。

故本题答案为 B。
6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题干的问题是本文中隐含但是没有

在原文中陈述的内容是什么？本篇文章讲的是三种类型的目标；短期、中期、长期目

标，三种目标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起到不同的作用，隐含的意思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有

一个目标。也可以用排除法，选项 A有长期目标的人一定会成功，过于绝对。选项 B 记

录日期会使你丧失信心，曲解原文意思。选项 C 目标只是我们到达目的地的一个指南。

Only过于绝对，故排除。故本题答案为 D。

Passage 3

4 JUNE — readers of one of the largest business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can

now access the paper to the Web. The Shenton Way Gazette launched

www.shentonwaygazette.com yesterday, and the web site already has thousands of

registered users.

“We are extremely pleased to offer enterprise professionals an even more

convenient way to keep themselves informed,” said the Gazette’s editor in chief,

Nathan Wong. At a news conference immediately after the launch. The Gazette,

which reports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ws, began as a free newspaper

geared toward local small-business owners but is now distributed throughout the city.

Although the Gazette will continue to be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Monday to

Friday, some stories will be updated on the web site several times a day. “Readers

will be able to stay up-to-date on the latest happenings online while still enjoying the

in-depth comprehensive reporting the paper is famous for” Mr. Wong said.

http://www.shentonwaygazet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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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tory on the site will have a form at the end through which readers can

post comments or e-mail the writer directly. “We hope to make the site a hub for

interaction,” said Mr. Wong. As the city’s main business newspaper, we need to hear

from Singaporean business professionals.”

The Gazette will be celebrating twenty years of publication on 27 July. A special

print edition of the paper will contain a commemorative insert featuring a detailed

timeline of its history and accompanying photos of the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through the years. The paper’s online archives are also scheduled to open that day,

granting readers access to every article since the inception of the Gazette.

61. Why was the article written?

A. To celebrate a company’s fifth anniversary.

B. To publicize a new service.

C. To profile an editor in chief.

D. To describe a business opportunity.

62. When did the web site launch?

A. On July 26.

B. On July 27.

C. On June 4.

D. On June 3.

63. What is indicated about the regular print edition of the Gazette?

A. It covers national events.

B. It is distributed internationally.

C. It contains color photographs.

D. It is printed every day of the week.

64.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how can readers use the web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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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 contact reporters.

B. To e-mail articles.

C. To join a mailing list.

D. To place an advertisement.

65. The word “granting” in paragraph 5,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________.

A. acknowledging

B. naming

C. permitting

D. Transferring

61．【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中最后一段第一句可知 Gazette
即将庆祝 20周年纪念日，所以 A选项错误。根据文中第一段可知，该商业报纸昨天发

布到线上，联系下文可以发现本篇文章用来公布此网站带来的新服务，B选项符合文

意。C，D选项文中没有涉及。故本题答案为 B。
62．【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本题细节处在首段“4JUNE — Readers

of one of the largest business newspapers in Singapore can now access the paper to the
Web.”和“The shenton Way Garette launched www.shentonwaygazette.com yesterday”，

由这两个句子可以判断出答案是 D选项。考点出现在有数字和日期的细节。故本题答

案为 D。

6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中第二段第三句“The Gazette,
which reports on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news”，A 符合文意。文中第二段最

后一句表明关于国家和国际商业新闻，现在分布在整个城市，而不是分布整个国际，

所以 B选项错误。C选项文中没有提及。根据文中第三段第一句“Although the Gazette
will continue to be published and distributed Monday to Friday.”可知 Gazette 会在每周一

至周五出版，并不是每天，D选项错误。故本题答案为 A。
6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四段第一句“Every story

on the site will have a form at the end through which readers can post comments or e-mail
the writer directly.”可知人们可以发布评论或者直接发 e-mail联系作者，故本题答案为

A。
6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词义猜测。将四个选项分别代入到句子中，只

有 C选项符合语义，即“允许读者进入每篇文章”。故本题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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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sage 4

Dear Mr. Camarra,

I understand you are looking for a “Girl Friday”— someone to take control of

the cr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customer service function at your location in Pinehurst,

Ontario. If you’re looking for a motivated and hardworking professional with an

above-average performance record, outstanding interpersonal skills, and a “get it

done” attitude, I think you’ve found the best person for the job.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while working for Group Six Security, I have routinely

met with your company’s representatives. From this contact, I have gained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k that you do and an appreciation for your need for strong

administrative support. In my current role with TGO Consulting. I do just that:

managing all critical administration for the company and supporting the activities of

30 consultants and project managers.

