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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言语理解与表达

知识点一、选词填空之解释说明

※含义

上下文呈解释说明的关系。

※判定标志

1.同义互换词：类似于、或者说、譬如

2.指代词：这、此……

3.标点：冒号、破折号

4.因果词：因为……所…、因此

5.假设词：如果……那…、若……则……

6.条件词：只要……只有……才……

注意：有些题目虽无以上标志，但从句子间的关系来看，存在着互为解说的关系，也解释说明

关系。

※应用

理解概括句意或寻找提示空缺处信息的互解词。

【例】为了抵御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共同放松信贷、降低利率、发行货币，就是为了加大 流动

性，满足资本盈利的要求，可是，这无疑是种 的方法，因为，资本在获得利润 满足后必

然把更大的危机丢给社会。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饮鸩止渴 B.亡羊补牢 C.杀鸡取卵 D.竭泽而渔

【答案】A。解析：由“资本在获得利润满足后必然把更大的危机丢给社会”可知，各国 政府

共同放松信贷、降低利率、发行货币是用错误的办法来解决眼前的困难，而不顾以后更 严重的后果。

B 项可首先排除。C、D 两项虽也表示只图眼前利益，不顾长远利益，但是不如“饮 鸩止渴”更能体

现严重的后果，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知识点二、主旨观点题之主题词筛选

※含义

主题词指文段围绕的中心话题、论述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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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方式

通过文段中的高频词确定主题词；通过文段关键句中的重点论述对象确定主题词。

【例】一谈起电商，大家都会想到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殊不知，平时不起眼的社区小 店，

如今却是大型电商巨头们争夺的新宠。以网络起家的淘宝、京东、拉卡拉、顺丰等巨头， 虽然分属

的行业不同，却都开始争夺社区小店。因为，“020（从线上到线下）是电商的未来” 已经成为行

业的共识。而社区小店，则是最好的线下入口。

这段文字主要说明了：

A. 社区小店开始成为电商争夺的对象

B. O2O 是电商的发展方向，线上和线下互补才有未来

C. 电商对线下入口的争夺异常激烈

D. 电商行业需要转型，拓展更多的领域

【答案］A。解析：“社区小店”一词在文段中多次出现,属于高频词语，应是文段的论述主体。

四个选项中提到这一主体的只有 A 项。验证 A项，结合文段中“平时不起眼的社区小店…… 争夺的

新宠” “却都开始争夺社区小店” “社区小店，则是最好的线下入口”可知，文段意在 说明社区

小店开始成为电商争夺的对象。B 项，文段未提到“线上线下互补”的问题；C 项， 丈段只提到对

“社区小店”这一线下入口的争夺；D 项，电商转型的问题丈段未涉及。故本题 选 A。

知识点三、语句衔接题之“两个一致”

※话题一致

话题一致是保持语言连贯的基本要求。一个长句或句群只有话题和陈述的角度一致，中心 才会

明确，语意才能贯通。

※思路一致

1. 从总体上看，句群小层次一般呈现出相并（并列、对照）、相承（顺接、层进）、相属 （总

分）的关系。

从局部看，句与句之间往往呈现出并列、承接、解说、对比、递进、转折、因果、总分 等逻辑

关系。【例】____ 。你可以参加各种社团去发表即兴演说，你也可以去提议一项新 的举

措，或者干脆去做一个家教。你可以起身看看四周，几乎所有政治的、商业的、社会的， 甚至是家

庭的纠纷都为你留下了可以发挥演讲才能的机会。

填入画横线部分与下文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演讲的机会随时会出现

http://www.china-gwy.com


科信教育官方网址 www.china-gwy.com

3

B. 演讲的方法与策略对演讲的成败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C. 对于演讲的恐惧，大概每个人都曾有过

D. 演讲作为现代社会交往的必要手段已经逐步得到了大多数人的重视

【答案】A。解析：“你可以……你也可以……或者……”都属于后句的“发挥演讲才能 的机

会”，由此可知，文段主要是说演讲的机会无处不在。选项中提到“机会”这一主题词的 只有 A项。

故本题选 A。

知识点四、语句排序题之“三个抓手”

