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篇  高频考点分析

第一章 基本知识

第一节 政治知识

【考点 1】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1. 实践决定认识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就一个人的知识来说，一部分是通过亲身实践得来的，即来源于

直接经验；另一部分是从书本和他人那儿学到的间接经验。直接经验

和间接经验都是通过实践得到的，实践是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

（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第一，社会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新的研究课题，推动认识的

发展。

第二，社会实践为认识不断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观察、研究的物

质手段。

第三，社会实践推动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

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

（3）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4）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2. 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具有两重性：正确的认识对实践起着积极的

促进作用，错误的认识则对实践起消极的阻碍作用，甚至导致实践的

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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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题】

（多选）实践在认识中的决定作用表现在：

A. 实践提出了认识的课题

B. 实践创造出必要的物质条件和手段，使认识成为可能

C. 实践是认识的唯一来源

D. 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E. 实践使认识得以产生和发展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属于记忆性考查，熟练掌握实践与认识的辩证

关系即可。

【答案】ABCDE。解析：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表现在：社会

实践不断提出新的需要、新的研究课题，推动认识的发展；社会实

践为认识不断提供新的经验和新的观察、研究的物质手段；社会实践

推动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社会实践的发展推动人的认识能力的提高，

所以 AB 符合题意；又因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

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CDE 符合题意。故本题答案为 ABCDE。

【名言名句】实践决定认识

1.“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毛泽东

2.“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

荀子

【考点 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容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

经济共同发展。

（一）公有制经济

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

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坚持

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要求，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能更

好地发展社会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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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公有资产在社会总

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

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集中体现在其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下，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

（二）非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混合所有制

经济中的非公有制成分等。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毫

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客观要求，也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的客观要求。

【典型例题】

（多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结合曾是世界性难题，所有制理论创

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而言更需极大的政治勇气。提出并坚持“两个毫

不动摇”，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既实事求是、又与时俱进的执政智慧。

其中，毫不动摇地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原因有：

A. 非公有制经济对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方面有着重要

作用

B. 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占据着主导作用

C. 非公有制经济在发展社会生产力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D. 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E. 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控制国民经济命脉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属于理解性题目，需要考生清楚理解公有制经济、

非公有制经济的区别和作用，特别是国有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的作用。

【答案】ACD。解析：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在社会生产力发

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其次，非公有制经济已经成为我

国吸纳就业人口的主力军，尤其是第三产业已经成为吸纳就业人口

的主导力量，可知 ACD 符合题意。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起主导作

用”、“控制国民经济”命脉的是国有经济，BE 说法错误。故本题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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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选 ACD。

【考点拓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指财产权分属于不同性质所有者的经济形式。

我国存在的混合所有制主要有三大类型：公有制和私有制联合组成的

混合所有制企业；公有制与个人所有制联合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公有制内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联合组成的混合所有制企业。

【考点 3】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战略安排

党的十九大对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新的战略安排：

到 2020 年，国防和军队建设要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

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典型例题】

（单选）十九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适应世界新军事革

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保到 ________

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力有大的提升。

A.2030 B.2035

C.2022    D.2020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属于记忆性题目，需要考生牢记十九大对全面

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作出新的战略安排的时间节点。

【答案】D。解析：十九大报告指出，国防和军队建设要适应世

界新军事革命发展趋势和国家安全需求，提高建设质量和效益，确

保到二零二零年基本实现机械化，信息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战略能

力有大的提升。故本题答案为 D。

【考点拓展】建设世界一流军队的要求

1. 牢固树立战斗力这个唯一的根本的标准

2. 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军、依法治军

3. 构建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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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经济知识

【考点 1】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

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具体办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概括起来有两种基

本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

（1）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延长

工作时间所获得的剩余价值。

（2）相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工作时间不变的条件下，由于缩短必要

劳动时间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时间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

是各个资本家追逐超额剩余价值而实现的。

【典型例题】

（单选）相对剩余价值的获得靠：

A. 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B. 个别企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C. 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劳动强度

