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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1．我们向往自然，我们敬畏自然，我们却不怕自然灾害。我们追求与自然和谐相处，我们希望自己

能如水般清澈，如草般茂盛。我们喜欢恬静的生活，我们喜欢清新的空气。但当自然向我们发起挑战时，

我们也绝不会退缩。人是因自然而生的，但却不会因自然而亡。透过源远流长的历史，我们更加懂得与大

自然相处，在自然中生活，我们培养了一种韧劲。我们懂得利用自然求得安稳，我们知道追求自然提升境

界，我们更明白在灾难后我们会一如既往，我们更清楚人与自然是唯一的主题。 

本段文字的主旨是： 

A．人在自然中生活 B．人对待自然的态度 

C．人与自然的关系 D．人与自然是永恒的主题 

2．有资料表明，在世界文化市场上，美国占 43%，欧盟占 34%，亚太地区占 19%，其中日本全球化

竞争时代，在主流文化产业中占得一席之地，对中国的经典文化作品必须有入“洋”随“俗”的翻译。各

国国情有别，在保持本国文化传统的情况下，需要更注重文化融合。只有巧妙地结合国外的文化，融入中

国传统文化，方能真正入“洋”随“俗”，使得外国人真正地了解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的是： 

A．中国文化产业占世界文化市场的比重不足 4% 

B．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需要更多的输出平台 

C．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市场占比小缘于翻译质量的低劣 

D．中国经典作品在翻译时须注重不同民族间的文化融合 

3．①到了今天，海草房主要集中分布于威海下属的荣成市 

②胶东地区多产山石和海藻，夏季多雨潮湿，冬季多雪寒冷 

③海草房的确切产生时间无法考证 

④这种产生于胶东地区的特色民居，曾广泛分布在烟台、威海、青岛地区 

⑤在这种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下，当地居民以厚石砌屋墙，用晒干的海藻盖屋顶，创造出了独特的海

草房民居 

⑥元明清三代，山东沿海的海防建设日趋巩固，海草房迎来了建设高峰期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③⑥④①②⑤ B．②⑥⑤④①③ 

C．③④⑥①②⑤ D．②⑤⑥④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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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①风格的形成也意味着艺术的成熟，风格越强烈，给人的印象越深刻  

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风格的形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能刻意设计而行  

③颜柳欧赵、苏黄米蔡，风格鲜明，流传千古  

④它是个人漫长的艺术探索历程，有时甚至要付出一生的精力  

⑤书法有个性，能形成自己的风格，几乎是每一位书法家的追求  

⑥古人云：“学书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③⑤④②①⑥ B．⑤③①②④⑥ 

C．⑥⑤④③①② D．⑥③⑤①④② 

5．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在世界古代文明中硕果仅存、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不但具

有    的广阔胸襟，善于学习不同民族文化的优长，而且具有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不断    、

跟随时代前进。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源远流长 兼容并包 去粗取精 B．历久弥新 海纳百川 吐故纳新 

C．一枝独秀 兼收并蓄 求同存异 D．弥足珍贵 无与伦比 取长补短 

6．大众传媒应该成为真正公共讨论的    ，让纷纭繁复的表象在充分讨论中    出真实的

逻辑，让各种观念在交锋和沟通中    出共识。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平台 浮现 碰撞 B．空间 呈现 撞击 

C．课题 展现 达成 D．界面 涌现 获得 

7．建筑成为一个重要的审美对象，首先是因为它凝聚着人类物质生产的巨大劳动，是人类自觉地改

造客观世界的直接成果。建筑虽然起源于防寒、祛暑、荫蔽、安全等实用的生活要求，但在建筑史上，人

类为解决生活实用而付出的合作劳动却远远不如对非实用的方面付出的多。宫殿、庙宇、祭坛、陵墓、教

堂、纪念碑、园林等等，这些全部或基本上服务于精神生活的建筑，其成就远远超过了住宅、作坊、堡寨

等服务于物质生活的建筑。建筑形式、建筑风格的演变，往往是一代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最敏感的见

证。在西方，人们形象地称建筑是“石头写成的历史”。 

下列对于以上文字理解错误的是： 

A．防寒、祛暑、荫蔽安全等生活要求催生建筑的产生 

B．人类在非实用建筑上的付出超过了对实用建筑的付出 

C．住宅等服务于物质生活的建筑不具有审美功能 

D．建筑形式和风格的演变反映了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变迁 

8．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20 世纪以来，人类在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生物、空间、海洋等六大高技术领域有了一系列的

重大突破和进展，其中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尤为光彩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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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坐在餐桌前，房主人十分礼貌地请罗薇点菜，既不过分殷勤，也不失之热情，似乎是在极力塑造

着自己的儒商形象。 

C．作为一个股票投资者，必须充分了解和掌握股票投资的风险和收益情况，尽量避免投资风险，以

便获得最大的投资收益。 

D．这城市的美丽风景吸引着大批中外旅游者，尤其是在风光迷人的海边，总可以看到成群的旅客。 

9．下列句子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作为一名杰出的政治家和诗人，于谦为人正直，不畏强暴，那四句自勉诗是他短暂而壮烈一生的

真实写照。 

B．新调来的刘老师不辞辛劳，走宿舍，跑饭堂，组织同学打扫教室，从清早，一直干到很晚才休息。 

C．传统画竹采用直幅，因为这样能较好地体现篁竹的挺拔、气势与高洁。 

D．刘晓庆在北京的房产总共有 5 处 20 余套，是她在不同时期分别买下的，其中参透了她的发家、婚

变以及偷税漏税的过程。 

10．在陈列馆里，有一只名为“西班牙公主”的船舶模型上雕刻着这样的文字：本船共计航海 50 年，

其中 11 次遭遇冰川，有 6 次遭海盗抢掠，有 9 次与另外的船舶相撞，有 21 次发生故障抛锚搁浅。陈列馆

的一面墙上，是对上千年来造船厂的所有出厂的船舶的概述：造船厂出厂的近 10 万只船舶当中，有 6000

只在大海中沉没，有 9000 只因为受伤严重不能再进行修复航行，有 6 万只船舶都遭遇过 20 次以上的大灾

难，没有一只船从下海那一天开始没有过受伤的经历…… 

与这段文字主旨无关的名言是： 

A．对于不屈不挠的人来说，没有失败这回事 

B．对勇气的最大考验，就是看一个人能否做到败而不馁 

C．人的一生就是进行尝试，尝试得越多，生活就越美好 

D．人生的光荣，不在永不失败，而在于能够屡仆屡起 

 