I invite you to review my attached resume, which details the skills and

experience I offer. Highlights include:

1. Strong communication and interpersonal skills — personable and friendly,

with the ability to work well with colleagues, superiors, clients, and vendors

2. Extensive administrative and office support skills — includes invoice, billing,

scheduling, A / P and A / R, file management, and date entry

3. Outstanding customer service — Edward-winning performance providing

friendly and effective customer service in both corporate and retail environments

4. Self-motivated and hardworking — personally love challenges, extremely

quick learner, and motivated to exceed expectations

I believe that my strong skills and solid work ethic would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your team, and I would welcome the opportunity to meet in person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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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 this position and why I believe I am the strongest candidate you will see.

Thank you for your consideration. I will contact you soon to arrange a personal

interview.

6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s is INCORRECT in describing Purdeep Mehta?

A. Proactive.

B. Perseverant.

C. Experienced.

D. Arrogant.

67. What does “Girl Friday” in paragraph 1 mean?

A. A staff that is in charge of the critical administrative and customer service.

B. A girl who will work on Friday.

C. A staff that supports the consultants and mangers’ activities.

D. A girl who is responsible for the security.

68.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passage that _______________.

A. Purdeep Mehta and Mr. Camarra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a while.

B. Purdeep Mehta often observes the staff’s working conditions to learn about the

job.

C. Purdeep Mehta not satisfied with her current role with TGO Consulting.

D. Puedeep Mehta learns about the duty of the job because she has met the

company’s employees in the past.

6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skill that Purdeep Mehta has?

A. Office support skills.

B. Strong communication skills.

C. Outstanding customer service.

D. Strong calcul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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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What dose Purdeep Mehta expect after Mr. Camarra receives her cover letter?

A. A greeting.

B. A thank-you letter.

C. A job offer.

D. A personal meeting.

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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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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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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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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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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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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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age 5

5 February —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ong-awaited Alitas International Airport

has been completed. The airport is intended to relieve overcrowding at Garas

Regional Airport,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hope that the new facility will fur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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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tourism on the island of Ponta Mira.

In recent years, new hotels have appeared in Mona City. Ponta Mira’s capital,

and the island has been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tourists. However, the growth of

tourism had been hampered by the fact that, because of its proximity to the water,

Garas Rerional Airport cannot be expanded to accommodate an increased volume of

traffic.

Additionally, long lines in crowded ticketing and baggage areas and lack of

apace in waiting areas of the terminal were noted by travelers as reasons to avoid the

airport. While the island can be reached by ferry, this option is available only from

the seaside cities of Port-de-Bastique and Reolas. Tourists have to fly to one of these

destinations and then embark on a sea journey that takes at least 90 minutes.

Lipali was chosen as the site for the new airport because it is away from the city,

providing ample room for a spacious facility complete with several eateries,

comfortable waiting areas, expanded ticketing areas, and Internet access.

Travelers using the new Alitas International Airport can easily get to and from

the facility by bus or car. Moreover, to increase access, an express railway connection

between Mona City and the new airport is under construction, with expectations that

it will be fully functional before the end of the year.

71. What is suggested about Ponta Mira?

A. It is a popular vacation destination.

B. It is closing one of its airports.

C. It is located near a lake.

D. It is constructing new government offices.

72. Why have travelers complained about Garas Regional Airport?

A. The airport is far from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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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ticketing system is outdated.

