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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 2019 年安徽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模拟卷（三）参考答案及解析

1.【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前文的两个问句和后文“利益权衡的结果”可知，投资方为了利益，对原著作品

涉嫌抄袭的情况不予理会。“充耳不闻”形容有意不听别人的意见，“置之度外”指不把个人的生死利

害等放在心上，均不符合语义，排除 B、D项。“熟视无睹”指对应关心的事漠不关心，结合文意可知，

投资方对作品涉嫌抄袭的情况是不想理会，而不是不关心，排除 C 项。验证 A 项，“置若罔闻”指不予

理睬，符合语义。故本题选 A。

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所填内容要与“后天深耕”相对，即强调一种先天的特质，“灵感”“功

底”均不符合文意，排除 B、C项。再看第二空，文段举出剧作家从剧坛转向文坛的例子，剧作和文学

都是文艺的不同表现形式，“样式”最符合文意，锁定 D 项，排除 A 项。故本题选 D。

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文段讲数字化时代，博物馆展厅里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多种多样，即博物

馆和互联网两者关系密切、共同发展，不可能是分开、各自发展的，“和谐”显然不符合语义，排除 A

项；“独立”不能直接修饰“博物馆”与“互联网”之间的关系，排除 B 项。再看第二空，“优化”指

采取一定措施使服务体验变得更优秀，文段强调运用数字和多媒体等手段让观众能“更便利、直观地了

解和使用博物馆”，强调的是一种体验的整体丰富与提升，C 项符合文意。D 项“改善”无法搭配“体

验”，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C。

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积重难返”（指经过长时间形成的思想作风或习惯，很难改变）和“根

深蒂固”（比喻基础深厚，不容易动摇）与后文“不易变革”逻辑连贯，当选，排除 B、D项。再看第

二空，“移风易俗”指改变旧的风俗习惯，前文提到这些风俗“有些是新兴的时尚”，可知此处并不仅

仅针对旧风俗，排除 A 项。故本题选 C。

5.【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空根据后文“全世界的电影观众都一样”，可知电影观众的消费习惯出现“同质”

倾向，用“差异化”或“个性化”更贴切，先排除 C、D 项。再看第二空，B 项“不谋而合”指事先没

有商量过，意见或行动却完全一致，联系语境，主语是“套路”，显然无法搭配，排除。故本题选 A。

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文段对年轻人职场碰壁转而考研重回高校的行为是抱有理解态度的，即

虽然有所争议，但还是有其原因和可取之处的，“情有可原”指按情理，对出现的某种情况有可以原谅

的地方，通常用来形容人，排除 B 项。再看第二空，“含义”指（词句等）所包含的意义，明显不符合

语意，排除 D项。再比较“定义”和“目的”，“定义”指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

和外延的确切而简要的说明，符合文段对“学习”的解释，排除 C 项。故本题选 A。

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文意可知，前后两空所填词语必为反义关系，且第一个词语与“成功”有关，第

二个词语与“失败”有关，“一本万利”指本钱少，利润多，“一文不名”形容非常贫困，排除 A、C

项。D 项“一举两得”指做一件事得到两方面的好处，文段中没有体现“两方面的好处”，排除。验证

B项，“事半功倍”指做事得法，因而费力小、收效大，“功败垂成”指事情在将要成功的时候遭到了

失败，均符合语境。故本题选 B。

8.【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先看第三空，“提升”无法同“发展方式”搭配，“影响”程度较浅，无法突出“绿

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排除 C、D 项。再看第二空，“瓶颈”比喻易生阻碍的部分，“短板”指短处、

不擅长的地方，文段讲发展中产生的环境问题会影响有效益、有质量、可持续发展实绩，即会成为制约

长远发展的一个缺陷，“瓶颈”无法搭配“问题”，“短板”更符合文意，排除 A 项。故本题选 B。

9.【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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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先看第二空，“美轮美奂”形容房屋高大华丽，也形容装饰、布置等美好漂亮，明显

不符合语义，排除 A 项。再看第三空，“发扬”指发展和提倡（优良作风、传统等），无法搭配“文化

遗产”，排除 B 项。最后看第一空，“一清二楚”指十分清楚、明白，“原原本本”指详细叙述事情的

全部起因和整个过程，一点不漏，结合前文“追根溯源”“来龙去脉”等字眼，可知此处强调把万荣笑

话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完整地呈现给大众，“原原本本”更符合语义，排除 C 项。故本题选 D。

10.【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先看第一空，“一无所有”指什么也没有，不符合语义，排除 B项。再看第二空，“众

志成城”比喻团结一致，力量无比强大，后文张爱萍将军的例子无法体现“团结”的意思，排除 A项。

“朝不保夕”形容形势危急，难以预料，明显不符合语义，排除 D 项。验证第三空，“只争朝夕”比喻

抓紧时间，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目的，符合语义。故本题选 C。

11.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横线位于段尾处，由“因此”引导，起总结全段的作用。文段主要讲的是许多企业遭

到网络罪犯的攻击，由于寻求执法人员的帮助存在风险，导致新的行业即网络安全成为热门，C 项正确。

A、D 项均为针对网络攻击的应对措施，排除。B 项中的“私人网络安全公司”属无中生有，排除。故本

题选 C。

1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直接看后文“如果将思维定义为计算过程”，易知能否判断机器的思维，首先要对思

维进行界定。故本题选 D。

13.【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观察选项，先确定首句，②“其间也无规律可言”和⑥“恰好是……”必然是对前文

的承接，均不宜作为首句，排除 B、C 项。再比较 A、D项，关键是①的位置，①中的“这一点”指的就

是④的内容，则①紧跟在④之后，排除 D 项。验证 A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A。

1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通读 6个语句，可最先确定⑥和④的顺序，⑥“公众参与在《加拿大环境评价法》中

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对④“有积极的借鉴作用”，则④应紧跟⑥之后，排除 A项。再分析其他语句，

⑤“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先指出不足的地方，才能产生④“积极的借鉴作用”，则⑤应在④之前，据此