11．1，5，9，（  ），17，21 

A．12 B．13 

C．14 D．15 

12．23，57，1113，1317，（  ），2331 

A．1921 B．1715 

C．1723 D．2129 

13．2，17，29，38，44，（  ） 

A．45 B．46 

C．47 D．48 

14．4，9，8，11，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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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 B．14 

C．17 D．19 

15．2，-8，24，-48，48，（  ） 

A．-96 B．-32 

C．0 D．64 

16．399996－66666－99999－133332 的值是： 

A．86669  B．88889 

C．88899 D．99999 

17．某大学金融班原有的男女比例为 2∶5，本学期从外班转入 4 个男学生，则男女学生之间的比例为

3∶5。请问原金融班里有多少个男生？ 

A．4  B．6 

C．8  D．10 

18．小张和小赵从事同样的工作，小张的效率是小赵的 1.5 倍。某日小张工作几小时后小赵开始工作，

小赵工作了 1 小时之后，小张已完成的工作量正好是小赵的 9 倍。再过几个小时，小张已完成的工作量正

好是小赵的 4 倍？ 

A．1 B．1.5  

C．2 D．3 

19．某钢铁厂生产一种特种钢材，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今年这种特种钢材的成本比去年上升了 20%。

为了推销该种钢材，钢铁厂仍然以去年的价格出售，这种钢材每吨的盈利下降 40%，不过销售量比去年增

加了 80%，那么今年生产该种钢材的总盈利比去年增加了多少？ 

A．4% B．8% 

C．20% D．54% 

20．有四个学生恰好一个比一个大一岁，他们的年龄相乘等于 93024，问其中最大的年龄是多少岁？ 

A．16 岁  B．18 岁  

C．19 岁  D．20 岁 

 

21．下列选项中，符合所给图形变化规律的是（  ）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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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适合的一个填在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A    B    C    D 

 

23．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择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24．以下为立方体的外表面，下列哪个立方体可以由此折成？  

 
                   A     B     C     D 

25．功能性音乐是指不同于只供欣赏的纯艺术性音乐的具有社会时间效益（生理或心理）的音乐，它

是由使用者的动机、目的、场合或发生的作用决定的。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不属于功能性音乐的是：  

A．莫扎特的作品可用作胎教音乐以刺激胎儿的神经功能发育  

B．电影配乐随着剧情发展营造出相应的氛围使观众沉浸其中  

C．缓解紧张感的阿尔法脑波音乐被广泛用于帮助失眠患者入睡  

D．许多人练习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是为了参加音乐考级 

26．塔西陀陷阱指当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

做坏事。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陷入塔西陀陷阱的是: 

A．城管暴力执法的新闻频见报端，已致公众对城管的正常执法也口诛笔伐 

B．钓鱼岛争端发生后，民粹主义者号召打砸日系车，侵犯了他人的合法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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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9．11”恐怖袭击后，穆斯林群体被贴上恐怖主义的标签，在美国社会遭到排挤 

D．某国以停止发展核能换取经济援助，但其屡遭违反协议使无核化会谈难以重启 

27．研究人员将某种植物乳酸菌混入实验鼠的饲料，在实验鼠食用这种饲料 4 周后，又持续两周给其

施加足以引起睡眠障碍的精神压力，然后让实验鼠在夜间活动时间段蹬转轮，测试其活动量。结果显示，

摄取过该乳酸菌的实验鼠活动量下降趋势得到遏制，而没有食用含该乳酸菌饲料的对照组实验鼠白天入睡

困难，睡眠不足，导致其夜晚活动量明显下降。因此，研究人员认为摄取乳酸菌能改善有精神压力引起的

睡眠障碍。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结论？ 

A．实验鼠一般都是白天睡觉，夜间时段出来活动 

B．摄取乳酸菌的实验鼠体内，一种与睡眠障碍有关的基因表达量得到抑制 

C．该植物乳酸菌与大部分乳酸菌成分不一致 

D．除了蹬转轮，实验鼠晚间没有其他活动 

28．由于邮费不断上涨，某杂志计划通过把其每年出版的期刊数量减半来最大化其利润，而文章的质

量、每年发表的文章数量以及年订阅价格都保持不变。市场研究表明，如果该计划得以实施，订阅者和广

告商都不会受到损失，但也有人认为该计划的实施会导致该杂志的利润下降。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这些人的观点？ 

A．该杂志的生产成本在未来仍保持不变 

B．大多数在该杂志上购买广告篇幅的广告商会在每期杂志上花费和以前一样多的资金 

C．在新的邮费条件下，邮寄一期计划中的杂志耗费的成本比邮寄一期目前的杂志高出约 1/3 

D．该杂志的订阅者中大多数更关心目前文章的质量可能下降，而较少关心杂志中文章数量的减少 

29．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龄化不仅意味着人口老年负担系数不断提高，同时也意味着劳动投