D. 延长工作日增加剩余劳动时间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属于理解性题目，要求考生弄清楚绝对剩余价值、

相对剩余价值、超额剩余价值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答案】A。解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为

条件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生活资料的价值便会下降，劳动力的

价值也随之下降，再生产劳动力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便会缩短，剩余

劳动时间则相应延长，从而生产出相对剩余价值。故本题答案为 A。

【考点拓展】超额剩余价值

超额剩余价值是指单个资本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使商品的个别

价值低于社会价值而比一般资本家多得的那部分价值。

【考点 2】企业

企业一般是指以盈利为目的，运用各种生产要素（土地、劳动力、

资本、技术和企业家才能等），向市场提供商品或服务，实行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独立核算的法人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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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的组织形式

（1）个人业主制

由个人出资经营的企业。出资者就是企业主，掌握企业的全部业

务经营权力，独享企业的全部利润和独自承担所有的风险，并对企业

的债务负无限责任。它不是法人，全凭企业主的个人资信对外进行业

务往来。

（2）合伙制

合伙制企业是指由两人以上按照协议投资，共同经营、共负盈亏

的企业。合伙制企业财产由全体合伙人共有，共同经营，合伙人对企

业债务承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

（3）公司制

公司一般是指依法设立的，全部资本由股东出资，以营利为目的

企业法人。其两种主要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以

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

2. 现代企业制度

（1）现代企业及现代企业制度的含义

现代企业是拥有产权，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和法

人实体。

现代企业制度，是指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的“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依法规范的公司

制企业制度。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的

必然要求，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途径，是国有企业的改

革方向。

（2）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

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

管理科学。产权清晰是前提和条件，权责明确是核心，政企分开是关键，

管理科学是基础。

【典型例题】

（多选）现代企业制度的主要形式有：

A. 个人业主制

B. 合伙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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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份有限公司

D. 有限责任公司

E. 集体制企业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属于记忆性题目，难度较小。

【答案】CD。解析：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是公司制，其

主要形式有两种：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故本题答案选 CD。

【考点拓展】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在一定的条件下，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

的具有该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它包括文化观念、价值观

念、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

企业产品等。其中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

第三节 文史科技知识

【考点 1】隋唐的社会经济

1. 开凿大运河

为加强南北交通，巩固隋朝对全国的统治。公元 605 年，开始开

凿大运河。

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南到余杭，从北到南分永济渠、

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

江五大水系。大运河分段开凿，前后历时五年，全长两千余公里，是

世界著名的伟大工程之一。

2. 租庸调制

唐朝实行租庸调制。成年男子每年向官府缴纳一定的谷物，叫“租”；

缴纳定量的绢和布，叫“调”；服徭役的期间内，不去服役的可以纳

绢或布代役，叫“庸”。

3. 两税法

天宝年间，土地买卖和兼并之风盛行，780 年，唐德宗接受宰相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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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规定每户按资产和田亩交税，取消一切杂税、

杂役；一年分夏季和秋季两次收税。

【典型例题】

（单选）唐代诗人皮日休有诗云：“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

赖通波。”“此河”指的是：

A. 黄河 B. 大运河

C. 淮河    D. 渭河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属于应用题。需要考生熟悉隋朝历史，并对诗

词有所涉猎。诗词与史实相结合的考察方式在近些年的考试中比较常

见，日渐成为一种趋势。

【答案】B。解析：“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出自

皮日休的《汴河怀古二首》第二首。汴河，即通济渠，是隋唐大运

河的首期工程。“此河”指的是大运河。故本题选 B。

【考点拓展】隋朝大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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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石墨烯

石墨烯是一种由碳原子组成六角型呈蜂巢晶格的二维碳纳米材料。

实际上石墨烯本来就存在于自然界，只是难以剥离出单层结构。

1. 石墨烯的发现

海姆和诺沃肖洛夫于 2004 年制备出石墨烯，由此获得 2010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