排除 B、D 项。验证 C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C。

15.【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通读 6 个句子，③“古老的庆祝毕业方式”是对⑤“深厚的文化基础”的阐释，⑤③

衔接，排除 C 项。④“无可厚非”与⑥“问题在于”逻辑上紧密衔接，④⑥绑定，排除 A项。①“毕业

无非只是个由头而已”是对②“削弱了个人纪念的仪式意义”的进一步说明，②①衔接，排除 B 项。验

证 D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D。

16.【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文段主要讲近代淄博民间陶瓷的起源、中心产区和生产规模。显然，B 项概括最全面。

A 项“当下的发展状况”与文段“至 20 世纪 50 年代止”不符，C 项“典型代表”无从体现，D 项“一

样精美”文段没有体现，文段仅提及近代淄博民间陶瓷与古代淄博窑一脉相承。故本题选 B。

17.【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文段讲了网络文学拥有影响舆论的能力，以及庞大的产业数值，但与之相伴的是逐渐

暴露出了缺乏创新内容和题材单一的问题。由此可见，文段意在强调网络文学在壮大后应该注意单一化

的问题，D 项正确。A 项错误，网络文学能够影响舆论是该文段的论述背景，而非强调项。B 项本身表

述有误，文段讲网络文学是“产值数十亿的庞大产业”而非“数十亿的文化价值和创新价值”。C 项说

法过于绝对，文段讲其“题材丰富性和内容创新力”受到了“抑制”而非“已失去”。故本题选 D。

1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A 项符合原文，由“震源机制或深度等参数如果不准，会影响反演的准确性进而导致

误报”可知。B 项符合原文，由“通过地震波和海啸波之间的时间差，这种预警可以在海啸到达之前几

十分钟之内发布，给人们逃生时间”可知。C 项符合原文，由“使用深海海啸评估报告系统……会提高

预报的准确性”可知。D项的“最准确”表述过于绝对，原文是“更加准确”。故本题选 D。

19.【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文段讲大数据成为部分互联网企业“杀熟”的帮凶，它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更好地了解

消费者需求，提供精准服务，但也因为如此，当运用过界时会侵犯到消费者的隐私及利益。因此，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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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讲大数据的利弊，D项正确。A 项“‘杀熟’企业”不是文段的论述重点，B项过度延伸，C项“运

用过界的产物”表述有误。故本题选 D。

20.【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文段讲了过度消费虽体现了人们消费能力的提升，在根本上是由于消费社会始终不断

在怂恿人们的消费行为。A 项错误，“无法控制”文段无从体现。B 项错误，“转变观念”“减少”文

段无从体现。C 项正确，文段重点指出了产生过度消费的真正原因。D 项错误，“被符号绑架”文段无

从体现。故本题选 C。

2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A 项错误，文段仅提到上世纪 50～70 年代新上市的抗生素逐年增多，抗生素的“使

用情况”文段没有介绍。B项正确，由“抗生素的使用为人类战胜感染性疾病开辟了一条捷径”可得知。

C项错误，由“抗生素作为一种独特的药物，使用得越多，作用越差”可知，抗生素使用越多作用越差，

并不是说其使用量与药效呈反比。D 项错误，从文段内容仅可知耐药性是影响因素，至于其是不是“主

要原因”无法判断。故本题选 B。

2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文段首先讲人工智能虽然能创作诗歌，但无法呈现诗歌内在的张力和节奏，接着讲优

秀的文学作品源于作者的观察，依赖作者创作中的内在规律，而不诉诸数学公式和算法等，并不能量化

而论。可见人工智能通过量化创作的诗歌只是刻板的呈现，而通过诗人的内在规律才能创作出优秀的诗

歌，D 项正确。A、B项仅提到“人工智能”，没有结合文段“诗人”主观能动性的重点、C 项“人类情

感和灵魂最佳的栖息地”文段无从体现。故本题选 D。

23.【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文段主要从行政决策的逻辑环节讨论吹牛理应当要上税，即一处作假，在下一个环节

必然付出代价，这样就可以遏制财政吹牛。D 项“吹牛的代价”表述过于宽泛，未与“税收”联系，排

除。从文段“理当要上税的”“吹牛上税，还怎么吹牛”，可知作者认为吹牛该上税，A项仅是对文段

表层意思的概括，无法体现作者反讽的态度，C项未体现清晰的态度，均排除。故本题选 B。

24.【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文段讲中国作为政治早熟的社会，在政治文化方面有着官师合一和家国同构的特点，

今日的家风家教建设，就是对这种传统的深刻了解，对这种政治文化特征的历史把握，D项概括正确。

A项为文段论述的传统历史背景，文段强调这两种特点是为了论证目前的家风家教建设具有一定的传统

和历史根基，排除。B 项“重要体现”文段没有体现，C 项表述不完整，仅从家国同构方面进行阐释。

故本题选 D。

25.【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越鸟南栖”指从南方飞来的鸟，筑巢时一定在南边的树枝上，比喻难忘故乡情；“叶

落归根”多指作客他乡的人最终要回到本乡；“安土重迁”指安于本乡本土，不愿轻易迁移；“功成身

退”指大功告成之后，自行隐退，不再复出。文段“兴建家庙”“设立乡祠”“兴建会馆”等均强调对

故土的眷念，D项无法体现此层意思。故本题选 D。

2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公交车到达站牌的行驶时间为
18
4.2
×60=8 分钟，则公交车到达站牌需要 8+2×1=10

分钟。因此小思步行速度至少为
6010

600


=1 米/秒，才能赶上公交车。故本题选 A。

27.【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设 4 人的成绩分别为 60+a、60+b、60+c、60+d，则 a+b+c+d=252-4×60=12。根据题

意可知，4 人成绩在 61～70 分之间，则 a、b、c、d 取值范围为 1～10，且各不相同。a、b、c、d取值

可为 1、2、3、6 或 1、2、4、5，则 4人成绩共有 2×A 4
4 =48 种情况。故本题选 D。

28.【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三局两胜者为胜方且第一局甲已经获胜，则接下来两局乙均获胜才能最终获胜。甲、

