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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职测模拟卷答案及解析

第一部分 常识判断

1.【答案】C

【解析】凡是认为思维能够正确反映存在的，都是可知论，凡是认为思维无法正

确反映存在的，都是不可知论。标准就是思维与存在是否具有统一性的不同回答。

2.【答案】A

【解析】“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渊，不知地之厚也。”这句话的意思

是说不攀登高山，就不知道天有多高;不下临深渊，就不知道地有多厚。说明了

只有亲身登过高山、下过深渊才能认识到天的高度、地的厚度，强调了实践在认

识客观事物过程中的决定作用。即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

3.【答案】D

【解析】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关系原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哲

学依据。 第一、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才能找到适合自己国情的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鲜明地体现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第二、掌握矛盾普遍性和

特殊性的辨证关系原理,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两个含义:一是社会主

义，一是中国特色。作为社会主义,其基本特征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按劳

分配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消灭，人民民主专政等等,从辨证法的观点看,这些就

是矛盾的普遍性。所谓中国特色,就是中国的具体特点中国的国情,具体边县为中

国的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生活方式,传统习惯,政治经济现状等,从辨证法的观点

看,这些就是矛盾的特殊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把作为矛盾普遍性的社会主义的原则同作为矛盾特殊性的中国国情结合起来了,

充分提乡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辨证统一,是运用唯物辨证法的思想结晶,掌

握了矛盾普遍性和特殊的辨证原理，才能深刻理解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

大意义。

4.【答案】B

【解析】土地革命战争前期，毛泽东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实践基础上，发

表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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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等文章，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

权”的道路，成为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

5.【答案】B

【解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它贯穿于邓小平

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邓小平理论的全部内容，都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

产物。“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

的基本理论问题，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题。

6.【答案】D

【解析】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科学发展观核心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党的十

六大以来党中央突出强调的一个重要思想和基本要求。

7.【答案】C

【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制.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其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自由、平

等、公正、法制是社会层面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个人层面的。 所以

社会层面的要求是自由、平等、公正、法制。

8.【答案】B

【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最根本的是要增强自主创

新能力，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

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9.【答案】C

【解析】“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

面从严治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更完整地展现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总

体框架，使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

方向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这对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

上新台阶提供了强力保障。

10.【答案】D

【解析】言论自由属于政治自由权。

11.【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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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C拘役属于刑罚。

12.【答案】C

【解析】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

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任。紧急

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伤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

除处罚。

13.【答案】B

【解析】定金”指为保证合同的履行，消费者预先向家具销售者(卖方)交纳一定

数额的钱款。合同上是 “ 定金 ” 的，依据《合同法》相关规定，一方违约时，

双方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执行;如果无约定，销售者违约时，“定金”双倍返还;消

费者违约时，“定金”不返还。“定金”的总额不得超过合同标的的 20%。

14.【答案】C

【解析】财政政策主要分为紧缩性财政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

是通过增加税收而增加财政收入，或通过压缩财政支出来减少或消灭财政赤字，

以至出现或增加财政盈余，达到抑制或减少社会总需求，乃至消除需求膨胀的效

应。扩张性财政政策是通过减税而减少财政收入，或通过扩大财政支出的规模，

来扩大社会需求。

15.【答案】C

【解析】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类需要层次论，认为人的需要有五个层次，

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

16.【答案】B

【解析】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是推断家庭

生活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

17. 【答案】D

【解析】中国南极科考站目前总共有 4个，分别是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国南极中

山站、中国南极昆仑站和中国南极泰山站。

18.【答案】B

【解析】青海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内陆咸水湖

19.【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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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隋朝是由杨坚建立。