2. 石墨烯的性质

（1）厚度：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材料。

（2）导热性：作为热导体，石墨烯比目前任何其他材料的导热效

果都好。

（3）强度：石墨烯是已知强度最高的材料之一，同时还具有很好

的韧性，且可以弯曲。

（4）光学特性：石墨烯具有非常良好的光学特性，其透光率大约

是 97.7%。

3. 石墨烯的应用

石墨烯在传感器、晶体管、柔性显示屏、新能源电池、海水淡化、

储氢材料、航空航天、感光元件、复合材料生物等领域都广泛应用。

【典型例题】

（单选）以下关于石墨烯材料，说法正确的是：

A. 石墨烯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材料

B. 石墨烯的导热效果虽然不如硅材料，但其坚固性比目前任何其

他材料都好

C. 石墨烯是由海姆和诺沃肖洛夫制备出的，并使其于当年获得诺

贝尔物理学奖

D. 石墨烯为粒子物理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虽属于记忆性题目，但由于距离生活较远，所

以相对较为抽象。建议考生在复习时抓住重点进行重复记忆。

【答案】A。解析：作为热导体，石墨烯比目前任何其他材料的

导热效果都好。因此 B 项错误。海姆和诺沃肖洛夫于 2004 年制备出

石墨烯，由此获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因此 C 项错误。石墨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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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为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平台，而在这之前科学家

们只能在高能宇宙射线或高能加速器中对该理论进行验证。因此 D 项

错误。故本题答案选 A。

【考点拓展】几种常见物质的主要构成材料

汽车轮胎——合成橡胶；涤纶衣服——合成纤维；纯棉线衣——

天然纤维

第四节 法律知识

【考点 1】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1. 概念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指在国家统一领导下，各少数民族聚居的

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的制度。我国民族自

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

2. 自治机关

（1）自治机关是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

政府。

（2）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

族的公民担任。

（3）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

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

3. 自治权力

（1）立法权：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2）变通权：上级国家机关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如有不

适合民族自治地方实际情况的，自治机关可以报经该上级国家机关批

准，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

（3）治安权：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经国务院批准，可以组织

本地方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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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例题】

（多选）为贯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关部门决定在某省设立某

民族自治县。依照我国法律规定，以下哪些人员必须由实行区域自治

的民族公民担任：

A. 自治县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主任或副主任

B. 自治县党委书记

C. 自治县人民法院院长

D. 自治县县长

E. 自治县人民检察院院检察长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为识记性题目，考察民族自治地方的领导担任

问题。

【答案】AD。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自

治区、自治州、自治县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

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者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

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故本题答案选 AD。

【考点拓展】特别行政区制度

特别行政区，是指在我国主权所及的领土范围内，根据宪法和法

律的规定，对某一地区实行不同于一般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法律

制度，该地区不拥有独立的主权，但却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特区政府享有高度自治权。主要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

司法权和终审权，但是不拥有外交权和防务权。

【考点 2】主刑

主刑是指只能独立适用的主要刑罚方法。主刑只能独立适用，不

能附加适用。我国的主刑有五种，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

死刑。

1. 管制

管制，是指对犯罪分子不实行关押，依法实行社区矫正，限制其

一定自由的刑罚方法。被判管制的罪犯可以自谋生计，在劳动中与普

通公民同工同酬。判处管制，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同时禁止犯罪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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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

2. 拘役

拘役，是剥夺犯罪分子短期人身自由，就近实行强制劳动改造的

刑罚方法。拘役是一种短期自由刑。拘役的期限为 1 个月以上 6 个月

以下。数罪并罚时，最高不得超过 1 年。判决以前先行羁押的，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1 日。

3. 有期徒刑

有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一定期限的人身自由，实行强制劳动

改造的刑罚方法。

有期徒刑的期限为 6 个月以上 15 年以下。判决执行以前先行羁押

的，羁押 1 日折抵刑期 1 日。

4. 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终身自由，并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

被判无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监狱或者其他场所执行；凡是有劳动能

力的，都应当参加劳动，接受教育和改造。

5. 死刑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死刑是刑罚体系中最严

厉的惩罚手段。

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

刑；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

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典型例题】

（多选）以下选项属于我国刑法主刑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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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罚款