乙两人水平相当，即乙每一局获胜的概率为
2
1
，则乙最终获胜的概率为

2
1
×

2
1
=
4
1
。故本题选 B。

29.【参考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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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分以下两种情况：①丁和戊只去一个，则在甲、乙、丙中选取 2 人，甲和乙不能同时

去，则丙一定去，共有 C 1
2 ×C 1

2 =4 种选择方式；②丁和戊都去，则在甲、乙、丙 3 人中选取 1 人，共有

C 1
3 =3 种选择方式。综上，共有 4+3=7 种选择方式。故本题选 C。

30.【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若使分得最多的小朋友橙子尽可能少，则应使其他 6个小朋友分到的橙子尽可能多。

要求每个小朋友分到的橙子数各不相同，则每个小朋友分到的橙子数接近自然数列。36÷7=5……1，构

造自然数列 2、3、4、5、6、7、8，相加等于 35，还剩 1 个橙子，则分到最多的小朋友至少能分到 8+1=9

个橙子。故本题选 C。

3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设这集电视剧共播放了 x 分钟。若开始时，分针走在时针前面，则第一次成 120°夹

角时，可列如下方程：120°-6°x=90°-0.5°x，解得 x≈5.45＜30，排除；第二次成 120°夹角时，

可列如下方程：6°x+120°+（90°-0.5°x）=360°，解得 x≈27.27＜30，排除；第三次成 120°夹角

时必然超过 1 小时，排除。若开始时，时针走在分针前面，则第一次成 120°夹角时，可列如下方程：

90°+0.5°x+120°=6°x，解得 x≈38.18，符合；第二次成 120°夹角时，可列如下方程：90°+0.5°

x+240°=6°x，解得 x=60，不符合不足 1 小时，排除。综上，这集电视剧播放时长为 38.18 分钟，在

35～40 分钟范围内。故本题选 B。

32.【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令香蕉进价为 10，则小张和小李的售价分别为 15 和 14，小李所得利润为（14-10）

×100=400，小张所得利润为400×80%=320。设小张变质的香蕉有x千克，则（15-10）×（100-x）-10x=320，

解得 x=12。故本题选 B。

33.【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按原来的工作效率进行，乙公司获得的报酬为 6000 元，甲公司获得的报酬为

10000-6000=4000 元，工作时间相同，效率比等于报酬比，即原来甲、乙公司的工作效率比为

4000:6000=2:3。令甲公司原来的工作效率为 2，提高效率后工作效率为 4，乙公司的工作效率为 3。设

还需要 x 天能完成剩余工作，根据题意可列方程：（2×6+4x）:（3×6+3x）=（4000+1000）:（6000-1000），

解得 x=6，则工作总量为（2×6+4×6）×2=72。因此原计划 72÷（2+3）=14.4 天完成该项工程。故本

题选 D。

34.【参考答案】A

【 解 题 思 路 】 设 正 方 形 DEGF 的 边 长 为 x ， 则 三 角 形 ADE 的 面 积 为 ：

ADE△S = ABC△S - BDF△S - EGC△S - DEGF正方形S =24-9-4.5- 2x =10.5- 2x 。根据三角形相似原理可知， ADE△S ：

ABC△S =DE
2
:BC

2
，即

24
x5.10 2

= 2

2

12
x

，解得 x=3 厘米，因此正方形 DEGF 的面积为 3×3=9 平方厘米。故本

题选 A。

3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设黄、红盒子分别有 x、y 本书，根据题意可得，
3
1
x+

2
1
y=

2
1
y+10=

3
2
x，解得 x=30，

y=20。因此三个盒子共有 10+20+30=60 本书。故本题选 C。

36.【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120 棵树苗刚好种完，即每条边上种 30 棵（加上一个角上的一棵），则池塘的边长

为 30×2=60 米。若每隔 1.5 米种一棵杨树，则每边可以种 60÷1.5=40 棵（两边的角上分摊在每天边上，

因此这里算 1 棵），共需要 40×4=160 棵树苗，则还需要购进 160-120=40 棵树苗。故本题选 B。

3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方法一：逐步推导。第一次倒出的溶质质量为 20×80%=16 克，则加满清水后溶液的

浓度为
100

16%80100 
×100%=64%；第二次倒出的溶质质量为 20×64%=12.8 克，则加满清水后溶液的浓

度为
100

8.12%64100 
×100%=51.2%；第三次倒出的溶质质量为 20×51.2%=10.24 克，则加满清水后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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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的浓度为
100

24.10%2.51100 
×100%=40.96%。故本题选 B。

方法二：根据题意可知，每次倒出的溶液质量均为容器中溶液质量的
5
1
，则倒出的溶质质量也为容

器中溶质质量的
5
1
，即每次剩余的溶质质量为原来溶液中溶质质量的

5
4
。因此，三次之后，容器中还

有溶质 100×80%×
5
4
×

5
4
×

5
4
=40.96 克。此时溶液浓度为 40.96÷100×100%=40.96%。故本题选 B。

38.【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题意可知，大货车 6 小时运 120 吨，小货车 4 小时运 80 吨（均为来回一趟的时

间），两车效率相同，因此先共同运载。大货车运完 6 车后，小货车刚好运完 9 车，共运完 6×120+9

×80=1440 吨，还剩 1500-1440=60 吨，由小货车运载时时间最短。因此整个过程所用的时间只需考虑

小货车运完 10 车（最后一程为单程）的时间，为 9×4+2=38 小时。故本题选 B。

3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只有一个科目不及格的人数占 38%，即只有两个科目及格的人数占 38%。设此次考试

拿到该证书的人数占比为 x，即三个科目全部及格的人数占比为 x，根据容斥原理可得

45%+63%+56%-38%-2x+12%=100%，解得 x=19%。故本题选 B。

40.【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设 2018 年小明的年龄为 x，姐姐的年龄为 5x；7年后，小明的年龄为 x+7，姐姐的年

龄为 5x+7。根据题意可列方程：（x+7）:（5x+7）=2:3，解得 x=1 岁。因此 2022 年小明的年龄为 1+

（2022-2018）=5 岁。故本题选 D。

4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B项正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一个由中国倡议并主导的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