C. The terminal is too small.

D. Baggage is frequently lost.

73. In addition to air travel, how can travelers get to Ponta Mira?

A. By car.

B. By train.

C. By bus.

D. By boat.

74. Where will the new airport be located?

A. In port-de-Bastique.

B. In Monta City.

C. In Reolas.

D. In Lipali.

75. 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at is available at Alitas International Airport?

A. A number of dining options.

B. An express check-in service.

C. An on-site hotel.

D. Free public transportation to the capital.

71．【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章第一段“The airport is intended
to relieve overcrowding at Garas Regional Airport,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hope that the
new facility will further contribute to the growth of tourism on the island of Ponta Mira.”可

以看出 Ponta Mira是很受欢迎的旅游目的地。故本题答案为 A。

72．【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三段第一句“long lines
in crowded ticketing and baggage areas and lack of space in waiting areas of the terminal
were noted by travelers as reasons to avoid the airport”可知旅客将购票区和行李区的长队

以及等待区空间区分为避免去 Garas Regional Airport。故本题答案为 C。

73．【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章第三段第二句“While the
island can be reached by ferry, this option is available only from the seaside citie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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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t-de-Bastique and Reolas.”可知旅客可以通过乘船到达 Ponta Mira。ferry，轮渡；摆

渡。故本题答案为 D。
74．【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四段第一句“Lipali was

chosen as the site for the new airport because it is away from the city.”可知新机场位于

Lipali。故本题答案为 D。

7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四段最后一句可知新机

场拥有“expanded ticketing areas and Internet access”，扩大售票区和互联网接入会提高

登记服务的效率，B选项中 express在此译为快速的，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B。

Passage 6

Brisbane Science Museum

The benefits of joining the Brisbane Science Museum are numerous. All

members receive free annual admission to the museum, including the Waver

Planetarium and Dinosaur Gallery and are invited to members — only lectures,

parties, and other gatherings. Members also receive reduced rated on special

exhibitions, a 10 percent discount on all purchases made in the museum store. $5 off

tickets to all films at the 3-D Film Center, and priority registration for all workshops

and tours.

Choose from the following membership levels:

Student $25

For an individual age 26 and under (with valid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45

For an individual of any age

Museum Circle $60

For an individual plus one guest (guest card must be used in conjunction with

member card);

Includes complimentary par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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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eum Household $85

For two adults and up to four children age 18 and under (one family card issue)

including complimentary parking

Brisbane Science Museum

14 High Street

Brisbane City QLD 4000

(073)363-0110

Dear Ms. Choi.

I am glad that you have decided to renew your membership to the Brisbane

Science Museum. Your membership fee helps fund the maintenance of our permanent

exhibitions, the cost of special exhibitions, and important scientific research.

Please take a few moments to review your membership information on the

reverse side of this letter. If you have questions about your membership, please

contact us by phone.

Your membership card, guest card, and parking permit are enclosed. I have also

included a copy of our most recent visitor guide, which includes a feature article on

the opening next month of the sun and wind power exhibition; advance sales begin

on 1 September.

We hope you enjoy your membership and take advantage of all that the Brisbane

Science Museum offers.

Sincerely

Craig Tremaine

Director of Membership

Enclosure

76.What is NOT mentioned as a feature of the Brisbane Science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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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parking area.

B. A cafeteria.

C. A movie theater.

D. A gift shop.

77. What is listed on the Web site as a benefit of museum membership?

A. A subscription to a newsletter.

B. A discount on workshops.

C. Access to a member — only Web site.

D. Invitations to special events.

78. Why did Mr. Tremaine send the letter to Ms. Choi?

A. To request a donation for a nature exhibition

B. To provide her with membership passes

C. To ask that she provide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D. To invite her to give a lecture

79. What membership did Ms. Choi purchase?

A. Standard.

B. Student.

C. Museum Circle.

D. Museum Household.

80. What is suggested about Ms. Choi?

A. She purchased tickets to Sum and Wind Power.

B. She registered for a tour of the Dinosaur Gallery.

C. She recently attended a lecture at the museum.

D. She had been a member of the museum previously.

76．【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会员等级 Museum Circle $60
中包括 complimentary parking可判断 A选项符合，根据文中第一段，会员可以享受“10