B.管制

C.拘役

D.剥夺政治权利

E.没收财产

【试题难度】☆☆☆

【技巧点拨】此题为识记性题目，考察主刑的种类。

【答案】BC。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刑罚分为



主刑和附加刑。主刑，是对犯罪分子适用的主要刑罚，它只能独立使

用，不能相互附加适用。主刑分为以下五种：管制、拘役、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和死刑。A 罚款属于行政处罚。D 剥夺政治权利、E 没收财产

属于附加刑。故本题选择 BC。

【考点拓展】附加刑

附加刑，是补充主刑适用的刑罚方法。附加刑既可以附加于主刑

适用，又可以独立适用。附加刑有四种：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

财产、驱逐出境。

第二章  岗位能力

第一节  数量关系

一、巧设特值解题

特值思想的核心：在计算复杂时，用特值代替未知量来计算
特值思想的常见应用：所求为乘除关系，对应量未知

1. 某工厂新进一批钢材，如果全部供给第一车间，可以用 30 天，

全部供给第二车间，可以用 15 天。现在给第一、二和三车间供给两天

的量，恰好用去全部钢材的四分之一，剩下的钢材全部用来供给第三

车间，还可以用（   ）。

A.40 天 B.30 天

C.25 天    D.5 天

1.【答案】B。解析：设全部钢材有 30 份，则第一车间每天用 1 份，

第二车间每天用 2 份，第三车间每天用 [30÷4-（1+2）×2]÷2=0.75 份，

故剩下的钢材还够第三车间用 30×
3
4

÷0.75=3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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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两种蚊香，长短一样，第一种 4 小时燃完，第二种 3 小时燃完。

如果同时点燃两种蚊香，要使一种蚊香的剩余长度是另一种蚊香剩余

长度的 3 倍，则需要

同时点燃蚊香后多少小时？ 

A. 3
8

B.
12

5

C.
16

7 D.2

2.【答案】A。解析：由题意可设蚊香的长度为 12，所求时间为 x，

则第一种蚊香每小时燃烧 3，第二种蚊香每小时燃烧 4，因此第一种比

第二种蚊香燃烧慢。因此可列方程：12-3x=3（12-4x），解得 x=
3
8 。

二、利用比例思想快速解题

比例思想的核心：份数思想，用份数代替实际量来计算
比例思想的常见应用：
（1）题干中给出比例关系，并给出与前面比例相关的实际值
（2）题干中包含 M=A×B 关系，且存在不变量（正反比）

1. 吴先生开车从甲地去乙地开会，去时每小时行 80 千米。会议结

束后，他急着返回处理其他事务，返回时每小时行 100 千米，吴先生

往返开车共用了 4.5 小时，那么甲乙两地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A.180 B.200

C.220    D.240

1.【答案】B。解析：往返路程一定，则所用时间之比等于速度的反比，

80 ∶ 100=4 ∶ 5，则时间之比为 5 ∶ 4，返回所用时间为 4.5÷（4+5）

×4=2 小时，所以甲乙两地的距离是 100×2=200 千米。

2. 某企业原有职工 110 人，其中技术人员是非技术人员的 10 倍，

今年招聘后，两类人员的人数之比未变，且现有职工中技术人员比非

技术人员多 153 人。问今年新招非技术人员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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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B.8