多边开发机构，简称亚投行。A 项亚太经合组织是亚太地区最具影响的经济合作官方论坛，C 项金砖国

家指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五个成长前景看好的新兴市场国家，D 项东盟即东南亚国家联盟。

故本题选 B。

4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D 项错误，唐朝的年限是公元 618～907 年。公元前 60 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

护府，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1884 年清政府在新疆设省。1949 年新疆和平解放。故本题选

D。

4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劳动力成为商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劳动者必须有人身自由，可以自由地支

配自己的劳动力；（2）劳动者丧失了一切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①④正确。

故本题选 C。

44.【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B项错误，微型计算机的发展是以微处理器的发展为表征的。其他三项说法均正确。

故本题选 B。

4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A 项符合，《个人所得税法》第 2 条规定，下列各项个人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1）

工资、薪金所得；（2）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3）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

（4）劳务报酬所得；（5）稿酬所得；（6）特许权使用费所得；（7）利息、股息、红利所得；（8）

财产租赁所得；（9）财产转让所得；（10）偶然所得；（11）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

“打假”获赔不在上述范围内，因此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B 项符合，《著作权法》第 20 条规定，作

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期不受限制。C 项不符合，《收养法》第 6 条规定，收养

人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1）无子女；（2）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能力；（3）未患有在医学上认

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4）年满三十周岁。单身公民若符合上述条件，可以收养孩子。D 项符合，

根据《民法通则》第 58 条的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民事行为无效。无效的民事行为，从

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赌博是违法行为，赌债不受法律保护和支持。故本题选 C。

46.【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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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行政许可包括普通许可、特许、认可、核准、登记。普通许可是准许符合法定条件的

相对人行使某种权利的行为，如游行示威的许可、烟花爆竹的生产与销售的许可等。特许是行政机关代

表国家向被许可人授予某种权力或者对有限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的管理方式，如出租车经营许可、排污许

可等。认可是对相对人是否具有某种资格、资质的认定，通常采取向取得资格的人员颁发资格、资质证

书的方式，如会计师、医师的资质。核准是行政机关按照技术标准、经济技术规范，对申请人是否具备

特定标准、规范的判断和确定，如电梯安装的核准，食用油的检验。登记是行政机关对个人、企业是否

具有特定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主体资格和特定身份的确定，如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设立、变更、

终止，工商企业注册登记、房地产所有权登记等。因此，A、B、C 三项均错误，D项正确。故本题选 D。

47.【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A、B 项人物与其主要贡献对应错误，应互换。C 项正确，证明大气压存在的著名实验

是马德堡半球实验，首次测定大气压强值的是著名的托里拆利实验。D 项错误，首先测定了热和机械功

之间当量关系的科学家是英国的焦耳。故本题选 C。

48.【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阿基米德原理，浸在液体里的物体受到向上的浮力，浮力大小等于物体排开液体

所受重力，即浮力=ρ液gV 排。根据受力平衡原理，当船浮在水面上时，其所受的重力和浮力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A 项正确。根据浮力公式可知，浮力大小由液体密度和排开液体体积共同决定，B、C、D三

项均错误。故本题选 A。

4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1994 年起，冬奥会与夏奥会以 2年为间隔交叉举行，而 1992 年第十六届冬季奥运会

是最后一届与夏季奥运会同年举行的冬奥会，A项错误。B 项正确。阿拉木图是史上第六个连续三次申

办冬奥失败的城市，是申请失败次数最多的城市之一，C项错误。北京 2022 年冬奥会的会徽是“冬梦”，

冬残奥会的会徽是“飞跃”，D项错误。故本题选 B。

50.【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A项正确。B 项错误，维也纳体系是 19 世纪初拿破仑战败后战胜国以制裁法国为目的

在欧洲大陆上建立的新均势体系，此时德意志尚未统一。C 项错误，华盛顿体系由《四国条约》《五国

海军条约》《九国公约》构成，《四国同盟条约》是维也纳体系时期的产物。D项错误，雅尔塔体系的

特点是美苏争霸，“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是雅尔塔体系崩溃后世界的新特点。

故本题选 A。

51.【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刑事诉讼法》第 20 条规定，中级人民法院管辖下列第一审刑事案件：（一）

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案件；（二）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根据《刑法》第 103 条的规定，

煽动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首要分子或者

罪行重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A 项甲所犯为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罪，该案件可由中级人民法

院第一审。B项中乙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可由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根据《刑法》第 141 条第一款

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者有

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致人死亡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

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C项中丙的行为致人死亡，可能判处

无期徒刑、死刑，则可由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根据《刑法》第 273 条的规定，挪用用于救灾、抢险、

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情节严重，致使国家和人民群众利益遭受重大损害的，对直接责

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D 项丁某所

犯为挪用特定款物罪，依法不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或死刑，即不属于中级人民法院第一审。故本题选 D。

52.【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B项错误，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的基本策略任务是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是洛川会议提出的。故本题选 B。

5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古体诗格律自由，不拘对仗、平仄，押韵较宽，篇幅长短不限，句子有四言、五言、

六言、七言体和杂言体。C项说法错误。故本题选 C。

54.【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A 项错误，北辛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原始社会较早期的一种文化遗址。B项错误，河

姆渡文化是长江流域上游地区古老而多姿的新石器时代文化。C 项错误，仰韶文化是黄河上游地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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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新石器时代彩陶文化。D项正确。故本题选 D。

55.【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B 项错误，维生素 B1 和维生素 C 在酸性溶液中稳定，但在碱性溶液中易被氧化和受

热破坏。故本题选 B。

56.【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A 项错误，我国的四大盆地中有“紫色盆地”之称的是四川盆地。B 项错误，我国的

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西南、西北和东北地区。C项正确，汉语、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和阿拉伯

语是世界主要的六种语言，也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使用人数最多的是汉语，使用范围最广的是英语。