第 97页 共 109页

percent discount on all purchases made in the museum store”和“$5 off tickets to all films at
the 3-D Film Center”，C和 D符合，故本题答案为 B。

77．【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文中没有提到订阅时事新闻以及会

员专用网站，排出 A、C选项。文中提到会员在所有博物馆商店都可以享受九折，但

没有提及研讨会，所以 B 选项错误。根据文中第一段第三句“and are invited to

members--only lectures, parties, and other gatherings.”可知会员会被邀请去一些特殊的讲

座、聚会。故本题答案为 D。
78．【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信中内容我们可以看出这是一

份确认函，请会员核对信息并确认。B选项符合题意。A、D选项没有在文中提及，也

没有提到需要会员提供其他信息，所以 C选项错误。故本题答案为 B。

79．【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信中“Your membership card, guest
card, and parking permit are enclosed.”可判断 Ms. Choi 购买的会员等级为 Museum
Circle。故本题答案为 C。

8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信中第一段第一句“I am glad that
you have decided to renew your membership to the Brisbane Science Museum.”可以看出

Ms. Choi是在更新会员，所以她之前已经是一名会员，故本题答案为 D。

Passage 7

How Facebook Tries to Prevent Office Politics

When personal motivations trump company goals, it can hinder a company’s

ability to get things done. Since our earliest days at Facebook, we’ve been mindful

about not letting office maneuvering poison work life. We’re not so naive as to think

we can change human nature altogether, where there are humans, there will be

feelings to consider, and politics will crop up. But when we approach our interactions

thoughtfully, a company’s culture can be a powerful antibody against destructive

office politics.

1. Look for empire builders, self-severs, and whiners in the hiring process —

and don’t hire them. All companies screen candidates for skill sets and experience.

Everyone wants to hire the best and smartest people they can find. We add addi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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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eria, screening for the ability to calibrate to a team environment.

2. Take the incentive out of “climbing the ladder.” People don’t fight for

management roles as much when management is not an end goal. At Facebook,

moving into management is not a promotion. It’s a lateral move, a parallel track.

Managers are there to support people and to remove barriers to get things done.

3. Be open and transparent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for voice to be heard. It’s

harder for politicians to operate if everyone is on the same page. Knowledge is power,

so transparency is anathema to anyone who tries to succeed at the expense of others.

4. Make everyone accountable, so personal bias can’t creep into decision

making. People are resentful when they don’t know why decisions are made. We’ve

created processes and tools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f personal bias on our hiring

process and our performance reviews.

5. Train your leaders to effectively manage politics out of conversations. When

things aren’t going your way, assuming “politics” is at fault is easy. When someone

does cite politics as the cause of an issue, our managers dig in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

81. The word “trump” in paragraph 1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_______?

A. loss.

B. trespass.

C. best.

D. take advantage of.

82.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1?

A.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at Facebook is problematic.

B. Facebook tries hard to change human nature.

C. People in an office tend to compete for the lead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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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Office politics are almost inevitable.

83. What is NOT a suggestion given by Facebook in order to prevent office politics?

A. Involve everybody into th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B. Play down the sense of competitions in the office.

C. Change the staff’s understanding about management role.

D. Eliminate those candidates who are selfish and always complain in the hiring

process.