入的减少。面对我国老龄化这一不争的事实，延迟退休年龄可以大大减缓劳动力总量的不足。  

如果以下各项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观点的是： 

A．中国适龄劳动力存量正处于高峰期，大约有 1 亿人口没有就业  

B．2010 年我国 60 岁以上人口达 1.8 亿，占全球 60 岁以上人口的 24%  

C．按照我国目前的老龄化进度，到 2050 年我国仍有劳动人口约 7.1 亿  

D．中国每年新增的 1200 万个就业岗位中，有超过 30%来自退休人员 

30．地方政府在拍卖土地时，有一个基本的价格，叫做“土地基价”；拍卖所得超出土地基价的金额

与土地基价之比，叫作“溢价率”。溢价率的高低标志着土地市场和楼市的热度。B 市有一块地，今年第

一次上市过程中，因溢价率将创新高而被临时叫停。第二次上市最终以低于第一次上市的溢价率成交，但

成交的总金额却超出了第一次可能达到的数额。  

如果以下陈述为真，哪一项最好地解释了上述看似不一致的现象？ 

A．B 市的这块地在第二次上市时，政府上调了它的土地基价 

B．今年 B 市实行了全国最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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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目前拍卖土地所得是地方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D．B 市的这块地在第二次上市时，开发商的竞争程度远比第一次激烈 

 

    税种 

年份 
消费税 增值税 营业税 

进口产品消费税和

增值税 
企业所得税 个人所得税 证券交易印花税 

2001 929.99 4015.47 214.99 1651.63 945.29 279.24 265.91 

2002 1046.32 4631.01 155.30 1885.65 1882.21 605.95 108.62 

2003 1182.26 5425.55 76.89 2788.59 1740.71 850.79 123.87 

2004 1501.90 6613.51 110.99 3700.42 2361.33 1042.24 166.69 

2005 1633.81 7931.35 129.64 4211.78 3204.03 1256.94 65.30 

2006 1885.69 9588.43 160.54 4962.64 4358.46 1472.17 174.09 

2007 2206.83 11602.61 202.66 6153.41 5646.97 1911.80 1945.15 

2008 2568.27 13497.76 167.10 7729.79 761.09 2366.81 495.04 

2009 4761.22 13915.96 167.10 7729.79 7619.09 2366.81 495.04 

2010 6071.55 15897.21 153.34 10490.64 7795.17 2902.97 527.82 

 

31．2004 年个人所得税及同比增长幅度分别约为： 

A．1042 亿元，23% B．1024 亿元，20% 

C．1042 亿元，32% D．1024 亿元，30% 

32．与 2001 年相比，2010 年税收收入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哪个税种？ 

A．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 B．个人所得税 

C．企业所得税 D．消费税 

33．从 2002 年至 2010 年间，表中各项税种收入均比上年有所上升的年份共有几个？ 

A．2 B．3 

C．4 D．5 

34．按 2010 年对国家财政的收入贡献对部分税种进行排序，正确的一项是： 

A．个人所得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增值税 

B．增值税＞企业所得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个人所得税 

C．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 

D．增值税＞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 

35．关于 2001—2010 年我国税收状况，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消费税年均增长率高于企业所得税 

B．期间内收入波动最大的税种是营业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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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增值税的年均同比增量高于其余各税种 

D．进口产品消费税和增值税年均增量超千亿元 

2014 年 1—2 月，我国金融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一）债券市场发行情况 

1 月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4041.7 亿元，同比减少 24.8%，环比减少 27.1%。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

发行债券 3927.9 亿元，环比减少 19.6%。2 月份，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5880.9 亿元，同比增加 15.7%。其中，

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 5780.5 亿元，环比增加 47.2%。 

1—2 月，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同比减少 5.1%，其中，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同比减少 4.7%。 

（二）货币市场运行情况 

1 月份，货币市场成交总量共计 14.4 万亿元，同比减少 18.6%，环比减少 14.5%。其中，同业拆借市

场成交 2.3 万亿元，同比减少 40.2%，环比增加 2.8%；质押式回购成交 11.6 万亿元，同比减少 14.1%，环

比减少 16.7%；买断式回购成交 5650.3 亿元，同比增加 30.6%，环比减少 26.4%。 

1—2 月，货币市场成交量共计 26.2 万亿元，同比减少 14.4%。其中，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 4.0 万亿

元，同比减少 39.4%；质押式回购累计成交 21.2 万亿元，同比减少 8.9%；买断式回购累计成交 1.0 万亿元，

同比增加 35.1%。 

（三）债券市场运行情况 

1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1.9 万亿元，同比减少 76.1%，环比减少 1.6%。1 月末，

银行间债券总指数为 145.35，环比上升 0.98%。交易所国债指数为 139.58，较去年 12 月末上升 0.04%。 

1—2 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 4.0 万亿元，同比减少 69.6%。 

36．2013 年 12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占债券市场发行总额的比重约为： 

A．97% B．99% 

C．62% D．88% 

37．2013 年 1—2 月银行间债券市场累计发行债券约多少亿元？ 

A．9187 B．9830 

C．10187 D．11230 

38．根据 2014 年 1 月各类型货币交易成交金额，从高到低排序正确的是： 

A．同业拆借、质押式回购、买断式回购 

B．质押式回购、同业拆借、买断式回购 

C．买断式回购、质押式回购、同业拆借 

D．买断式回购、同业拆借、质押式回购 

39．2014 年 2 月份，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累计成交额较上年同期减少了多少万亿元？ 

A．3.1 B．4.1 

C．6.9 D．7.9 

40．下列关于 2014 年 1—2 月我国金融市场的描述，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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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013 年 1 月，货币市场成交总量约为 12 万亿元 

B．2014 年 1 月，同业拆借市场成交额占货币市场成交总量比重低于上月水平 

C．2014 年 1—2 月，同业拆借市场累计成交额同比下降了 2 万亿元以上 

D．2013 年 12 月，交易所国债指数高于同期银行间债券总指数 

2011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6420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5914 万人。2011 年度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527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055 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 15863 万人。 

 

2011 年全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员 1221 万人，有 553 万城镇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180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922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全年全国共帮助 5.7 万户零就业

家庭实现每户至少 1 人就业。组织 2.4 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基层从事“三支一扶”的工作。 

2011 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8391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2684 万人。其中，参保职