D项错误，我国南北跨纬度大，最北到达北纬 53 度，最南到北纬 4度，南北跨将近 50 度，由于纬度的

差异，导致接受太阳辐射的不同，尤其在冬季时，太阳直射点在南半球，北半球太阳高度角较低，且纬

度越高，太阳高度角越低，气温也就越低，所以冬季时我国南北温差大。故本题选 C。

57.【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A、B、C 三项均是利用蒸发吸热来降温的。D 项利用的是升华吸热，干冰是极易升华

的物质，升华过程需要从周围吸收热量，从而使周围的温度降低，达到防止食品腐烂变质的目的。故本

题选 D。

58.【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按生产要素分配是凭借资本、技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而取得个人收入的分配

方式，李某把自家的 10 亩土地入股所获得的收入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①当选。李某是该公司的股东，

收入必然受公司经营状况的影响，②当选。按劳分配要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存在为前提，李某所在的企

业非公有制企业，其每月工资属于按劳动要素分配，不属于按劳分配，③不当选。李某所在的企业是有

限公司，不是股份有限公司，其收入不受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④不当选。因此，正确的有①②。故本

题选 A。

59.【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丙烯酰胺是一种白色晶体化学物质，含碳水化合物的食物在经油炸之后，都会产生丙

烯酰胺，研究已知丙烯酰胺可致癌，四个选项中，只有炸鸡是通过油炸而成，最有可能含有丙烯酰胺，

应减少食用。故本题选 D。

60.【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钛是 20 世纪 50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重要的结构金属，钛合金因具有强度高、耐蚀性

好、耐热性高等特点而被广泛用于各个领域，被认为是 21 世纪重要的金属材料。A 项说法正确，C、D

项说法错误。“21 世纪金属”广泛应用于航空、航天、化工、石油、电力、医疗、建筑、体育用品等

领域，B项说法错误。故本题选 A。

61.【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小说家和诗人为交叉关系，A 项奢侈品和首饰也为交叉关系。B项化学家属于科学家，

C项木雕属于工艺品，均排除。D 项自助游是背包客的旅行方式，排除。故本题选 A。

62.【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在开幕式上致辞，B 项在赛道上奔跑。A 项牧场不能溜冰，C 项在闭幕式上应该是致

谢，D项流言在网络上散播。故本题选 B。

63.【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栩栩如生”比喻艺术形象非常逼真，如同活的一样，“呼之欲出”比喻人像画得非

常逼真，似乎叫一声就能走出来，二者为近义关系；B项“听其自流”比喻不加约束、引导，听任自由

发展，“听之任之”比喻任凭事物存在发展而不去过问，二者为近义关系。A项“生机勃勃”比喻自然

界充满生命力，或社会生活活跃，“老气横秋”比喻自高自大，摆老资格，二者无明显联系，排除。C

项“防患未然”比喻在祸患发生之前就加以预防，“江心补漏”比喻临到紧急关头才设法补漏，二者为反

义关系，与题干关系不符，排除。D项“铤而走险”比喻无路可走的时候采取冒险行动，“畏缩不前”比喻畏

惧退缩，不敢前进，二者无明显联系，排除。故本题选B。

64.【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花儿因开放而飘香，描述的是花儿开放的过程；果实从苦涩走向香甜，描述的是果实

成长的过程。故本题选 B。

6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因为勤劳所以受到欣赏，因为欣赏所以提携，C 项因为灾难所以受到同情，因为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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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捐款。A、B、D三项词语间关系与题干关系不符，排除。故本题选 C。

66.【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煤炭、石油属于燃料，C 项土星、木星属于行星。A项海浪和潮汐不属于动能，排除。

B项太阳辐射产生热量，排除。D 项齿轮是怀表的组成部分，排除。故本题选 C。

67.【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通过练习使生疏变为娴熟，D 项通过加热使冰凉变为滚烫，后两个词均为形容词，且

互为反义词。故本题选 D。

6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选项逐一代入。A项“浏览文档”为动宾关系，“文件”不能用来“安装”，前后关

系不一致，排除。B 项“软件”不能用来“浏览”，“下载文件”为动宾关系，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

C项“浏览”和“撰写”无明显联系，“公文”是“文件”的一种，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浏

览网页”为动宾关系，“整理文件”为动宾关系，前后关系一致。故本题选 D。

69.【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选项逐一代入。A 项“严肃”和“大张旗鼓”无明显联系，排除。B 项，“清楚”和

“迷离恍惚”（形容模糊而难以分辨清楚）为反义关系，“严肃”和“油腔滑调”（形容说话轻浮油滑、

不诚恳、不严肃）为反义关系，前后关系一致。C 项，“清晰”和“迷离恍惚”为反义关系，“严肃”

和“不苟言笑”为近义关系，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D 项，“诚恳”和“迷离恍惚”无明显联系，排

除。故本题选 B。

70.【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解析：考古学属于历史学，力学属于工学。故本题选 C。

71.【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妖怪”的定义要点：①人类和神以外的生物；②多含贬义；③存在于人类想象与传

说之中；④难以运用科学方法证明其真伪。A 项“科学家研究表明”不符合④，不涉及妖怪，排除；B

项“祥瑞的象征”不符合②，不涉及妖怪，排除；C 项“传说”符合③，“深海之中”即难以运用科学

方法证明，符合④，“海怪”符合②，“巨大章鱼”符合①，涉及妖怪；D 项“主管”是人类，不符合

①，不涉及妖怪，排除。故本题选 C。

7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管理中吸引力”主要体现在“组织设置的目标以及表扬、奖励、奖金、荣誉、职务

晋升等”。D 项“为了在某地定居”与组织管理无关，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管理中吸引力。A项“响

应国家支援西部的号召”、B 项“得到额外的奖金”、C 项“评选上本年度优秀干部”均符合要点，排

除。故本题选 D。

73.【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投资计划”的定义要点：①公司；②未来获得更多的收益；③将现有收入变换为某

种资产并持有。A项“丙公司”符合①，“为了获得某地的矿产资源”符合②，“建厂”符合③，属于

投资计划；B 项“兴办希望小学”属于公益事业，不符合②，不属于投资计划，排除；C项“资助某偏

僻乡村修建一条水泥路”不符合③，不属于投资计划，排除；D 项“王某”是个人不是公司，不符合①，

不属于投资计划，排除。故本题选 A。

74.【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负债”的定义要点：①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②预期会导致经济利益流