84. According to Facebook, what is the right understanding about “management roles”?

A. Being a manager is to smooth the way for various tasks.

B. Being a manager is not an end goal.

C. Being a manager is to lead his or her subordinates.

D. Becoming a manager is like climbing up a ladder.

85. When an employee blames the office politics, what will a Facebook manager do?

A. Carry out an investigation to see what the real cause is.

B. Take the employee out of this idea that politics are to be blame.

C. Take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eliminate office politics.

D. Console the employee by having a conversation with him or her.

8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语义猜测。trump 胜过，文中第一句话翻译为：

如果个人动机超过公司的目标。A失败；丢失；失去，B.侵入；打扰；冒犯，C. best
做动词时译为打败；胜过，D.利用。故本题答案为 C。

82．【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中第一段“we’re not so naive
as to think we can change human nature altogether, where there are humans, there will be
feelings to consider, and politics will crop up. But when we approach our interactions
thoughtfully, a company’ s culture can be a powerful antibody against destructive office
politics.”可以判断办公室政治经常是不可避免的，Facebook不会设法改变人的天性，

而是用公司文化来抵抗有破坏性的办公室政治。故本题答案为 D。

83．【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 4 点“Make everyone
accountable.”推断 A正确。根据文中第 2点，当管理者不再是员工的目标，也不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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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管理者和其他员工是平级的，管理者只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推断 B、C正确。

D选项文中没有涉及。故本题答案为 D。
8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第 2点最后一句“Managers are

there to support people and to remove barriers to get things done.”可知管理者是帮助他人

并且解决困难的人，A选项，smooth the way for various tasks，使任务进展的顺利，符

合题意。C选项，subordinate：下属；下级，根据文中“It’s a lateral move, a parallel track.”
可知管理者和其他员工是平级的，故 C选项错误。根据第一句“Take the incentive out of
“climbing the ladder.”可知 D选项错误，故本题答案为 A。

85．【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第 5点最后一句“When someone
does cite politics as the cause of an issue, our managers dig in and try to find out what’s
really going on.”当有人提出某个制度是引起问题的原因，管理者就会深入调查并找出

原因，A选项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A。

Passage 8

Liking is a powerful force, but the work of persuasion involves more than

simply making people feel warmly toward you, your idea, or your product. People

need not only to like you but to feed committed to what you want them to do.

My own research has demonstrated that most people, once they take a stand or

go on record in favor of a position, prefer to stick to it. Other studies reinforce that

finding and go on to show how even a small, seemingly trivial commitment can have

a powerful effect on future actions. Israeli researchers writing in 1983 in th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recounted how they asked half the

residents of a large apartment complex to sign a petition favor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recreation center for the handicapped. The cause was good, and the request was

small, so almost everyone who was asked agreed to sign. Two weeks later, on

National Collection Day for the Handicapped, all residents of the complex were

approached at home and asked to give to the cause. A little more than half of those

who were not asked to sign the petition made a contribution. But an astounding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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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ose who did sign donated money. The residents of the apartment complex felt

obligated to live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because those commitments were active,

public, and voluntary. These three features are worth considering separately.

There’s strong empirical evidence to show that a choice made actively — one

that’s spoken out loud or written down or otherwise made explicit — is considerably

more likely to direct someone’s future conduct than the same choice left unspoken.

86. Which of the following word is the antonym of empirical?

A. Empiricism.

B. Practical.

C. Theoretical.

D. Factual.

87. It can be known from the passage that _______________

A. People are willing to help the handicapped.

B. Once people take a stand, they tend not to change it.

C. People will stick to his or her choices.

D. Most people love choosing sides.

88. Why does the author mention the Israeli research?

A. To start the next paragraph.

B. To change the subject.

C. To make the article more interesting.

D. To further prove his viewpoint.

89. Why did more residents who signed the petition before they choose to donate money?

A. Because they come from a more civilized area.

B. Because they want to keep their promise.

C. Because they are more active, public, and volun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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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Because they are richer than the other.

90.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is article?