C.9 D.10

2.【答案】A。解析：原有非技术人员∶原有技术人员 =1 ∶ 10，

由题意知，现有技术人员比非技术人员多 9 份，多 153 人，则现有非

技术人员 153÷9×1=17 人，故今年新招非技术人员 17-10=7 人。

三、行程问题

基本公式：路程 = 速度 × 时间
基本方法：特值、方程

1. 某人驾车以每小时 60 公里的速度行驶一段路程后，再以每小时

40 公里的速度原路返回。请问他在上述往返行程中的平均时速是多少？ 

A.45 B.46

C.48 D.50

1.【 答 案】C。 解 析： 设 往 返 路 程 为 240 公 里， 行 驶 时 间 t=
120

60

+
120

40
=5 小时。平均时速 v= 240

5
=48 公里 / 小时。

2. 从 A 地到 B 地只有一条路。甲骑自行车，乙步行从 A 到 B，丙

从 B 骑摩托车接乙。三人同时出发。甲骑自行车 16 千米 / 小时，丙 30

千米 / 小时，甲、丙两人经过 60 分钟相遇，再过 20 分钟丙接到乙。乙

步行了（   ）千米。

A.5 B.6

C.10     D.12

2.【答案】B。解析：A、B 两地的路程为（16+30）×60÷60=46 千米，

则乙步行了 46-30×（60+20）÷60=6 千米。

四、数字推理

常考数列：等差数列，和数列，倍数数列，积数列，多次方数列，

分式数列，组合数列，新题型等 

解题原则：数字敏感和数列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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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7，10，15，22，（   ）

A.28 B.30

C.33 D.35

1.【答案】C。解析：相邻两项之差依次是 2、3、5、7、（11），

为连续质数，应填入 22+11=（33）。

2. 61，60，40，41，23，（   ）

A.22 B.24

C.26     D.28

2.【答案】C。解析：相邻两项之和依次是 121、100、81、64、（49），

依次为 11、10、9、8、（7）的平方，应填入 49-23=（26）。

第二节  资料分析

一、必考概念之增长

%100-%100 ´=´=
基期值

基期值现期值

基期值

增长量
增长率

（增长率的求解与比较考查频率均较高，根据不同的已知条件列
式是关键。）

增长率

现期值
基期值

+
=
1

（除基期值的求解与比较外，求基期值的和（差）也有考查。）

增长率

增长率
现期值增长量

+
´=
1

（增长量的求解需注意观察数字特征。）

1.2006 年至 2011 年全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3587 元、

4140 元、4761 元、5153 元、5919 元、6977 元； 城 镇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收入分别为 11759 元、13786 元、15781 元、17175 元、19109 元、

218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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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011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 2008 年大约增加了：

A.18% B.38%

C.58%    D.85%

1.【答案】B。解析：2008 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15781 元，

2011 年为 21810 元，比 2008 年增加了（21810-15781）÷15781=6029

÷15781 ≈ 6029÷15800=3X%，选 B。

2. 2011 年广告收入 89.38 亿元，占总创收的 46.32%。有线网络收

入 53.18 亿元，占总创收的 27.55%。其他创收收入 50.42 亿元，占总

创收比重达 26.13%，同比增速达 51.12%。

问题：2010 年广电产业其他创收收入约为多少亿元？

A.17 B.33

C.50 D.68

2.【 答 案】B。 解 析：2010 年 广 电 产 业 其 他 创 收 收 入 为 50.42÷

（1+51.12%）≈ 50.42÷1.5=3X，选择 B。

3. 2012 年，某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8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月度增速从 1-2 月的 2.9% 回升到 10-12 月的 10% 以上。大型、中型

和小微型企业增加值分别为 3074、3217 和 4584 亿元，比上年分别增

长 8.2%、6.8% 和 6.7%。

问题：与 2011 年相比，2012 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约增加了

约多少亿元？ 

A.600 B.720

C.840    D.960

3.【答案】B。解析：2012 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10875 亿元，

比上年增长 7.1%，则所求为 %1.71
10875
+ ×7.1% ≈ 10875

1

14（1
1

14）《
10875

15
《725 元，最接近的是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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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必考概念之比重

整体值

部分值
比重 = %100´

（比重的求解常会考查三者之和的占比，比重比较、基本公式变
形的运用需重点关注。）

判断比重变化：
部分增长率 > 整体增长率，现期比重比基期比重大，即比重上升；
部分增长率 < 整体增长率，现期比重比基期比重小，即比重下降；
部分增长率 = 整体增长率，现期比重与基期比重相等，即比重不变。
（根据增长率判断比重变化的题目考查频率较高，考法灵活多变。）