※抓逻辑起（终）点

含总结词的句子、含指示代词且指代不明的句子不能作首句。

以“然而”、“即”等开头的句子不能作首句。

并列句的后句不能作首句。

具体分析、描述性句子不能作首句。

得出结论、陈述结果的更适合作尾句。

※抓标志词语

常用的标志词有关联词、指代词、顺序词、重复性词、总结词。

※抓行文脉络

总分、分总、事理顺序、时间顺序、空间顺序

【例】

① 为玛雅文明和中国古代文明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

②主要根据是《梁书》中关于五世纪时中国僧人慧深飘洋过海到达“扶桑国”的故事，认为“扶

桑”即墨西哥

③日前，著名人类学家张光直教授提出了一个“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的假设

④遗憾的是，这些说法至今还没有得到考古学的明确证实

⑤后来又有“殷人东渡说“,是说商朝时的中国人横渡太平洋将文明带到了美洲

⑥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玛雅文明的源头是古代的中国文明，最早提出这种观点的是“扶 桑国”

说

将以上 6 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序正确的是：

A.③⑥①②⑤④ B.③①④⑥②⑤

C.⑥③②⑤①④ D.⑥②⑤③①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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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解析：阅读可发现这段话中出现了几个表时间的词语，⑥长期以来……最早 提出

这种观点的是“扶桑国”说，⑤后来又有“殷人东波说”，③日前……提出了一个“爲雅一 中国文

化连续体”的假设，按时间顺序应为⑥-⑤-③，与此相符的只有 D 项，验证 D 项语 句连贯，故答案

选 D。

第二章 判断推理

知识点一、图形推理之线条数

※常见知识点

直线数、曲线数以及线条总数。

【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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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解析：第一组图形分别含有 1、3、5 条直线，第二组图形应含有 2、4、6 条直线。

因此，应选 A。

知识点二、定义判断之核心成分分析

※含义

通过找题干的核心成分(主体、客体、目的、方式、条件、原因、结果、性质等)来确定正确答

案。

【例】特设性修改：是指为了使某个科学理论免遭被否证的危险，对该理论进行修改或者 增加

一些新的假定，使该理论不具有可否证性或者可检验性。

下列属于特设性修改的是：

A. 托勒密体系的学者为了使“地心说”符合观察到的天体运行数据，不断增加本轮的数目。到

16 世纪，托勒密体系的本轮总数一直增加到 80 个

B. 亚里士多德的信徒为了坚持一切天体都是完美球体的学说，提出月球上存在的不可检测 的

物质充满了凹处，使得月球仍然保持完美球体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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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爱因斯坦为了研究特别大和特别快的物体，修改了牛顿的绝对时空体系，提出了相对时 空

体系，其中包括光速不变论和质量可变论

D. 黎曼等通过修改欧氏几何的第五条公理，创造出了非欧几何学，把数学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答案】B。解析：特设性修改的定义要点是：①对该理论进行修改或者增加一些新的假定；②

使该理论不具有可否证性或者可检验性。C、D 项都是以新的理论取代了旧的理论，不符合①； A 项

修改后的理论是可以被否证的，不符合②。B项提出月球存在的不可检测的物质充满凹处， 这是不

可被检验的，同时符合①②，所以，B 项属于特设性修改。

知识点三、类比推理之加工关系

※含义

事物与制成事物的原材料的关系。需要注意的是，从材料构成分类可以分为唯一原料和部 分原

料，从变化过程分类可以分为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

【例】（ ）对于书桌相当于黄金对于（ ）

A.读书收藏 B.书房金库

C.木材项链 D.家具矿产

【答案】C。解析：木材可以作为书桌的原材料，黄金可以作为项链的原材料。故答案选 C。

知识点四、必然性推理之假言命题推理规则

※题型特征

题干和选项出现“如果…那么…”，"只要…就…”，"只有…才…”，"除非…否则不…”；问

法：由此可以推出：

※推理规则

（如果 A,那么 B） = （A=>B）=（非 B=>非 A）;

（只有 A,才 B） = （B=>A）=（非 A=>非 B）;

（除非 A,否则 B）=（非 A=>B）=（非 B=>A）。

【例】只有播种许多稻谷种子，通过辛勤耕耘，等待时机成熟，才能收获一算筐稻谷。

根据以上陈述，下列不能推出的是：

A. 播种一粒稻谷种子，不能收获一夢筐稻谷

B. 播种许多稻谷种子，但不通过辛勤耕耘，不能收获一磐筐稻谷

C. 没有播种许多稻谷种子，虽然等待时机成熟，也不能收获一夢筐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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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只要播种许多稻谷种子，通过辛勤耕耘，等待时机成熟，就能收获一夢筐稻谷