A. If a choice is made explicitly, it is more likely to influence people’s behavior.

B. People’s psychology may influence the persuasion process.

C. Commitments are important.

D. Persuasion should be based on experiments and researches.

86．【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语义猜测。antonym：反义词，empirical：经验

主义的；完全根据经验的。本题让我们找出哪个选项是 empirical的反义词。A.经验主

义；经验论，B.实际的；实用性的，C.假设的；推理的；理论的，D.事实的；真实的。

故本题答案为 C。
8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本题考点出现在有“research”,“study”

等词所在的句子。根据该段第一句和第二句可以看出，一旦人们选择了立场，通常就

会坚持它，选项 B中的 not to change it是原文中 stick to it的同义替换。故本题答案为

B。
88．【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二句“Other studies reinforce

that finding and go on to show how even a small, seemingly trivial commitment can have a
powerful effect on future actions.”其他研究巩固了这一发现，表明即使是一个小的、看

似微不足道的承诺，也可以对未来的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可以表明接下来的研究是

来进一步证明这一观点的。故本题答案为 D。
89．【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第二段倒数第二句“The residents

of the apartment complex felt obligated to live up to their commitments because those
commitments were active, public, and voluntary”，公寓的居民觉得他们有义务履行承诺，

因为这些承诺是积极的，公开的，自愿的。C选项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C。

90．【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主旨。文章最后一段可译为：强有力的证

据表明，通过大声说出来、写下来或其他具有明确表示的选择相对于没有明确说出，

更有可能引导一个人的未来行为。A选项符合，故本题答案为 A。

Passage 9

The landscape for job seekers today can be difficult. In other words, if you want

a job today, the hard work starts when you prepare for the interview.

That means not just nailing the interview questions you are asked, but ac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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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king the kinds of questions designed to make the interviewer sit up and take notice.

It’s no longer enough to be qualified. If you want a job in today’s business

environment, you have to shine, and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show your excellence

than by asking excellent question. These questions could also help you avoid a bad

bass before it’s too late.

Don’t squander the opportunity to shine by asking mundane questions the

interviewer has heard before. Your goal is to make a statement in the form of a

question. The statement is designed to:

Highlight your qualifications.

Demonstrate your confidence.

Reinforce your commitment

Understand the employer’s challenges

Make yourself accountable

Advance your candidacy

Questions are the best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company’s

challenges, emphasize how you can help the company meet them and show your

interest in the most unmistakable manner possible — by actually asking for the

position.

What are good job interview questions to ask?

Interview questions to ask about the company

1. What exactly does this company value the most, and how do you think my

work for you will further these values?

2. Can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 of the most and least desirable aspects of the

company’s culture?

3. How does this company define and measure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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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questions to ask about the job

1. What kinds of processes are in place to help me work collaboratively?

2. In what area could your team use a little polishing?

3. W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can accomplish in the first 60 days?

Interview questions to ask the interviewer

1. How long have you been with the company?

2. What do you enjoy most about working here?

3. What makes you good at your job?

91. What is this article mainly about?

A. Respond positively to be interviewer.

B. How to prepare for an interview.

C. The best interview techniques.

D. Good questions to ask in an interview.

92. According to the author_______________.

A. Asking excellent ques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how your excellence during an

interview.

B. Interviewees should wear decent outfits to impress the interviewers.

C. Being confident will help winning interviewer’s favor.

D. Answering all the questions correctly during an interview is the best way to show

your excellence.

93. The word “squander” in paragraph 3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_______________.

A. economize

B. waste

C. destroy

D. trea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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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article that _______________

A. Good questions will show y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company and how can you

serve the company.

B. The purpose of asking questions in the interview is to know more about the

company.

C. This article may be taken from 5 Habits of Highly Effective Interviewers.

D. It is important not to be aggressive in an interview.

95. According to the last paragraph, which of following can NOT be demonstrated by the

questions you ask during an interview?