计算比重变化：
部分增长率

整体增长率部分增长率
现期比重

+
´

1
-

（注意观察选项与（部分增长率 - 整体增长率）的大小关系可快
速选出答案。）

1.2014 年，全国汽车产销分别为 2372 万辆和 2349 万辆，同比增

长 7.3% 和 6.9%。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合计为 2107.7

万辆，比上年同期增长 8.9%，高于全行业增速 2 个百分点。

问题：2014 年汽车销量排名前十位的企业集团销量占汽车销售总

量的： 

A.89.7% B.88.9%

C.73.4% D.67.5%

1.【 答 案】A。 解 析：2014 年 全 国 汽 车 销 售 量 为 2349 万 辆，

汽 车 销 量 排 名 前 十 位 的 销 量 合 计 为 2107.7 万 辆， 故 其 所 占 比 例 为

= 2350
7.2107

2349
7.2107 » 89.X%，因此答案选 A。

2.2011 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主营业务成本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达到 88.7%，比 2010 年提高 0.6 个百分点。行业中亏损

企业 2497 个，同比增长 36.7%，企业亏损面达 16.6%；亏损企业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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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同比增长 52.9%。

问题：2011 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企业数量约为多少万

家？

A.1 B.1.5

C.2 D.2.5

2.【 答 案 】B。 解 析： 所 求 为 2497÷16.6% ≈ 2500÷
6
1

=2500×6=15000 家 =1.5 万家，选择 B 项。

3. 表 2011 年 7 月规模以上工业生产主要数据

问题：2011 年 7 月轿车产量占汽车产量的比重与上年同期相比：

A. 上升了约 7 个百分点

B. 下降了约 7 个百分点

C. 上升了约 14 个百分点

D. 下降了约 14 个百分点

3.【答案】A。解析：根据表格，2011 年 7 月轿车同比增速高于汽

车，所以占比上升，排除 B、D。上升了
77.7

131.8 
77.7（1 12.6%）

131.8（1-1.3%） =
77.7

131.8

×
12.6% 1.3%

1 12.6% <12.6%+1.3%=13.9%，即选择上升了约 7 个百分点。

三、必会技巧之特征数字法

1. 某省 2014 年财政支出结构进一步调整，财政支出 1377.5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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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年度相比，同口径增长 14.4%，其中，一般预算支出 1029.6 亿元，

增长 169.4 亿元；基金支出 347.9 亿元，增长 158.9 亿元。

问题：2013 年，该省财政支出是（   ）

A.1575.86 亿元 B.1204.11 亿元

C.1286.12 亿元 D.1198.36 亿元

1.【答案】B。解析：材料第一段可知财政支出 1377.5 亿元，增长

率为 14.4%，所求为 ≈ ≈ 1377.5× =120X.X，故正确答
案为 B 项。

2. 2011 年第 4 季度，我国网上银行市场交易金额为 209.91 万亿，

环比增长 5.2%。2011 年，网上银行市场全年交易金额为 780.94 万亿，

同比增长 42.1%。截至 2011 年底，我国个人网上银行用户数达到 4.34 亿。

问题：2011 年网上银行市场交易额比 2010 年多（   ）

A.231.37 万亿 B.328.78 万亿

C.452.16 万亿 D.549.57 万亿

2.【答案】A。解析：2011 年网上银行市场全年交易额为 780.94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2.1%， 所 求 为 780.94× ≈ 780×

=780× ≈ 223 万亿，与 A 项最接近。

四、必会技巧之有效数字法

复杂、多步乘除运算，利用有效数字，简化运算。

1.2015 年全国就业人员 77451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40410 万人。

全年城镇新增就业 1312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5%。全国农

民工总量 27747 万人，比上年增长 1.3%。其中，外出农民工 16884 万人，

增长 0.4%；本地农民工 10863 万人，增长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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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2014 年全国农民工中，本地农民工占比为（   ）