出企业；③偿还期或具体金额在它们发生或成立之时就已由合同、法规所规定与制约。A 项“小王”是

个人不是企业，不符合①，不属于负债，排除；B 项“代表公司向其父亲借款”符合①②，“签订合同”

符合③，属于负债；C项“一周后”不是过去，不符合①，不属于负债，排除；D 项“所有财产被冲抵”

即经济利益已经流出企业，不符合②，不属于负债，排除。故本题选 B。

75.【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不良建筑综合征”的定义要点是“由于空气污染、空气交换率很低，以致于在该建

筑物内活动的人群产生一系列自觉症状，而离开了该建筑物后，症状即可消退”。A 项“猫毛过敏”产

生的原因是猫毛而不是空气污染或空气交换率低，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不良建筑综合征，排除；B

项“层高 2.4 米，使身高 1.9 米的他感觉压抑得喘不过气”产生的原因是层高过低而不是空气污染或空

气交换率低，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不良建筑综合征，排除；C 项“闻到刺鼻的味道，并感到头晕恶

心，离开后即好转”即室内空气被污染，符合定义要点，属于不良建筑综合征；D项“向下探望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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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感到一阵眩晕”即产生症状的原因是恐高而不是空气污染或空气交换率低，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

不良建筑综合征，排除。故本题选 C。

76.【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科学消费”的定义要点是“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促进经济和社会发

展、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A 项“很多家长竞相购买学区房”是盲目攀比产生的消费行为，不符合

“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不属于科学消费，排除；B 项“买东西时只选择便宜的”是无视产

品的优劣属性只看价格的消费方式，不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不属于科学消费，排除；

C项“貂皮大衣”即水貂皮原皮制成的大衣，不符合“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的消费观念，不属于科

学消费，排除；D项“作为自己的工作室”即符合人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要求，“买下郊外一处画室”

即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使用环保材料装修”即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进步，属于科学消费。故本题选 D。

77.【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纺织科学”的定义要点：纤维集合体生产和加工中所使用的机械（物理、力学的）

和化学方法。A项“化学纤维代替棉、毛、丝、麻来进行纺织”即使用化学方法生产纤维集合体，符合

定义要点，属于纺织科学，排除；B 项“缬染技艺用以给纺织品印上花纹”即通过化学和机械的方法给

纺织品印上花纹，符合定义要点，属于纺织科学，排除；C项“裘、革”是动物的皮毛，不属于纤维集

合体，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纺织科学；D 项“水力大纺车逐渐代替人力进行纺织”即通过机械的方

式加工纺织品，符合定义要点，属于纺织科学，排除。故本题选 C。

78.【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利基”的定义要点：①针对企业的优势细分出来的市场；②市场不大，而且没有得

到令人满意的服务；③产品推进这个市场，有盈利的基础。A项“缺口较大，但养殖的人少”符合②，

“某养殖公司成了本市第一个大规模养殖药用蜈蚣的企业”符合①③，符合定义要点，属于利基；B 项

“在当地著名的艺术街区开了一家摇滚主题酒吧”没有体现这个市场的大小及服务效果，不符合定义要

点，不属于利基，排除；C 项“没有盲人按摩”不代表没有其他按摩店，无法确定产品推进这个市场有

盈利的基础，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利基，排除；D 项“跟风成立”即不是针对企业优势细分出来的

市场，且没有体现该市场有无得到令人满意的服务，不符合定义要点，不属于利基，排除。故本题选 A。

79.【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操盘手”的定义要点：①金融证券期货市场中受计划指定买卖品种的人；②为大户

（投资机构）服务。A 项“囤积大蒜”不符合①，不属于操盘手，排除；B 项“替自己的父亲炒股”不

符合②，不属于操盘手，排除；C 项“自己的资产管理公司”不符合②，不属于操盘手，排除；D 项“就

职于某资产管理公司”符合②，“投资股票”符合①，属于操盘手。故本题选 D。

80.【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书证”的定义要点是“以文字、符号、图形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待证

事实”。A项杂志是以其留有的指纹来证明待证事实，而指纹并不是杂志所记载的内容或表达的思想，

不符合要点，不属于书证。B、C、D 项均是“以文字、符号、图形等记载的内容和表达的思想来证明待

证事实”，符合要点，均排除。故本题选 A。

81.【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第一组图形除两条斜线外，其余部分均相同，且任意一条斜线均将图形分成面积相同

的两部分，第二组图形亦遵循此规律。观察选项，只有 A 项符合。故本题选 A。

82.【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题干各图形经过黑点的线条数依次为：0、1、2、3、（4），各选项经过黑点的线条

数依次为：2、2、2、4，只有 D 项符合。故本题选 D。

83.【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题干每行前一个图形的阴影区域均按照逆时针方向移动一格，得到下一个图形。观察

选项，只有 A 项符合。故本题选 A。

8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由左边立体图可知，任一阴影三角形均与另外两个阴影三角形以点相交，排除 A、B

项。阴影直角三角形的边不与另外两个阴影三角形所在的面的边重合，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C。

85.【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①②⑤图形均有 4 条对称轴，③④⑥图形均只有 1 条对称轴。故本题选 A。

86.【参考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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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题干论点：饮用水反复烧开容易致癌。A、B项均没有说明饮用水反复烧开是否致癌，

与题干论证无关，排除。C 项指出烧水会浓缩硝酸盐，而硝酸盐致癌，加强题干论点，排除。D项指出

饮用水反复烧开增加的亚硝酸盐浓度不会达到致癌量，因此不会致癌，最能削弱题干论点。故本题选 D。

87.【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题干信息可翻译为：（1）种梧桐树→种柏树；（2）﹁种银杏树∨﹁种樟树→﹁种柏

树；（3）种樟树∀种梧桐树；（4）﹁种松树→﹁种樟树。已知种柏树，否定（2）的后件，可推出否

定前件，即“﹁（﹁种银杏树∨﹁种樟树）”，即“种银杏树∧种樟树”，排除 B、D 项。由“种樟树”