A. Your passion for the job.

B. Your ability to support the company.

C. Your expected salary.

D. Your knowledge about the company.

91．【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文章主旨。文中主要叙述了如何在面试中提问

题，以及列举了在面试中可以提出的好问题，D选项符合，故本题答案为 D。
92．【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章第一段倒数第二句“If you

want a job in today’s business environment, you have to shine, and there’s no better way to
show your excellence than by asking excellent question.”表明如果你想在当今的商业环境

中找到工作，你必须散发光彩，没有什么比问精彩的问题更好的方式来展示你的优秀

了。故本题答案为 A。
93．【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词义猜测。squander：浪费 本句可翻译为“不

要浪费时间在问一些面试官已经听过的无聊的问题上”。本题让我们找出与 squander
有相近意义的词。A.节约；节省，B.浪费，C.破坏；消灭，D.珍爱；珍藏。故本题答

案为 B。
94．【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中第三段“Questions are the

best way to demonstrate that you understand the company’s challenges, and emphasize how
you can help the company meet them。”问精彩的问题是表明你了解公司的挑战并强调

你可以如何帮助公司来面对这些挑战的最好的方式。A选项符合，故本题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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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章第三段好的问题是用来强

调你的资格、展示你的自信、加强你的承诺、理解雇主的挑战。没有涉及到薪水的问

题，故本题答案为 C。

Passage 10

Social Worker

JOB DESCRIPTION:

Social Worker

As a Social Worker you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serving as a liaison between the

resident and their family and facility staff and the community assisting in the

planning of long-term care for each resident.

Addition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Social Worker include:

Speaking at community functions and conducting tours and educational

sessions.

Assuring successful transfer of resident both within the facility and to outside

agencies.

Assessing and developing a plan of care that meets the residents’ needs

Completing all documentation related to social work

QUALFICATIONS:

To qualify for the Social Worker, you must ha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be able to work with individuals of all ages.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of the Social Worker include: 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or a human services fiel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ology, special

educati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or psychology.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re you looking for a career where you can make a difference in someone’s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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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der working as a Social Worker at Good Samaritan Society-Bethany! 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every day to touch people’s lives by providing compassionate

care and services to our elderly residents.

We offer health, dental and vision insurance along with paid time off benefits,

holiday pay, retirement benefits, causal fun days, advancement opportunities and

more.

The Social Worker position is a full-time position, 32 to 40 hours a week.

CONTACT INFORMATION:

Monica Andrew. PHR

HR Director

Good Samaritan Society-Bethany

804 Wright Street

Brainerd, MN56401

Phone: 218-829-1407

Fax: 218-829-0516

96. This passage is most likely taken from _______________.

A. Guidance on how to be a qualified social worker

B. A business proposal

C. A medical journal

D. Local newspaper

97.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required qualification?

A. Patience

B. The ability to get along well with all age groups.

C. Good communication skill

D. Expertise and enoug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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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Approximately how many hours will a social worker work per day?

A. 32-40 hours.

B. 8 hours.

C. 6 hours.

D. 10 hours.

99. What is the main duty of a social worker in this organization?

A. Help build hospitals for the elderly residents.

B. Maintain the environment of the community

C. Help provide care and services to the elderly residents

D. Teach children art courses.

100. I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article that _______________.

A. To be a qualified social worker, one must learn how to communicate and deal with

all kinds of people.

B. College students are motivated to be volunteers in the organization.

C. You can call 218-829-0316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D. People with bachelor’s degree i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could not apply for this

job.

96．【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章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份招

聘广告，广告一般发布在报纸、网站等媒介上，故本题答案为 D。
97．【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you must ha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be able to work with individuals of all ages.”判断 B、C 正确。

根据文中“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or a human services fiel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ology, special education.”判断 D正确，故本题答案为 A。

98．【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根据文中“32to 40 hours a week.”
可计算出每天大约六小时。故本题答案为 C。

99．【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事实细节。在“ADDITIONAL INFORMATION”
中，根据文中第二段“You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every day to touch people’s lives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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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viding compassionate care and services to our elderly residents.”判断出社区工作者将

会每天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故本题答案为 C。
100．【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推理判断。根据文中“you must hav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skills and be able to work with individuals of all ages.”可判断社区工作者

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技能。A正确。B选项，文中没有涉及鼓励大学生参与，C选项电

话号码错误，D 根据文中“Bachelor’s degree in Social Work or a human services field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ology, special education. rehabilitation counseling or
psychology.”可以判断有康复咨询学学位的人有资格应聘该职位。故本题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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