【答案】D。解析：该题考查假言命题推理规则，题干的推出关系为：收获一爹筐稻谷习 播种

许多稻谷种子，通过辛勤耕耘，等待时机成熟，A、B、C项均否定命题的后件能够得到 否定的前件，

A、B、C都能够推出；肯定命题的后件得不到肯定的前件，D 项从题干推不出， 故答案选 D。

知识点五、可能性推理之削弱、加强型

解题思路

① 定位结论和论据，确定论证主线，分析论证漏洞。

② 关注问法，定性选项。

③ 通过比较选项加强或削弱的力度，选择最优答案。

【例】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人类丢弃了多达 10 亿吨塑料，这种垃圾可能存在数百年甚 至数千

年。近日，一个科研小组在亚马逊雨林中发现一种名为内生菌的真菌，它能降解普通的 聚氨酯塑料。

科研人员认为利用这种真菌的特性，将有望帮助人类消除塑料垃圾所带来的威胁。

科研人员的判断还需基于以下哪一前提？

A. 塑料垃圾是人类活动产生的最主要的废弃物种类

B, 内生菌在任何条件下都可以很好地分解塑料制品

C. 目前绝大多数塑料垃圾都属于普通的聚氨酯塑料

D. 这种真菌在地球上其他地区也能正常地存活生长

【答案】C。解析：事实 A：内生菌能降解普通的聚氨酯塑料。结果 B：推出利用这种真 菌的特

性，有望帮助人类消除塑料垃圾所带来的威胁。C项说明大多数塑料垃圾都属于普通的 聚氨酯塑料，

在论据与结论之间建立了联系。B 项任何条件、D 项其他地区要求过高，不是必 须假设的；A 项“废

弃物”与题干所述无关。故答案选 C。

第三章 数量关系

知识点_、数学运算之和定最值

※问题描述

多个数的和一定，求其中某个数的最大值或最小值。

※解题原则

采用逆向求值的思想，若要求最大值，则让其他量尽可能地小；求最小值，则让其他量尽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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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如：