和（3）可知不种梧桐树；“种樟树”否定（4）的后件，可推出否定前件，即“种松树”，排除 C 项。

故本题选 A。

88.【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题干论点：要用煮沸过的开水或已过滤掉氯的水来蒸食物。论据：用锅蒸煮东西时如

果直接用自来水，自来水含氯，再经过加热后，由于锅盖是盖着的，氯会全部包覆在食物上，而氯又有

致癌的危险。A 项质疑氯的致癌危险，削弱论据，排除。B 项说明自来水中的氯基本可以忽略不计，能

够削弱论点，排除。C项讲的是锅盖盖上与否的问题，与蒸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水无关，不能削弱论点。

D项说明水中的氯不会包覆在食物上，削弱论据，排除。故本题选 C。

89.【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如果 p，那么 q”的负命题是“p且非 q”。三人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则小张和小李

预测的负命题均为真，即“小陈没有当选且小张当选”和“小李当选且小王没有当选”为真。假设小刘

没有当选，则小王、小刘和小陈三人都没有当选，小王的预测为真，不符合题干条件，因此假设不成立，

即小刘当选。由此可知，最终当选的有小张、小李、小刘 3 人。故本题选 C。

90.【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题干信息可翻译为：①﹁选派李科长→选派马科长；②﹁选派马科长→﹁选派李科长；

③选派马科长∨选派李科长。整合得﹁选派马科长→选派马科长，则“﹁选派马科长”为假，可知选派

马科长，再根据“要么选派马科长，要么选派李科长”可知不选派李科长，A项正确。故本题选 A。

91.【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解析：题干现象：大熊猫选择竹子作为主要食物，但它们并不能从竹子的主要成分纤

维素中获取必需的能量。A 项虽然说明了大熊猫选择竹子作为主要食物的原因，但不能解释其与“不能

从纤维素中获取必需的能量”之间的矛盾，排除。B项说明大熊猫从竹子的其他成分中获取能量，最能

解释题干现象。C项未说明淀粉对大熊猫的作用，不能解释，排除。D 项与 A 项同理，排除。故本题选

B。

92.【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题干论点：恶性心律失常已经是导致年轻人猝死的最主要原因。论据：21～30 岁患

者中，心律失常的检出率远超其他心脏疾病。A 项心律失常意味着要猝死无法说明恶性心律失常为年轻

人猝死的最主要原因，不能支持题干论点，排除。B 项“大部分为恶性心律失常”不一定会猝死，不能

支持题干论点，排除。C 项“猝死的年轻人中 90%是恶性心律失常”即通过数据证明题干论点，最能支

持题干论点。D项属于无关项，排除。故本题选 C。

93.【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由题干“日本一项最新研究发现……散布至距离地球 24 万公里处”可知不是美国研

究发现的，A 项不能推出。由“地球周围的氢原子是由紫外线照射水分子分解而来，像地球这样液态水

丰富的行星会不断分解产生氢原子，并散布到太空中”可知太空中有些氢原子是由行星大气层中的水分

子受紫外线照射分解而形成，B 项可以推出。题干未提及地球周围氢原子的具体分布情况和地球的高层

大气的主要组成成分，C、D项均不能推出。故本题选 B。

9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题干信息可翻译为：（1）3 号种大豆∨3 号种高粱∨3 号种花生→1号种玉米；（2）

4号种高粱∨4 号种花生→2 号种红薯∨5 号种红薯；（3）1 号地块种红薯。（3）“1 号地块种红薯”

否定（1）的后件，可推出否定前件，即﹁（3 号种大豆∨3号种高粱∨3 号种花生），等价于﹁3 号种

大豆∧﹁3号种高粱∧﹁3 号种花生，则 3 号地块只能种植玉米。（3）“1 号地块种红薯”又否定（2）

的后件，可推出否定前件，即﹁4 号种高粱∧﹁4 号种花生，则 4 号地块只能种植大豆，C 项正确。故

本题选 C。

95.【参考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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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老钱越来越担心健康出现问题”和“老钱有 25 年烟龄”之间是并列关系，不存在

推导关系，A项不能推出。题干第二句可翻译为①“﹁战胜欲望取得戒烟成功→付出健康的代价”，等

价于“﹁付出健康的代价→战胜欲望取得戒烟成功”，B项可以推出。题干仅提及“很多人在理性和欲

望之间徘徊”，C 项“所有人”不能推出。D 项“健康出现问题”肯定①的后件，不能推出必然性结论。

故本题选 B。

9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一段可知，2017 年 1～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17818 亿元，同比增

长 7.3%，增速比上年回落 1 个百分点，即 2016 年 1～10 月份同比增长 1%+7.3%=8.3%。根据间隔增长率

公式，2017年 1～10月份相对于 2015 年同期的增长率为 7.3%+8.3%+7.3%×8.3%≈16%。因此 2015 年 1～

10 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为
%161

517818


≈
.21

520000
≈433333 亿元，A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A。

9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2017 年 1～10 月，工业投资 190971 亿元，同比增长 3.3%，制

造业投资 158856 亿元，增长 4.1%。根据比重变化公式
M
N

×
b%1
%%


 ab

×100%，可知 2017 年 1～10 月，

制造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比重与上年同期相比变化了
190971
158856

×
%1.41
%3.3%1.4




×100%≈
20
16

×
04.1
008.0

×

100%≈0.6%，即上升 0.6 个百分点。故本题选 B。

98.【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第二段可知，2017 年 1～10 月，第二产业投资 193533 亿元，同比增长 2.7%，

则第二产业投资同比增长量为
%7.21

193533


×2.7%≈
026.1

194000
×0.027=

38
194000

≈5105亿元，D项与之最接近。

故本题选 D。

99.【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可知，2017 年 1～9月，水利管理业投资同比增速为 16.2%+0.3%=16.5%，公

共设施管理业投资同比增速为 23.4%+0.3%=23.7%，道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速为 24.7%+0.2%=24.9%，铁