20.【答案】B

【解析】古代把晚上戌时作为一更，亥时作为二更，子时作为三更，丑时为四更，

寅时为五更。前半夜 11 时至 1时为“子时”，午夜 1时至 3时为“丑时”，后半

夜 3时至 5时为“寅时”，早上 5时至 7时为“卯时”，上午 7时至 9时为“辰时”，

9时至 11 时为“巳时”，11 时至下午 1时为“午时”，中午 1时至 3时为“未时”，

3时至 5时为“申时”，下午 5时至 7时为“酉时”，晚上 7时至 9时为“戌时”，

9时至 11 时为“亥时”。

第二部分 语言理解与表达

21.【答案】B

【解析】本题的突破点在第一空。由“她的生命力是那样的旺盛”可 知，第一

空填“脉搏”与后句生命力的语义衔接最密切。第二空中，“优雅的气质”也 与

“淙淙”、“潺潺”所表达的柔美意境相吻合。本题答案为 B。

22.【答案】B

【解析】“暗示”指不明说，而用含蓄的话或动作使人领会。多指人 的言语或动

作而言，不符合题意，排除 D。“告诉”过于口语化，且与“无声”矛盾， 排除

C。“启发”侧重于“发”，是指通过一定的方式阐明事例，促使对方思考、领悟；

“启示”侧重于“示”，指直接揭示事物中的道理，让人有所认识，提高。历史

遗存的存在是为提醒人们认识到历史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题中并未涉及到阐明

事例，促使对 方思考这一层，故“启示”符合语意要求。第二空中“割断”填

入也恰当。本题答案为 B。

23.【答案】C

【解析】第三空中所填词语应与“担当”构成语义上的并列关系，“担 当”意为

勇于承担责任，选项中与此相符的为 B、C 项。第二空中，“乌托邦”表示某 些

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建议、愿望、计划等。C 项的“苛求”填入句中与乌托邦

思维 看待现实改革的态度相符。本题答案为 C。

24.【答案】D

【解析】由“乃至”可知，第二空所填词语应与“浅薄”、“虚伪” 构成递进关

系，在程度上更重。据此排除与此不符的 A、C 项。第一空中，与前文的“审 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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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包含的看的意思最接近，D 项的“检阅”与句意最相符，第三空中“过程”与

后 文的“结果”也对应恰当。本题答案为 D。

25.【答案】B

【解析】由“不是文人杜撰出来的”、“来源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 实践”可知，

空缺处所填成语应含有空谈理论、脱离实践之意。“生搬硬套”指不顾实 际情况，

照抄模仿别人；“想入非非”形容脱离实际，幻想不能实现的事。据词义排除 C、

D 项。第二空中，“发扬”与“文化”、“历史”不搭配，排除 A。本题答案为 B。

26.【答案】B

【解析】B。根据文段“美好的记忆”、“删除记忆”可知，文段谈论的核心话题

为“记忆”， B项“忘却”即忘记，与“记忆”形成对应，且与“痛苦”搭配得

当，符合语境。

A项“逃离”指逃脱离开；C项“摆脱”指冲破束缚和障碍获得自由，均表示脱

离痛苦的行为和做法，文段强调的是去除头脑中的记忆，而非具体的行为，排除。

D项“体验”与“删除记忆”的意思相悖，排除。

故正确答案为 B。

27.【答案】A

【解析】

根据文中“单靠一种”、“只有充分挖掘和利用各种不同禀性的文明价值资源”可

知，所填成语表示只靠这一种并不足够，应付不过来。B项“格格不入”形容彼

此不协调，不相容，文段强调的是力量不够而非不协调，排除；C项“于事无补”

指对事情毫无补益，用在此处程度过重，排除。A项“捉襟见肘”、D项“顾此失

彼”语义相近，均能表达应付不过来的意思，但是相较于“顾此失彼”，“捉襟见

肘”更加生动形象，且通常与“显得”搭配使用。

故正确答案为 A。

28.【答案】C

【解析】

第一空，根据文段信息“淘汰那些失效的语词”、“自我筛选自我净化”可知，此

处表示把失效的词语去除，达到净化的效果。C项“过滤”指通过把不良成分分

离出去实现净化，与文段对应恰当，当选。A项“更新”、B项“完善”均体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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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筛选和净化的过程，排除。D项“修正”指改正错误使之正确，文段并非改正