甲、乙两人的年龄是互不相同的正整数，和为 50 岁，且甲比乙大，求甲的年龄最大为多 少岁？

最小为多少岁？

要使甲的年龄最大，则乙的年龄应尽可能小，最小为］岁，则甲的年龄最大为 50-1=49 岁； 要

使甲的年龄最小，乙的年龄应尽可能大，则甲、乙两人的年龄尽可能接近，甲、乙年龄分别 为 26

和 24 时，满足题意，所以甲的年龄最小为 26 岁。

【例】5名学生参加某学科竞赛，共得 91 分，已知每人得分各不相同，且最高是 21 分， 则最

低分最低是：

A.14 B.16 C.13 D.15

【答案】C。解析：要想最低分最低，则其他 4 人成绩尽可能高，且每人得分各不相同， 所以

其他 3 人分数分别为 20、19、18o故最低分至少为 91 -(21+20+19+18)=13。

知识点二、数学运算之多者合作

※问题描述

多者合作指在一项工程实施过程中有多人参与合作的情况。合作方式有几人同时工作，几 人不

同时工作，或二者混合。

※解题核心

合作时的总效率等于各部分效率之和。

※解题方法

特值法。已知时间，可设工作量为几个时间的公倍数，进而求效率；已知效率之间的比例 关系，

可直接设效率的最简比为特值。

【例】若将一项工程的 1/6、1/4、1/3 和 1/4 依次分配给甲、乙、丙、丁四家工程队，分别需

要 15 天、15 天、30 天和 9 天完成，则他们合作完成该工程需要的时间是：

A.12 天 B.15 天 C.18 天 D.20 天

【答案】B。解析：由题干可知，甲、乙、丙、丁四个工程队单独完成分别需要 15÷1/6=90天、

15÷1/4=60天、30÷1/3=90 天、9÷1/4=36 天。设总工作量为 180,则它们的效率分别为 2、3、2、5,

效率之和为 12,合作需要 180-12=15 天，选择 B。

第四章 資料分析

知识点_、资料分析之增长

http://www.china-gwy.com


科信教育官方网址 www.china-gwy.com

8

※常用公式

现期值=基期值+增长量=基期值×（l +增长率）

【例】2017 年 5 月 J 省运输业主要业务量指标

项目
计量单位

2017 年 5 月 同比増长（%）
增幅比上年同期

提高（百分点）

旅客运输总量 万人 5796.1 -3.5 3.2

公路 万人 3916.1 -8.4 1.4

铁路（旅客发送量） 万人 1180.7 8.5 8.1

航空 万人 699.3 8.8 3.9

旅客周转量 亿人公里 165.3 9,7 6.1

公路 亿人公里 8.8 -15.7 -2.9

铁路 亿人公里 13.2 6.4 7.8

航空 亿人公里 143.3 12.1 6.3

货物运输总量 万吨 1873.1 -10.8 -10.4

公路 万吨 1301.1 -11.1 -12

铁路（旅客发送量） 万吨 57.3 -4.7 26

航空 万吨 14.7 8.4 8.9

货物周转量 亿吨公里 38.9 -1.0 -3.5

公路 亿吨公里 14.2 -6.3 -6.8

铁路 亿吨公里 18.4 -0.7 -5.2

航空 亿吨公里 6.4 12.4 10.5

①2016 年 5 月，J 省旅客运输总量约为（ ）万人。

A.5796.1 B.6325.1 C.6006.3 D.5986.3

【答案】C。解析：根据表格第二行数据可知，2017 年 5 月 J 省旅客运输总量为 5796.1 万人，

同比增长-3.5%,故 2016 年 5 月 J 省旅客运输总量为 5796.1÷（1-3.5%） = 5796.1÷0.965 =60XX

万人，最接近的是 C。

②2017 年 5 月，J 省航空货物周转量比上年同期约多（ ）亿吨公里。

A.0.64 B.0.71 C.1.28 D.1.42

增长量

增长率
现期值

1 +增长率 =
基期值=现期值-增长量 =

×100%
现期值-基期值

基期值
× 100% =

增长量

现期值-增长量
增长率=

=基期值 X 增长率
增长率

1 +增长率
增长量=现期值-基期值=现期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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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方法一，根据表格最后一行数据可知，2017 年 5 月，J 省航空货物

周转量为 6.4 亿吨公里，同比增速为 12.4%,则所求为 6.4/（1+12.4%）×12.4%≈1+1/8×1/8=6.4×

1/9=0.7X 亿公里，故本题选 B。

方法二，2017 年 5 月，J 省航空货物周转量为 6.4 亿吨公里，同比增速为 12.4%,则所求为 6.4/

（1+12.4%）×12.4%=6.4×（0.124/1.124）>6.4×0.1=0.64，故选择略大的 B 选项

知识点二、资料分析之有效数字法

※方法介绍

将参与运算的数字按照一定的原则进行取舍，只保留部分有效数字进行计算，从而减少运 算量

并保证计算精确度的方法，称为有效数字法。

※应用环境

一步乘法、一步除法运算，以及乘除混合运算。

※方法应用

一步乘法运算中，均保留前两位有效数字计算。取舍原则：第三位有效数字均是 0、1、2, 全舍；

第三位有效数字均是 8、9,全进；其他情况，小数字四舍五入，大数字反向变化。

一步除法运算中，分子不变，分母保留前三位有效数字（四舍五入）O

乘除混合运算中，先乘后除，乘法保留两位有效数字计算，再利用一步除法取舍原则计算。

【例】2017 年，B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858.0 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从产

业类型看，销售收入前三位是粮食类、奶类和饲料类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分别为 602.7 亿 元、323.9

亿元和 287.2 亿元。中草药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发展较快，销售收入达到 67.1 亿元,增长 53.7%。

2016 年，B 省中草药生产（加工）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的比

重为：

A.1.2% B.1.8% C.2.4% D.3.6%

【答案】 A。解析：根据材料可知，2017 年 B 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 3858.0 亿

元，同比增长 6.2%; 2017 年 B 省中草药生产（加工）龙头企业销售收入为 67.1 亿元，同比增长 53.7%,

则所求 2016 年 B 省中草药生产（加工）龙头企业销售收入占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实现销售收入的比

重为 67.1/(1+53.7%)÷3858/（1+6.2%）=（67.1/3858）×（1+6.2%/1+53.7%）≈67/3900×

1.1/1.5=73.7/5850=1.25XX%，选择最接近的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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