工 21565 万人，参保离退休人员 6826 万人，分别比上年末增加 2163 万人和 521 万人。年末参加基本养老

保险的农民工人数为 4140 万人，比上年末增加 856 万人。年末参加企业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 26284 万人，

比上年末增加 2650 万人。 

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待遇提高，且全部按时足额发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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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上年末提高 1.1 个百分点。 

全年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总收入 16895 亿元，比上年增长 25.9%，其中征缴收入 13956 亿元，比上

年增长25.6%。各级财政补贴基本养老保险基金2272亿元。全年基金总支出12765 亿元，比上年增长20.9%。

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 19497 亿元。 

41．2011 年年末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就业共有： 

A．54142 万人 B．27281 万人 

C．40506 万人 D．49138 万人 

42．2011 年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中参保职工比重与上年相比较： 

A．减少了 0.5 个百分点 B．增加了 5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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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增加了 0.5 个百分点 D．减少了 5 个百分点 

43．2011 年年末企业退休人员总数为： 

A．6113 万人 B．5212 万人 

C．4725 万人 D．6658 万人 

44．若年初参加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与年末相同，2011 年人均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为： 

A．3943 元/人 B．5951 元/人 

C．4862 元/人 D．4659 元/人 

45．根据资料分析，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2011 年外出农民工数量占农民工总数超过 70% 

B．2010 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达到 35000 万人 

C．2007-2011 年共有四年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超过 1/3 

D．2007-2011 年第二、三产业从业人数所占比重持续增加 

 

4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下列对我国经济“新常态”的说法不正

确的是： 

A．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城乡区域差距逐步缩小 

B．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和实际增量都会发展 

C．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进入更高层次发展阶段才出现的常态 

D．新常态既是对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社会活力的解放 

47．资本、人才、技术流向能够提供更加优越的公共服务的行政区域，这种现象被称为： 

A．搭便车     B．公地困境 

C．用脚投票     D．零和博弈 

48．一般来说，通货膨胀对    有利。 

A．公司员工     B．债务人 

C．债权人     D．离退休人员 

49．宏观调控体系中的调控手段不包括： 

A．法律手段 B．计划手段 

C．政府投资 D．强制手段 

50．近日，由于鲜奶价格下降，我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奶牛养殖户忍痛倒奶卖牛的现象。这说明： 

A．政府应当以宏观调控为基础，以市场调节为手段，对市场进行引导 

B．政府应该出面对市场进行积极地干预 

C．市场对资源起到优化配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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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政府应加强对市场的监管 

51．行政程序的主要制度不包括： 

A．信息公开制度     B．听证制度 

C．公开调查制度     D．民主集中制度 

52．“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是指使用人才遵守    原则。 

A．合理流动，适才适用     B．合理搭配，整体效能 

C．重视培养，用养结合     D．量才用人，职能相称 

53．吸烟者在公共场所吸烟并造成他人被动吸烟，经济学家称这种活动为： 

A．不完全竞争     B．外部不经济 

C．不完全信息     D．公共产品 

54．鼓励市民采取绿色交通方式出行，首先要提供充足和优质的公共交通。这说明国家履行： 

A．政治职能 B．经济职能 

C．管理职能 D．社会服务职能 

55．    是指一个行政组织职权的行使依法由两个以上人员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共同担负最

后抉择责任的体制。 

A．首长制     B．委员会制 

C．分权制     D．职能制 

56．田忌在自己的上中下三等马均不如齐王各等马的情况下，与齐王赛马，屡屡失败。后来，孙膑出

计助田忌再与齐王赛马时获胜。“田忌赛马”的故事成为美谈，这一故事蕴含了： 

A．决策思想     B．组织管理思想 

C．博弈思想     D．质量管理思想 

57．决定企业制度的根本性制度是： 

A．管理制度     B．经营制度 

C．领导制度     D．产权制度 

58．行政权力的根本目标是： 

A．执行国家意志和实现公共利益 B．实现公共利益和追求行政效率 

C．追求行政效率和履行行政职能 D．履行行政职能和执行国家意志 

59．公共政策的    是指政府等公共部门运用政策，调节和控制社会公共事务中出现的各种利益

矛盾的功能。 

A．制约功能     B．导向功能 

C．调控功能     D．分配功能 

60．领导运用权力必须遵从和维护规范制度，但也有超越规章制度进行特殊处理，这实际是： 

A．运用权力中的合法性原则 B．滥用权力 

C．运用权力中的例外原则 D．权力寻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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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决策过程中遇到从未出现过的问题，无先例可循，此类决策属于： 

A．程序化决策     B．非程序化决策 

C．风险决策     D．常规决策 

62．对未来的行动进行规划和安排的活动是： 

A．组织     B．指挥 

C．计划     D．协调 

 

63．根据你对中国建设银行的了解，下列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中国建设银行 2005 年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2007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B．中国建设银行成立于 1954 年，当时的名称是中国建设银行 

C．截止到 2013 年年末，中国建设银行市值为 1878 亿美元，居全球上市银行第 5 位 

D．建信租赁、建信信托、中德住房储蓄银行、建信基金、建信人寿等都是中国建设银行的子公司 

64．目前电子商务得到快速发展，中国建设银行推出的以专业化金融服务为依托的电子商务金融服务

平台名称是（  ） 

A．合一行 B．云购物 

C．善融商务 D．商管家 

65．中国建设银行是一家在中国市场处于领先地位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为客户提供全面的商业银行产

品与服务。下列哪项不是中国建设银行的产品？（  ） 

A．学生惠 B．利得盈 

C．快易贷 D．龙卡 

66．2014 年是中国建设银行成立（  ）周年 

A．六十 B．七十 

C．八十 D．五十 

67．以下选项中属于中国建设银行的银行卡的是（  ） 

A．淘宝绿卡 B．绿卡生肖卡 

C．区域联名卡 D．陆港通龙卡 

68．建行的客服电话是（  ） 

A．95533 B．95588 

C．95599 D．95566 

 