错误，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遗忘”与后文“利用时间效应”形成对应，符合语境。

故正确答案为 C。

29.【答案】A

【解析】

第一空，根据“如果互联网要变成一个全球化的体系”可知，此处表示“开放、

合作和透明的管理模式”是其必须具备的条件，A 项“必不可少”、C项“不可或

缺”用在此处均可。B项“与生俱来”表示一生下来就是如此，与作用无关，排

除。D项“事半功倍”强调效率高，文段说明的是“管理模式”不可缺少而非效

率高低，排除。

第二空，根据“采纳”“分享”可知，此处表示“这种模式”带来的好处和价值，

A项“回报”符合文意，当选。文段并没有体现“创新”的做法，排除 C项。

故正确答案为 A。

30.【答案】B

【解析】

第一空，根据“不断缩短空间的距离”可知，此处表示“空间”的阻隔，强调的

是在不同地点，B项“地域”与“空间”对应恰当，当选。A项“时空”既包含

时间，又包含空间，而文中只是提到了空间的间隔，“时间”并不存在阻隔，排

除；C项“环境”、D项“信息”与空间距离无关，均排除。

第二空代入验证，“初衷”指最初的愿望或心意，填入文段契合文意。

故正确答案为 B。

31.【答案】D

【解析】文段首先由个人追求成功对社会发展的意义引出阅读的定位 问题，然

后指出把阅读定位于寻找成功秘诀的功利思想，会把阅读狭窄化。由“阅读或 许

会有功利的、实用的方面，但在更长时间、更广视野里，它更是审美的、非功利

的” 可知，文段反对放大阅读的实用性而忽视其审美性的做法。B 项阐述好书

的标准、C 项 围绕“成功的理解”展开，均脱离了“阅读定位”这一论述对象，

可排除。A 项“不应 以‘有用’为目标”表述绝对，与“阅读或许会有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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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的方面”不符，故排除。 本题答案为 D。

32.【答案】C

【解析】由“启动社会需求对经济拉动的杠杆作用将会是下一个经济 周期的主

要动力”可知，“杠杆作用”指的是社会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首先排 除

B、D。由“向消费型经济的转型是必由之路”、“对消费需求的进一步上升”可知，

A 项的“较少的社会需求”与文意不符，排除 A。本题答案为 C。

33.【答案】B

【解析】文段首先指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把民主选举搞得好一些， 实一些。

然后提出了有些人关于促进民主选举的主张——扩大差额选举范围和比重，并

对此进行了评价。最后得出结论：无论是发展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应该首

先避免 形式主义，在提高真实度和有效性上下功夫。B 项与末句意思相符，为

正确答案。

34.【答案】C

【解析】文段首先指出少年儿童的阅读方式正在发生改变，并通过调 研说明“微

阅读”已成为少年儿童阅读的“新宠”，接着指出每种阅读都存在明显的优 势与

劣势，最后由“因此”总结说明我们应在少年儿童中倡导多元化阅读方式。文段

围 绕“少年儿童的阅读”展开，B 项脱离了这一主题，排除。A、D 项表述正确，

但均未 涉及“多元化阅读方式”，本题答案为 C。

35.【答案】D

【解析】文段第一句提到“主因是疾病认知、治疗模式的改变”，A 项“得益于

其艺术发展的成就”无法得出，排除。由“人们发现很多疾病都与心理因素 有

关”可知，B 项的“所有疾病”表述过于绝对，排除。文段只是指出艺术治疗的

理论 很薄弱，由此并不能推出其与大众接受程度的因果关系，且“很难被大众

普遍接受”文 段未曾涉及，排除 C。本题答案为 D。

36.【答案】A

【解析】③总说手工的意义，作为首句更恰当，由此可排除 C。分析 可知，①

中的“这些信息”指的是②末尾的“丰富的历史信息”，因此这两句应紧密相 连，

且顺序为②①，由此可排除 D。⑤④讲的是抢救的价值和时间的紧迫性，与“因

为” 后面所述原因连接更紧密。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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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答案】C

【解析】分析可知，④中的“这种形象”指的是②中“以形感人”的 “形”，因

此这两句应紧密相连，且顺序为②④，由此可排除 B。⑤中的“这些建筑形 象”