A.28.2% B.30.5%

C.38.6%    D.48.5%

1.【答案】C。解析：全国农民工总量 27747 万人，比上年增长 1.3%；

本 地 农 民 工 10863 万 人， 增 长 2.7%。 可 得 所 求 为 %7.21
10863
+ ÷ %3.11

27747
+

= 27747
10863

× %7.21
%3.11

+
+

≈ 128000
111000
´
´

=39.X%。故正确答案为 C 项。

2.2016 年 年 末 全 国 共 有 艺 术 表 演 团 体 12301 个， 比 上 年 年 末 增

加 1514 个；从业人员 33.27 万人，增加 3.08 万人。其中各级文化部

门所属的艺术表演团体 2031 个，占 16.5%；从业人员 11.52 万人，占

34.6%。

问题：2016 年，全国艺术表演团体平均从业人员数和各级文化部

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从业人员平均数之比约为： 

A.1 ∶ 0.346 B.6 ∶ 1

C.1 ∶ 2 D.2 ∶ 3

2.【答案】C。解析：根据材料可知，2016 年年末全国艺术表演团

体平均从业人员数为 ，各级文化部门所属艺术表演团体的为，

则所求为 ÷ = × ≈ ≈ 0.47 ≈ ，故本
题选 C。

第三节  判断推理

一、逻辑判断

（一）复言命题推理

假言命题推理：“A → B”成立，则“非 B →非 A”也成立。

选言命题推理：A 或 B 为真，A（B）为假→ B（A）为真。

联言命题推理：A 且 B 为假，A（B）为真→ B（A）为假。

某教研室要选派一些教师参加一个国际学术研讨会。根据工作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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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必须满足下列几个条件：

（1）如果赵老师或者钱老师去，那么孙老师也应该去；

（2）负责科研的宗主任必须去；

（3）如果钱老师不去，那么李老师去，但是周老师不能去；

（4）如果宗主任去，那么周老师也应该去。

由此可见：

A. 钱老师、孙老师应该去

B. 钱老师、孙老师都不应该去

C. 钱老师应该去，孙老师不应该去

D. 孙老师应该去，钱老师不应该去

【答案】A。解析：考查复言命题推理。由（2）宗主任必须去，（4）

如果宗主任去，那么周老师也应该去，可推出周老师去。再根据（3）

如果钱老师不去，那么李老师去，但是周老师不能去，可推出钱老师去，

再根据（1）如果赵老师或者钱老师去，那么孙老师也应该去，可推出

孙老师也去。本题正确答案是 A。

（二）排除法解朴素逻辑

题型特征：当题干给出条件众多，且条件均非常确定，选项也全

面且确定时，可使用排除法快速排除一些选项甚至直接得出答案。

有三户人家，每家有一孩子，他们的名字是：小梅（女）、小媚（女）、

小明（男）；孩子的爸爸是老王、老张和老陈；妈妈是刘蓉、李玲和方丽。

对于这三家人，已知：（1）老王家和李玲家的孩子都参加了少女舞蹈队；

（2）老张的女儿不是小媚；（3）老陈和方丽不是一家人。

根据以上条件，可以确定以下哪项是正确的？

A. 老王、刘蓉和小梅是一家

B. 老张、李玲和小媚是一家

C. 老王、方丽和小媚是一家

D. 老陈、方丽和小明是一家

【答案】C。解析：排除法。由（1）可知，老王和李玲不是一家，

且两家的孩子都是女的；进而由（2）可知，老张的女儿是小梅，且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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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和李玲是一家，排除 A、B 两项；由（3）可排除 D 项。故答案选 C。

（三）可能性推理之“已知事实得因果”