69．我国法律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其含义是指： 

A．公民在法律监督上一律平等 B．公民在法律制定上一律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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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公民在法律实施上一律平等 D．公民在立法、司法上一律平等 

70．公民有权申诉、投诉或者检举，这是宪法赋予公民基本权利中的： 

A．政治权利 B．监督权力 

C．社会经济权利 D．人身自由权利 

71．依据我国《宪法》，下列无需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的是： 

A．最高人民法院 B．国家主席 

C．国务院 D．最高人民检察院 

72．甲与乙订立了合同，约定由丙向甲履行债务，现丙履行的行为不符合合同的约定，甲有权请求： 

A．丙承担违约责任     B．乙承担违约责任 

C．乙和丙承担违约责任     D．乙或者丙承担违约责任 

73．甲乙二人结婚后购得一处房产，以甲的名义办理了产权登记后甲瞒着乙将房屋卖给了不知情的丙，

并办理了房屋所有权登记，而乙对该房屋买卖行为不予认可。对此，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买卖合同有效，房屋所有权未转移 B．买卖合同无效，房屋所有权已转移 

C．买卖合同有效，房屋所有权已转移 D．买卖合同无效，房屋所有权未转移 

74．甲与乙系夫妻，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下列财产，其中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是： 

A．甲的年终奖 B．乙发表小说所获稿费 

C．甲因遭受车祸而获得赔偿的医疗费 D．甲开办公司所得分红 

75．林某从小就因家穷被周姓夫妇收养，后来也办理了正式收养手续。现林某从未联系过的亲生父母

去世，留有部分遗产。对此，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A．林某仍与亲生父母有法律上的父母子女关系 

B．林某仍然是法定第一顺序继承人 

C．林某依法不能参与继承 

D．林某依法能参与继承 

76．小偷唐某在火车站盗得包一个，唐某以为是盗版的某名牌包（实际是价格 10 万元的正品），包

内只有一些不值钱的生活用品，遂以 100 元的价格将包出售。对唐某的行为认定正确的是： 

A．构成盗窃罪，以唐某的实际所得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B．构成盗窃罪，以唐某盗窃物品的实际价格作为量刑情节考虑 

C．不构成盗窃罪，对唐某处以行政拘留等行政处罚 

D．如唐某能赔偿失主 10 万元的损失，则不以盗窃论处 

77．某公司业务员王某最近收到某客户长期拖欠的货款 10 万元，他认为没人知道，就没有存入公司

账户，而是直接用这笔钱买了股票。妻子发现后对他极力规劝，王某悔悟，第二天王某卖掉股票，将钱还

给公司，王某的行为属于： 

A．犯罪中止     B．犯罪未遂 

C．犯罪既遂    D．不构成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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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陈某是某县派出所民警，有一次群众将拾到的 5 万元钱交给陈某，他心生贪念将那 5 万元钱据为

己有，陈某的行为构成： 

A．盗窃罪     B．滥用职权罪 

C．职务侵占罪     D．贪污罪 

79．我国行政处罚的种类不包括： 

A．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     B．收容审查 

C．暂扣或吊销许可证、执照     D．责令停产停业 

80．根据劳动法，在一般情况下，劳动者要解除与用人单位的劳动合同，应提前    以书面形式

通知用人单位。 

A．10 日 B．15 日 

C．30 日 D．60 日 

81．下列选项中不属于行政处罚措施的是： 

A．罚款     B．警告     

C．行政拘留     D．拘役 

 

82．某企业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本期收购农业产品作为原材料，实际支付的价款为 1 000 万元，收

购的农业产品已验收入库，款项已经支付，可以按照 13%的税率抵扣增值税，则原材料的入账金额为（  ） 

A．1 000 万元 B．870 万元 

C．1 130 万元 D．130 万元 

83．某企业“原材料”期末余额 100 000 元，“生产成本”期末余额 50 000 元，“库存商品”期末余

额 120 000 元，“存货跌价准备”期末余额 10 000 元。则资产负债表“存货”项目应填列的是（  ）元。 

A．300 000 B．260 000 

C．280 000 D．270 000 

84．实际发生坏账损失时，一方面记入“坏账准备”借方，一方面记入（  ）贷方。 

A．资产减值损失 B．坏账准备 

C．管理费用 D．应收账款 

85．下列不能作为费用核算的是（  ） 

A．已销产品的成本 B．职工薪酬 

C．罚款支出 D．利息支出 

86．应在“应付职工薪酬”科目贷方登记的是（  ） 

A．本月结转的代扣款项 B．本月应分配的工资总额 

C．本月实际支付的工资数 D．本月多支付的工资数 

87．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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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收入是指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 

B．所有者权益增加一定表明企业获得了收入 

C．狭义的收入包括营业外收入 

D．收入按照性质不同，分为销售商品收入、提供劳务收入和让渡资产使用权收入 

88．下列等式不正确的是（  ） 

A．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 

B．期末资产=期末负债+期初所有者权益 

C．期末资产=期末负债+期初所有者权益+本期增加的所有者权益-本期减少的所有者权益 

D．债权人权益+所有者权益=负债+所有者权益 

89．在资产负债表中，资产按照其流动性排列时，下列排列方法正确的是（  ） 

A．存货、无形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 

B．交易性金融资产、存货、无形资产、货币资金 

C．无形资产、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存货 

D．货币资金、交易性金融资产、存货、无形资产 

90．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短期职工薪酬应借记（  ）科目。 

A．“应付职工薪酬” B．“制造费用” 

C．“生产成本” D．“在建工程” 

91．在借贷记账法下，所有者权益类账户的期末贷方余额等于（  ） 

A．期初贷方余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B．期初贷方余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C．期初贷方余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D．期初贷方余额＋借方发生额＋贷方发生额 