指代的是①句的“绮窗”和“栏边”，故⑤应紧接①后，排除 D。②④由唐诗的

艺 术特征引出“建筑”这一话题，①⑤举例说明唐诗中建筑形象诗化的现象，

故②④应在 ①⑤之前，排除 A.。本题答案为 C。

38.【答案】B

【解析】一般叙述逻辑为，先给出问题，再引出解决办法，由此可知， ⑤句更

适合做首句，排除 C、D。再分析五个句子可知，⑤和②分别从两个方面引出发 展

中国家面临的能源问题，它们应该紧密相连。故 B 为正确答案。

39.【答案】B

【解析】题干说“这种巷……有如古代的少女，躲在偏僻的深闺，轻 易不肯抛

头露面”，将巷比作古代深闺中不轻易抛头露面的女子，分析四个选项的首句，⑥、

⑤、③、⑦句，根据话题统一原则，只有⑤句是紧承上句将巷比作女子描述的，

故 ⑤句应为首句，本题答案为 B。

40.【答案】D

【解析】由冒号可知，横线处的句子是对其后内容的概括。A 项“审 判台”、“史

家”与文段论述内容脱节，排除；B 项，冒号后的内容清楚地解释了矛盾 的状

况，故 B 项“不能轻易说清楚”说法错误，排除。C 项只体现了艺术家庸俗的

一面， 未阐述其高雅的一面，无法全面概括冒号后的内容，排除。D 项的“二

元论”对应于冒 号后“庸俗”与“高雅”两方面。故本题答案为 D。

第三部分 数量关系

41.【答案】A

【解析】设猫每天吃的食品中含 Ax 克，则有 10％x+（300-x）×15％＝38，解

得 x＝140。则食物中物品 A占 140/300＝7/15≈47％。

42.【答案】D

【解析】设答对了 x道，则有 3x-（50-x）＝82，解得 x＝33。

则答错了 50-33＝17 道，故二者之差为 33-17＝16，选 D。

43.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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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题意得：不会骑自行车的人数为 85-68＝17 人。不会游泳的人数为

85-62＝23 人。

则：不会骑车会游泳的人数为 17-12＝5 人。不会游泳会骑车的人数为 23-12＝

11 人。

所以既会骑车又会游泳的人数为：85-12-5-11＝57。

44. 【答案】A

【解析】本题思路同上题，两次测验都得满分的人数为：50-（50-26-17）-

（50-21-17）-17＝14。

45. 【答案】A

【解析】根据题意得：干完此项工程共需的天数为：(1-1/2)÷1/4+1＝3。

46.【答案】D

【解析】设圆珠笔有 X 支，则铅笔有（3X+50）支，由已知条件，可列方程为

3X+50-X=290，解得 X=120，题中所求应为 120+120×3+50=530 支。

47【答案】B

【解析】根据题意，每次冲洗后，衣服上会残留一些污垢的四分之一，那么要最

后残留的股沟少于初始污垢的 1%，即
1
4

n
＜

1
100

，因为
1
256

＜
1
100

＜
1
64
，所以最少

需要 4次，故选 B。

48【答案】D

【解析】“减价出售的钢笔支数是原价出售的 4 倍”说明钢笔总数是 5 的倍数，

故选 D。

49.【答案】B

【解析】行程问题——比例法。路程一定，速度和时间成反比。车故障前、后的

速度比为 4:3，则行驶 72 千米故障前后所用时间比为 3:4，且行驶 72 千米的时

间差为 0.5 小时，可得：行驶 72 千米在故障前需要 1.5 小时、故障后需要 2 小

时，故障前、后的速度分别为 48 千米/小时和 36 千米/小时。从丙地到乙地的计

划时间为（2×60-40）×3=240 分钟=4 小时，则甲、乙全程需要 2+4=6 小时，甲、

乙全程为 48×6=288 千米，故选 B。

50.【答案】D

【解析】首先从 4 个处室中选出两个处室。则有 � 2
4
� 6种选择；然后再从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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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两个处室中，每个处室选出一名选手，共两名去参加比赛，则有 � 1
�

� 1
�
�

�种选择，因此总共有 6×9=54 种不同的方法。

第四部分 逻辑推理

一、图形推理

51.【答案】B

【解析】每行的组成元素都相同，第三行缺少两条横线、两个白圆圈、 一个开

口向上的曲线和一条竖线组成的图形，B 项符合。

52.【答案】B

【解析】每组第一个图形的内部为第二个图形的外部，第二个图形的 内部为第

三个图形的外部。应选择一个外部为圆的图形，只有 B 项满足。

53.【答案】B

【解析】每组图形均可一笔画画成，选择 B 项。

54.【答案】C

【解析】内部图形依次向右移动且顺时针旋转 90°。

55.【答案】D

【解析】图形的封闭区域数依次为 6、5、4、3、（2），选 D 项。

二、定义判断

56.【答案】D

【解析】不安抗辩权的定义要点是：①互负债务；②先后履行顺序； ③先履行

一方有确切证据表明另一方丧失履行债务能力。A 项乙公司并不是先履行一方，

不符合定义；B 项“同时”不符合要点②；C 项是老汪自己一方不能履行，不符

合要点 ③；D 项符合定义。故答案选 D。

57.【答案】D

【解析】不当得利定义的关键信息是：没有法律上或合同上的根据， 使他人受

损而自己取得的利益；债务人有返还的义务，债权人有请求返还的权利。A、B、

C 三项均没有请求返还的权利，排除。故答案选 D。

58.【答案】C

【解析】归谬法定义的关键信息为：为反驳一个命题，先假设其成立， 再推出

错误。C 项为反驳“人死后是有灵魂存在的”，先假设其是正确的，再由现在地 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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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并没有“灵满为患”而证明其是假的，进而推出人死后是没有灵魂存在的。故