路运输业投资同比增速为 0.4%+0.1%=0.5%。因此，2017 年 1～9 月同比增速最快的是道路运输业投资。

故本题选 C。

100.【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部分增长率大于总体增长率，则部分占总体比重同比上升，根据材料可知，2017 年 1～

10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同比增速为7.3%，分地区看，同比增速大于7.3%的有东部地区投资（8.1%）、

中部地区投资（7.4%）和西部地区投资（9.0%），则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同比上升的有 3个，

A 项错误。根据材料第四段可知，2017 年 1～10 月，基础设施投资 113103 亿元，同比增长 19.6%，则

2016 年 1～10 月基础设施投资为
%6.191

113103


＜
15.1

115000
=10 万亿元，B 项错误。根据材料可知，2017 年 1～

10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517818 亿元，同比增长 7.3%，第三产业投资 307189 亿元，增长 10%，则 2016

年 1～10 月，第三产业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为
517818
307189

×
%101
%3.71




×100%＞
520000
300000

×100＞

50%，C 项正确。材料只给出 2017 年 1～9 月同比增速，并未给出具体投资数值，无法得知 1～9月同比

增长量，D项错误。故本题选 C。

101.【参考答案】D

【解题思路】根据表格可知，2016 年在线旅游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率为（
2.4487

6138
-1）×100%≈

（
4500
6000

-1）×100%≈33%，D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D。

102.【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可知，2015 年第四季度在线餐饮外卖市场交易规模为
%5.551
1.231


≈

56.1
230

≈147

亿元，2015 年在线餐饮外卖市场交易规模为 530.6 亿元，则 2015 年第四季度在线餐饮外卖市场交易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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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占全年交易规模的比重约为
6.530

147
×100%≈

530
150

×100%≈28.3%，B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B。

103.【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表格可知，2016 年移动出行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长率为（
999
2038

-1）×100%≈

（
1000
2000

-1）×100%=100%。则按此增长率，2018 年移动出行市场交易规模将约为 2038×（1+100%）×

（1+100%）≈2000×4=8000 亿元，C 项符合。故本题选 C。

104.【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表格可知，2016 年在线餐饮外卖市场交易规模的同比增量为 1761.5-530.6≈

1760-530=1230 亿元，移动出行市场同比增量为 2038-999≈2040-1000=1040 亿元，在线旅游市场同比

增量为 6138-4487.2≈6140-4490=1650 亿元。由此可知，三个不同细分市场交易规模同比增量差距不大，

C项符合。故本题选 C。

105.【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表格可知，2015～2016 年在线旅游市场总规模为（4487.2+6138）亿元，明显超

过 1 万亿元，A项正确。根据柱形图可知，2016 年第二、三、四季度的在线餐饮外卖市场环比增量都高

于 100 亿元，根据第二小题的计算过程可知，2015 年第四季度的在线餐饮外卖市场交易规模约为 147

亿元，则 2016 年第一季度的环比增量约为 231.1-147＜100 亿元，B项错误。根据表格可知，2016 年移

动出行市场月均交易规模比 2015 年高
12
2038

-
12
999

=
12

9992038 
=

12
1039

＜100 亿元，C项错误。根据柱形

图可知，2016 年下半年在线餐饮外卖市场交易规模比上半年高
1.2313.363

1.2313.3639.4932.673



＜

230360
230360495675




=
590
580

＜1 倍，D 项错误。故本题选 A。

106.【参考答案】A

【解题思路】根据材料可知，该研究设计院报告期 1 级岗人均工资为
24
32

＞1 万元，2级岗人均工资

为
60
50

＜1 万元，3 级岗人均工资为
180
140

＜1 万元，4 级岗人均工资为
310
130

＜1 万元。因此该研究设计院

报告期人均工资最高的是 1 级岗。故本题选 A。

107.【参考答案】B

【解题思路】根据图 1 可知，该研究设计院报告期工资总额为 32+50+140+130+104+350=806 万元，

基期工资总额为 28+60+102+112+150+335=787 万元。因此该研究设计院报告期工资总额较基期的增长率

为
787

787806 
×100%=

787
19

×100%≈
790
20

×100%≈2.5%，B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B。

108.【参考答案】C

【解题思路】根据图 2 可知，2 级岗报告期职工人数较基期变化幅度为
80
8060 

×100%=
4
1
×100%，

3 级岗为
160

160180 
×100%=

8
1
×100%，4 级岗为

320
320310 

×100%=
32
1

×100%，5 级岗为
600

600400 
×

100%=
3
1
×100%。比较四个分数可知，变化幅度最小的是 4 级岗。故本题选 C。

109.【参考答案】A

【 解 题 思 路 】 根 据 第 二 小 题 和 材 料 可 知 ， 在 基 期 中 ， 全 院 人 均 工 资 为

14006003201608024
787


=
2584
787

＜0.4 万元。1 级岗人均工资为
24
28

＞1＞0.4 万元，排除 B、C项；

2级岗人均工资为
80
60

=0.75＞0.4 万元，排除 D项。故本题选 A。

110.【参考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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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题思路】根据图 1 和第二小题可知，在基期中 6 级岗工资总额为 335 万元，1～5 级岗位工资

总额之和为 787-335=452 万元＞335 万元，A 项错误。根据图 2 可知，报告期职工数较基期减少主要是

因为 5 级岗职工数减少，B 项错误。根据图 1 可知，1 级岗位职工报告期工资总额较基期变化幅度为

28
2832 

×100%=
7
1
×100%，2 级岗为

60
6050 

×100%=
6
1
×100%，3 级岗为

102
102140 

×100%=
51
19

×100%，

4 级岗为
112

112130 
×100%=

56
9

×100%，5 级岗为
150

150104 
×100%=

75
23

×100%，6 级岗为
335

335350 
×

100%=
67
3

×100%，比较六个分数可知，6 级岗位变化幅度最小，C项正确。根据图 2 可知，报告期和基

期职工数按岗位 1～6 级，由上向下排列，数值均逐渐变大，呈现金字塔结构，D 项错误。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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