92．从银行提取现金 800 元，一方面在“库存现金”账户借方登记增加 800 元，另一方面在“银行存

款”账户贷方登记减少 800 元，这属于（  ） 

A．单式记账法 B．借贷记账法 

C．增减记账法 D．收付记账法 

93．甲公司“原材料”总账账户下设“甲材料”和“乙材料”两个明细账户。2015 年 3 月末，“原材

料”总账账户为借方余额 450 000 元，“甲材料”明细账户为借方余额 200 000 元，则“乙材料”明细账

户为（  ） 

A．借方余额 650 000 元 B．贷方余额 250 000 元 

C．借方余额 250 000 元 D．贷方余额 650 000 元 

94．下列关于会计科目设置的表述中，不正确的是（  ） 

A．应当遵循谨慎性原则 B．应当符合单位自身特点 

C．应当符合国家统一会计制度的规定 D．应当满足相关各方的信息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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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在年末财产清查中甲公司发现一台全新的未入账的设备（即资产盘盈），其同类设备的市场价格

为 5 万元。故认定该设备的价款为 5 万元，这里采用了会计计量的（  ） 

A．历史成本 B．现值 

C．公允价值 D．重置成本 

 

96．用于解析域名的协议是（  ）。 

A．HTTP B．DNS 

C．FTP D．SMTP 

97．以下关于多媒体技术的集成特性的说法中，正确是（  ）。 

A．指多种媒体综合使用的特性 

B．指仅限于视频、图形二种媒体各自使用的特性 

C．指仅限于声、光媒体各自使用的特性 

D．指动画单一媒体使用的特性 

98．计算机的主频即计算机的时钟频率，较高的主频用吉赫来表示。其英文缩略语为（  ）。 

A．MHz B．GHz 

C．GDP D．MIPS 

99．计算机指令一般包括（  ）和地址码两部分。 

A．内存地址 B．口地址 

C．操作码 D．寄存器 

100．当用户正在使用计算机时发生断电事故，（  ）中的信息将全部丢失。 

A．RAM B．ROM 

C．硬盘 D．软盘 

101．软盘加上写保护后，就可以对它进行（  ）的操作。 

A．只能写不能读 B．只能读不能写 

C．不能读也不能写 D．既能读又能写 

102．下面能有效预防计算机病毒的方法是（  ）。 

A．尽可能的多作磁盘碎片整理 B．及时升级防病毒软件 

C．尽可能的作磁盘清理 D．把重要文件压缩存放 

 

103．下面的哪一段话正确地描述了价格调节如何消除短缺（  ） 

A．随着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而供给量增加 

B．随着价格上升，需求量减少而供给量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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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随着价格下降，需求量减少而供给量增加 

D．随着价格下降，需求量减少而供给量减少 

104．已知两种商品的交叉价格弹性=1.8，则这两种商品是（  ） 

A．独立品 B．替代品 

C．互补品 D．仅是替代品又是互补品 

105．如果一项投入品的边际产量为正，但随着投入增多，边际产量递减，则（  ）。 

A．平均产量一定下降 B．总产量不断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 

C．厂商应当减少支出 D．总产量已达到最高点，正在不断下降 

106．不存在帕累托改进的资源配置状态是（  ）。 

A．产品市场均衡状态 B．货币市场均衡状态 

C．帕累托最优状态 D．要素市场均衡状态 

107．下面哪一个不产生外部性（  ） 

A．一个消费者吃一条巧克力  

B．一个企业向空间中排放污染物 

C．一个家庭主妇吃力的铲掉家门外面的雪 

D．一个人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吸烟 

E．一个养蜂人的蜜蜂给邻居的果树授粉 

108．下述哪一项不属于总需求（  ）。 

A．储蓄 B．政府支出 

C．净出口 D．投资 

109．欧洲人民币清算行增至四家，人民币国际化提速，为宏宸宇达在境外的贸易提供了诸多便利，

以下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含义，说法不正确的是（  ） 

A．人民币现金可以在境外流通 B．国际贸易中可以以人民币结算 

C．大多数国家持有人民币通货 D．人民币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作为计价货币 

110．以下不属于直接融资的是（  ） 

A．商业信用 B．国家信用 

C．消费信用 D．银行信用 

111．消费信用是企业或者银行向（  ）提供的信用 

A．本国消费者 B．社会团体 

C．消费者 D．工商企业 

112．下列利率决定理论中，（  ）着重强调储蓄与投资对利率的决定作用。 

A．可贷资金理论 B．流动性偏好理论 

C．实际利率理论 D．马克思的利率决定理论 

113．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们预期利率上升，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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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多买债券，多存货币 B．多买债券，少存货币 

C．卖出债券，多存货币 D．少买债券，多存货币 

114．在证券投资组合中，为分散利率风险应选择（  ） 

A．不同部门或行业的证券搭配 B．不同公司的证券搭配 

C．不同到期日的债券搭配 D．不同种类的证券搭配 

115．银监会可以对违法经营、经营管理不善造成严重后果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予以撤销。撤销是指监

管部门对经其批准设立的具有法人资格的金融机构依法采取的（  ）行政强制措施。 

A．停止其营业 B．限制其所有业务 

C．终止其法人资格 D．接管其所有资产 

 

116．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

和发扬好的作风，并提出了“三严三实”，即： 

A．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管理 B．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 

C．谋事要实、干事要实、做人要实 D．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 

117．从抗震救灾，抗洪抢险到“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对接成功，无论是面对自然灾害的严峻

考验，还是人类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课题、新挑战，世界总能从中国人身上得到一个相同的回答，那就是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建立在民族精神基础上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与创新。这表明： 

A．中华民族精神彰显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 

B．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时代性，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丰富 

C．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有利于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D．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永远的精神火炬 

118．国务院决定，2014 年将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的标准，这也是我国政府连续多年多

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各地政府已经正在提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水平，同时加强