答案 选 C。

59.【答案】B

【解析】金融诈骗罪的定义要点为：①以非法占有为目的；②采用虚 构事实或

者隐瞒事实真相的方法；③骗取公私财物或者金融机构信用。B 项符合所有要 点，

故答案选 B。

60.【答案】D

【解析】互联网广告的定义要点是：①通过网站、网页、互联网应用 程序等互

联网媒介；②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或其他形式；③直接或间接地推销商 品

或服务的商业广告。A、B、C 三项均符合互联网广告的定义；只有 D 项灯箱广

告不 是通过互联网媒介，不属于互联网广告。故答案选 D。

61.【答案】D

【解析】习得性无助的结果是：感到无能为力，丧失信心，陷入无助 的心理状

态。A、B、C 三项均符合定义的结果；只有 D 项还在坚持着继续努力，未体 现

丧失信心，陷入无助。故答案选 D。

62.【答案】A

【解析】近因效应定义的关键信息为：新近获得的信息比原来获得的 信息影响

更大。A 项喜欢新的厌恶旧的体现了定义关键信息，符合定义；B、D 两项未 体

现信息的先后获得；C 项体现的是原来获得的信息比新近获得的信息影响更大，

与近 因效应意思相反，不符。故答案选 A。

63.【答案】D

【解析】G2B 服务模式的主体为政府与企业。A、C 两项未涉及政府， B 项未涉

及企业，均不符合定义；D 项符合定义。故选 D。

64.【答案】D

【解析】网络暴力的定义要点是：①行为主体的网络行为；②对当事 人造成实

质性伤害。A 项非法传销行为只是通过网络发展下线，并非该网络行为对当事 人

造成伤害，不符合要点①；B、C 两项都未对当事人造成实质性伤害，不符合要

点②； D 项符合定义要点。故答案选 D。

65.【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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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人事外包的定义要点为：①某一项或几项人力资源管理工作 或职能；

②交由其他企业或者组织进行管理。A 项外派小刘参加培训班仅是个人安排，不

涉及工作或职能外包，不符合①②。故答案选 A。

三、类比推理

66.【答案】D

【解析】题干三项都是体育盛会，后者的覆盖范围包含前者，D 项有 相似关系。

故答案选 D。

67.【答案】B

【解析】剪刀用来剪纸，做成窗花；锄头用来耕地，种出庄稼。

68.【答案】B

【解析】炙热比温暖的程度更深；震耳欲聋比响亮的程度更深。

69.【答案】B

【解析】装腔作势表示做作、不自然，B 项自以为是表示不谦虚，均 为反义关

系。A 项乳臭未干表示幼稚、年轻，与粗鲁无关；C 项游手好闲表示懒散，不 愿

意工作，与忙碌也并非反义；D 项开门见山表示说话直截了当，与直接是近义关

系。 故答案选 B。

70.【答案】C

【解析】用语言交流，用电脑办公，前者是后者的工具。B 选项桌子 主要是用

来辅助写字的，所以不如 C 恰当。故答案选 C。

四、分析推理

71.【答案】D

【解析】题干“汽车尾气中的二氧化氮可以改变空气中一些植物蛋白 质的特性，

使其成为能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的过敏原”推出“城市中过敏性疾病的发病率 升

高是由于汽车保有量的增加”。A 项不是主要来源，不能否认汽车尾气没有影响，

削 弱力度较弱；B、C 项为无关项；D 项指出过敏性疾病发病率的提高是由于医

疗水平的 提高，最能削弱题干结论。故答案选 D。

72.【答案】C

【解析】由题干可知，三人中有一人的预测是正确的。代入 A 项，小 李、小高、

小王三人的话都对，矛盾；代入 B 项，三人的话也都对，矛盾；代入 C 项，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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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的话对，小高和小王的话错，符合题意；代入 D 项，小李和小王的话都对，

矛盾。 故答案选 C。

73.【答案】C

【解析】题干结论为：人一旦过了 45 岁，幸福感就会稳步上升。A、 B、D 三

项从人的能力、心理健康及压力等方面解释了 45 岁之后幸福感会稳步上升的原

因；C 项英美国家经济发达，有利于国民幸福感增强，和题干的年龄对幸福感的

影响无 关。故答案选 C。

74.【答案】B

【解析】题干论证为：作坊所在地离贵族居住地有一定的距离→作坊 制作的珠

宝是供给一些中等阶级而不是供给贵族的。要使该论证成立，就要指出没有别 的

因素影响结论，B 项是必须假设的，否则，如果提供送货上门服务，题干结论就

不能 推出。A 项显然不是题干的假设；C 项手工艺人的身份与题干论证无关；

即使他们的产 品原料与供贵族享用的珠宝所用的原料相同，也可以供给中产阶

级，题干论证仍然成立， D 项也不是必须假设的。故答案选 B。

75.【答案】D

【解析】总经理的方案是一个联言命题：A（钱塘高架和华泰花园至 少开工一个）

且 B（振兴小区不上马），董事长不同意，即同意其负命题，其负命题是 非 A 或

非 B，等值于如果 A，那么非 B，即如果钱塘高架或华泰花园有一个上马，那么

振兴小区也要上马，与 D 项表意相同。故答案选 D。

76.【答案】B

【解析】由题干可知，没有啤酒广告后，该国依然有严重的酗酒现象， 则一定

有其他原因导致酗酒，而不能说明啤酒广告是不是酗酒的原因，只能推出 B 项。

故答案选 B。

77.【答案】A

【解析】题干观点是技术进步对解决温室效应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若 技术进步

不可实现则题干观点是没有意义的，所以题干推理的前提是技术进步是可以实

现的。A 项表明了这一条件。故答案选 A。

78.【答案】B

【解析】由（1）可以排除 A 项；由（1）和（5）可知，一定要选拔 C， 排除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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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由（4）可以排除 C 项。故答案选 B。

79.【答案】D

【解析】题干第一句等值于：飞行员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并且飞机在 起飞前经

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并且没有出现特殊意外⇒飞机不会失事。是一个充分 条

件假言命题。题干最后一句否定了后件，可以推出否定的前件，即“或者飞行员

没有严格遵守操作规程，或者飞机在起飞前没有经过严格的例行技术检验，或者

出现了特殊 意外”。再根据选言命题的有效推理规则，选项中只有 D 项正确。

故答案选 D。

80.【答案】A

【解析】题干的逻辑关系为：（1）音乐会被取消⇒坏天气或预售票卖 得太少；

（2）音乐会被取消⇒退款。对于充分条件假言命题，肯定后件不能肯定前件，因

此由观众得到了退款，并不能推出音乐会被取消，因此也就不能再由预售票已卖

得足 够多，得出是预报了坏天气的缘故。因此题干的错误就在于，由肯定后件

推出了肯定前 件，A 项指出了这种错误。故答案选 A。

五、程序推理

81.【答案】A

【解析】银行正常营业是事件的起始状态，只有运钞车送来大量现金， 才会被

冲入银行的两名蒙面男子劫走，然后（蒙面男子）携带巨款进入的士，最后汽车

撞到路边树上。故答案选 A。

82.【答案】D

【解析】走出超市的时候报警器鸣叫才会进行检查，结果发现是消磁 器出现故

障，证明是受到冤枉。故答案选 D。

83.【答案】B

【解析】按照事件发生的逻辑顺序进行排序。先预订机票、寄发行李， 但是在

接到电话后，改变主意，决定留下来。故答案选 B。

84.【答案】D

【解析】本题描述的是一个人由好变坏的事件。因出生穷苦农家，乡 间民风淳

朴，所以一直乐在其中，默默辛苦劳作。但进到城里后，贪念遂生，竟成小偷。

故答案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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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答案】A