城乡困难居民的临时援助，这样做的经济依据是： 

A．收入是消费的基础和前提 

B．居民消费受未来消费预期的影响 

C．物价上涨会影响人民生活 

D．社会总体消费水平高低与收入差距的密切联系 

119．某集团公司生产销售一款新车，由于该车在某些新设计上存在缺陷，导致部分车辆在驾驶中出

现故障，甚至造成交通事故。出事后，该集团公司拒绝就故障原因作出说明，也拒绝对受害人提供赔偿，

该公司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 

A．安全保障权 B．知悉真情权 

C．公平交易权 D．获取赔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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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我国很多传统的玩具，都是经过外国厂商重新设计，并以其品牌参展的，我国企业面对这一现

状应采取的对策是： 

A．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企业规模 B．发挥传统优势，加强自主研发 

C．优化企业管理，提高生产效率 D．打造知名品牌，拓展国际市场 

121．“中国式过马路”，不仅体现出我国部分公民规则意识缺失，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我国交通

设施、法规和管理等方面的问题，为改变这一状况： 

A．检察机关应该公正审判，严厉处罚违法行为 

B．人大代表应行使提案、审议、决定权，推动相关法律完善 

C．公民应该提高文明素养，自觉履行公民义务 

D．政府应该加强行政执法，切实履行管理职能 

122．GDP 和 GNP 作为核算国民收入的两个指标，下列推论正确的是（  ） 

A．GDP 是与所谓国土原则联系在一起的 

B．凡是在本国领土上创造的收入，都被计入本国的 GDP 

C．GNP 是与所谓国民原则联系在一起的 

D．凡是本国国民创造的收入，都被计入本国 GNP，本国国民不包括所有常驻外国的居民 

123．关于财政政策，表述正确的是（  ） 

A．挤出效应越大，财政政策的效力越小  

B．挤出效应越大，财政政策的效力越大 

C．投资乘数越大，财政政策的效力越大  

D．政府支出乘数越大，财政政策的效力越大 

124．根据通货膨胀的起因，通货膨胀可分为（  ） 

A．平衡的和非平衡的通货膨胀 B．需求拉上通货膨胀 

C．成本推进通货膨胀 D．结构性通货膨胀 

125．消费者的无差异曲线（一般形态）具有以下特点（  ） 

A．具有正斜率 

B．斜率递减（绝对值） 

C．任意两条无差异曲线都互不相交 

D．位于右上方的无差异曲线具有较高的效用水平 

 

Direction：In this part you will read a selection of texts，such as magazine and newspaper articles，letters，

and advertisements．Each text is followed by several questions．Select the best answer for e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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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and mark the letter（A），（B），（C）or（D）on your answer sheet． 

Passage One 

Some of the concerns surrounding Turkey’s application to join the European Union，to be voted 

on by the EU’s Council of Ministers on December 17th，are economic-in particular，the country’s 

relative poverty．Its GDP per head is less than a third of the average for the 15 pre-2004 

members of the EU．But it is not far off that of one of the ten new members which joined on May 

1st 2004 （Latvia），and it is much the same as those of two countries，Bulgaria and Romania，

which this week concluded accession talks with the EU that could make them full members on 

January 1st 2007． 

 

Furthermore，the country’s recent economic progress has been，according to Donald Johnston，

the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OECD，"stunning"．GDP in the second quarter of the year was 13.4% 

higher than a year earlier ， a rate of growth that no EU country comes close to 

matching．Turkey’s inflation rate has just fallen into single figures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1972，

and this week the country reached agreement with the IMF on a new three-year，$10 billion 

economic programme that will，according to the IMF’s managing director，Rodrigo Rato， "help 

Turkey……reduce inflation toward European levels and enhance the economy’s resilience"． 

 

Resilience has not historically been the country’s economic strong point．As recently as 2001，

GDP fell by over 7%．It fell by more than 5% in 1994，and by just under 5% in 1999．Indeed，

throughout the 1990s growth oscillated like an electrocardiogram recording a violent heart 

attack．This irregularity has bee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along with red tape and corruption）

why the country has failed dismally to attract much-need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Its stock 

of such investment（as a percentage of GDP）is lower now than it was in the 1980s， and annual 

inflows have scarcely ever reached $1 billion（whereas Ireland attracted over $25 billion in 2003，

as did Brazil in every year from 1998 to 2000）．  

 

One deterrent to foreign investors is due to disappear on January 1st 2005．On that day，Turkey 

will take away the right of virtually every one of its citizens to call themselves a millionaire．Six 

noughts will be removed from the face value of the lira; one unit of the local currency will 

henceforth be worth what 1m are now-ie，about €0.53 （$0．70）． Goods will have to be priced 

in both the new and old lira for the whole of the year，but foreign bankers and investors can 

begin to look forward to a time in Turkey when they will no longer have to juggle mentally with 

indeterminate strings of zer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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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What is Turkey’s economic situation now？   

A．Its GDP per head is far lagging behind that of the EU members．  

B．Its inflation rate is still rising．  

C．Its economy grows faster than any EU member．  

D．Its economic resilience is very strong．   

127．We can infer from the second paragraph that    ．   

A．Turkey will soon catch the average GDP level of the 15 pre-2004 EU members  

B．inflation rate in Turkey used to be very high  

C．Turkey’s economy will keep growing at present rate  

D．IMF’s economic program will help Turkey join the EU   

128．The word“oscillated”（Line 3，Paragraph 3）most probably means    ．    

A．Fell B．climbed  

C．developed  D．swang   

129．Speaking of Turkey’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the author implies that    ．   

A．it’s stock is far less than that of other countries  

B．it does not have much influence on Turkey’s economic progress  

C．steady GDP growth will help Turkey attract mor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D．Turkey’s economic resilience relies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130．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from the text that    ．   

A．foreign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n Turkey will become better  

B．Turkey’s citizens will suffer heavy loss due to the change of the face value of the lira  

C．the local currency will depreciate with the removal of six noughts from the face value． 

D．prices of goods will go up 

 