【解析】先发现硝石有助燃作用然后才据此发明了火药，⑤在①之前，排除 C、

D 两项；火药被用于军事是传到国外之后的事情，②在④之后，排除 B项。故答

案选 A。

第五部分 资料分析

86.【答案】C

【解析】由文字材料第一段可知，所求为
5426
7�56

� 0.68�，因此选择 C。

87.【答案】A

【解析】由文字材料第二段可知，所求为 4792-1508=3284，选择 A。

88.【答案】D

【解析】由文字材料第二段可知，所求为 17.9%+4.7%=22.6%，选择 D。

89.【答案】C

【解析】由文字材料第五段可知，所求为
10466
1−0.1%

� 104��。选择 C。

90.【答案】B

【解析】A 项，由文字材料最后一段可知，2014 年 2 月末商品房代售 面积比

去年末增加 2102 万平方米，故 A 项正确；B 项，由文字材料第六段可知，东

部 和西部地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但中部地区是同比增长的，故 B 项错

误；C 项， 由材料第三段可知，2014 年 1-2 月房屋新开工面积 16693 万平方

米，其中住宅新开工面 积 12279 万平方米，显然住宅新开工面积所占的比重超

过 50%，故 C 项正确；D 项，由 文字材料第五段可知，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额增

长 7.9%，而住宅销售额下降 5.0%，故 D 项正确。综上，错误的是 B 项。

91.【答案】A

【解析】由表格第二行至第六行的数据可知，工资性收入为 5487 元， 同比增

长 10.2%，经营净收入为 1406 元，同比增长 9.0%，财产净收入为 728 元，同

比 增长 11.3%，转移净收入为 1243 元，同比增长 9.2%，增长率都比较接近，

比较现期量 的大小，很明显工资性收入 5487 元远远大于其他数据，所以工资

性收入在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中增长最多。

92.【答案】C

【解析】由表格数据可知，在居民人均消费各项支出中，除其他商品 及服务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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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外，支出最多的是食品 1620 元，支出最少的是娱乐教育文化及服务 285 元，

二者之差为 1620-285=1335 元。

93.【答案】D。

【解析】由表格可知，所求为
10682
1+�.0%

÷
57��

1+10.�%
− 1，

利用错位加减法进行估算，
10682
1+�.0%

÷
57��

1+10.�%
− 1

�
10682
57��

×
1 + 10.�%
1 + �.0%

− 1

≈
10682 + 200

57��
÷

1.11
1.0� + 0.02

− 1

≈
10882 − 57��

57��

�
508�
57��

� 0.87�

选择 D。

94.【答案】B

【解析】查找表格中的数据可知，城镇常住居民人均生活各项消费支出中家庭设

备用品及服务是 355 元，同比增长 7.0%，同比增长了
�55
1+7%

× 7%＜
�55

1+ 1
14

×
1
14
�

�55
15

� 2�.7，选择偏小的 B。

95.【答案】B

【解析】A项，通过查找表格可知，2014 年第一季度可支配收入中位数的增速为

12.9%＞10%，故 A 项错误；B项，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的工资性收入为 3438

元，城镇为 6701 元，故农村比城镇少
6701−�4�8

6701
� �26�

6701
� 48.�%，接近一半，故 B

项正确；C项，通过查找表格可知，衣着的消费支出增速为 8%，不到 10%，故 C

项错误；D项，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为 794 元，娱乐教育文化及服务为 346 元，

二者之和为 794+346=1140 元，故 D项错误。综上，正确的是 B项。

96.【答案】D

【解析】根据图可知，2011 年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

34.8%+29.5%=64.3%，则所求为 76420×64.3%≈77000×64%=49280 万人，选最接

近的 D项。

97【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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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第三段，2011 年参保职工占比为
21565
28��1

≈
21565
28400

� 76%，且小于该数；

2010 年占比为
21565−216�
28��1−2684

� 1�402
25707

� 1�402
25700

� 75%，且略大于该数，所以答案选 C。

98.【答案】A

【解析】根据第四段，“年末纳入社区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共 4725 万人，占企业

退休人员总数的 77.3%”，可知所求为 4725÷77.3%=61XX 万人，根据首数法选 A

项。

99．【答案】B

【解析】根据第三段、第五段可知，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8391 万人，

总收入为 16895 亿元，则所求为 16895÷28391＞0.5 万元/人=5000 元/人，只有

B符合。

100．【答案】D

【解析】大致浏览选项，C、D较简单，先看 C、D项：

C项，由图可知，只有 2009~2011 年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超过三分之一，只有 3年，

C错误；

D 项，由图可知，2007~2011 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逐年增加，D 正确，

直接选 D。

验证 A、B项：

A 项，根据第一段，2011 年外出农民工占农民工的比重为 15863÷25278=6X%＜

70%，A 错误；

B项，根据第一、二段，2010 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为 35914-1221＜35000 万人，

B错误。

综上，本题选择 D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