Passage Two 

What we know of prenatal development makes all this attempt made by a mother to mold the 

character of her unborn child by studying poetry，art，or mathematics during pregnancy seem 

utterly impossible．How could such extremely complex influences pass from the mother to the 

child？There is no connection between their nervous systems．Even the blood vessels of 

mother and child do not join directly．An emotional shock to the mother will affect her child， 

because it changes the activity of her glands and so the chemistry her blood．Any chemical 

change in the mother's blood will affect the child for better or worse．But we can not see how a 

looking for mathematics or poetic genius can be dissolved in blood and produce a similar liking 

or genius in the child． 



科信教育—公务员考试研究院            公考辅导网 www.china-gwy.com 

                                       22 

In our discussion of instincts we saw that there was reason to believe that whatever we inherit 

must be of some very simple sort rather than any complicated or very definite kind of 

behavior．It is certain that no one inherits a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It may be，however， 

that children inherit more or less of a rather general ability that we may call intelligence．If very 

intelligent children become deeply interested in mathematics，they will probably make a 

success of that study． 

 

As for musical ability，it may be that what is inherited is an especially sensitive ear，a peculiar 

structure of the hands or the vocal organs connections between nerves and muscles that make 

it comparatively easy to learn the movements a musician must execute，and particularly 

vigorous emotions．If these factors are all organized around music，the child may become a 

musician．The same factors，in other circumstance might be organized about some other center 

of interest．The rich emotional equipment might find expression in poetry．The capable fingers 

might develop skill in surgery．It is not the knowledge of music that is inherited，then nor even 

the love of it，but a certain bodily structure that makes it comparatively easy to acquire musical 

knowledge and skill．Whether that ability shall be directed toward music or some other 

undertaking may be decided entirely by forces in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a child grows up． 

131．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s is not true？ 

A．Some mothers try to influence their unborn children by studying art and other subjects during their 

pregnancy． 

B．It is utterly impossible for us to learn anything about prenatal development． 

C．The blood vessels of mother and child do not join directly． 

D．There are no connection between mother's nervous systems and her unborn child's． 

132．A mother will affect her unborn baby on the condition that     ． 

A．she is emotionally shocked B．she has a good knowledge of inheritance 

C．she takes part in all kind of activities D．she sticks to studying 

133．According to the passage，a child may inherit    ． 

A．everything from his mother  

B．a knowledge of mathematics 

C．a rather general ability that we call intelligence 

D．her mother's musical ability 

134．If a child inherits something from his mother， such as an especially sensitive ear， a peculiar structure 

of the hands or of the vocal organs，he will    ． 

A．surely become music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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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mostly become a poet 

C．possibly become a teacher 

D．become a musician on the condition that all these factors are organized around music 

135．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he best title for the passage？ 

A．Role of Inheritance． B．An Unborn Child． 

C．Function of instincts． D．Inherited Talents  

 

Passage Three 

The annual review of American company board practices by Korn/Ferry,a firm of headhunters，

is a useful indicator of the health of corporate governance．This year's review，published on  

November 12th,shows that the Sarbanes-Oxley act,passed in 2002 to try to prevent a repeat  

of corporate collapses such as Enron's and WorldCom's，has had an impact on the 

boardroom--albeit at an average implementation cost that Korn/Ferry estimates at $5.1m per 

firm． 

 

Two years ago，only 41% of American firms said they regularly held meetings of directors 

without their chief executiepresent；this year the figure was 93%．But some things have been  

surprisingly unaffected by the backlash against corporate scandals．For example,despite a 

growing feeling that former chief executives should not sit on their company's board，the 

percent-age of American firms where they do has actually edged up，from 23% in 2003 to 25% 

in 2004． 

 

Also，disappointingly few firms have split the jobs of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Another 

survey of American boards published this week，by A.T.Kearney，a firm of consultants，found 

that in 2002 14% of the boards of S&P 500 firms had separated the roles，and a further 16% 

said they planned to do so．But by 2004 only 23% overall had taken the plunge．A survey earlier 

in the year by consultants at McKinsey found that 70% of American directors and investors 

supported the idea of splitting the jobs，which is standard practice in Europe．   

 

Another disappointment is the slow progress in abolishing "staggered" boards--ones where 

only one-third of the directors are up for re-election each year，to three-year terms．Invented as 

a defence against takeover，such boards，according to a new Harvard Law School study by  

Lucian Bebchuk and Alma Cohen，are unambiguously "associated with an economically 

significant reduction in firm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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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pite this，the percentage of S&P 500 firms with staggered boards has fallen only slightly-- 

from 63% in 2001 to 60% in 2003，according to the Investor Responsibility Research Centre．  

And many of those firms that have been forced by shareholders to abolish the system are doing 

so only slowly．Merck，a pharmaceutical company in trouble over the possible side-effects of its 

arthritis drug Vioxx, is allowing its directors to run their full term before introducing a system in 

which they are all re-elected（or otherwise）annually．Other companies' staggered boards are 

entrenched in their corporate charters，which cannot be amended by a shareholders' 

vote． Anyone who expected the scandals of 2001 to bring about rapid change in the balance of 

power between managers and owners was，at best，naive． 

136．The Sarbanes-Oxley act is most probably about    ．    

A．corporate scandal B．corporate management  

C．corporate cost D．corporate governance   

137．The word “backlash”（Line 3，Paragraph 2）most probably means    ．     

A．a violent force B．a strong impetus   

C．a firm measure   D．a strong negative reaction  

138．According to the text，separating the roles between chairman and chief executive is    ．    

A．a common practice in American companies 

B．what many European companies do  

C．a must to keep the health of a company   

D．not a popular idea among American entrepreneurs    

139．We learn from the text that a "staggered" board    ．     

A．is adverse to the increment of firm value  

B．gives its board members too much power  

C．has been abolished by most American companies  

D．can be voted down by shareholders    

140．Toward the board practice of American companies，the writer’s attitude can be said to be    ．     

A．biased  B．Pessimistic 

C．Objective D．critic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