题干特点：经过调查研究发现两个事实，然后认为它们之间存在

因果关系。

加强方式：排除他因，解释因果。

削弱方式：另有他因，因果倒置。

1. 有一项科学实验，设置两个实验组，第一组实验者摄取大量维

生素 C，第二组实验者没有摄取维生素 C。结果发现，摄取大量维生素

C 的人比没有摄取维生素 C 的人对于流感有更强的抵抗力。这一实验

表明，维生素 C 会影响人对流感的抵抗力。

以下哪项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结论？

A. 两组被实验者的人数相等

B. 两组被实验者对流感的抵抗力在实验前是相当的

C. 第一组被实验者摄取的维生素 C 大大超出日常生活摄取的量

D. 这项研究是在流感高发季节做出的

1.【答案】B。解析：题干通过对比实验得出：维生素 C 会影响人

对流感的抵抗力。要使实验结论可靠，控制除摄取维生素 C 以外的其

他实验条件保持一致是必要的。A、B、D 三项都能支持结论，但相较

而言，B 项最能支持题干结论。因为如果两组被实验者对流感的抵抗

力在实验前不同，那么实验结论的可靠性会受到很大的质疑，所以 B

项最能支持题干结论。

2.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属于胆固醇的一种。研究发现，冠心病、

心肌梗死等心脏疾病患者的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含量比正常人

高。因此，研究人员认为，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升高是导

致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心脏疾病的原因。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A. 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实际是人体在心脏病发作后应激产生用以

抵御伤害的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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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身体虚弱和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体内也会含有过高的低密度

脂蛋白胆固醇 

C. 所有人体内都含有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它是人体新陈代谢所

必需的

D. 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升高易导致糖尿病

2.【答案】A。解析：题干认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升高是心

脏疾病的原因。A 项指出是由于心脏疾病引起人体内低密度脂蛋白胆

固醇的含量升高，即题干论证是“因果倒置”，最能削弱。故答案选 A。

二、图形推理

（一）组合叠加

图形特点：题干图形间相似度较高。

主要考查：直接叠加、去同存异、去异存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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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答案】B。解析：每组前两个图形叠加，外框不变，内部去同存异，

得到第三个图形。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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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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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答案】B。解析：每组前两个图形叠加去异存同，然后顺时针

旋转 90 度得到第三个图形。

（二）元素分布

图形特点：题干图形相似度较低且元素个数相对固定。

主要考查：图形间上、下、左、右、内、外位置，相交、相接、相离等。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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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答案】C。解析：每一列，从上到下，星星在其他图形的外部

和内部间隔排列，所以排除 A、D。再看小线段和星星的相对位置，第

一行中，星星都位于小线段上方；第二、三行中，星星都位于小线段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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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把下面的六个图形分为两类，使每一类图形都有各自的共同特

征或规律，分类正确的一项是：

A. ①③⑥，②④⑤ B. ①②④，③⑤⑥

C. ①③⑤，②④⑥ D. ①⑤⑥，②③④

2.【答案】B。解析：图形①②④中内部小图形相离，图形③⑤⑥

中内部小图形有包含。故选 B。

三、定义判断

核心成分分析法

方法应用：通过寻找题干的核心成分来确定正确答案。

核心成分：包括主体、客体、目的、方式、条件、原因、结果、性质等。

电子政务是指政府机关运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政府网站将大量

频繁的行政管理和日常事务按设定的程序在网上实施，从而打破时间、

空间以及部门分割的制约，全方位地为社会和公民提供高效公开的政

府服务。

根据以上定义，下列选项不属于电子政务的是：

A. 上下级政府之间的电子公文流转

B. 企业与企业之间通过网络银行实现转帐支付

C. 企业通过政府税务网完成税务登记和税款缴纳

D. 建立电子交通网站对司机进行管理和服务

【答案】B。解析：电子政务的定义主体是政府机关。B 项中的企

业与企业通过网络银行转账支付，很显然不是政府机关的行为，答案

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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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言语理解与表达

一、选词填空

（一）解释关系

题型特点：上下文呈解释说明关系。

判定标志：指代词、同义互换词、归纳总结词、冒号、破折号等。

具体运用：理解概括空前、空后句义或段义；寻找呼应点的互解词。

看起来生活好像总是如此不公平。但即便是这样，没有谁因此占

了谁的便宜，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是不公平的受难者。也就是说，刻

薄的世界 ________，厚待的人生 __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屈指可数    指日可待 B. 广阔无垠    回头是岸

C. 比比皆是    遥遥无期 D. 寥寥无几    遥不可及

【答案】C。解析：第一空，由“每一个人都感觉自己是不公平的

受难者”可知，此处强调的是“刻薄的世界”之普遍，“屈指可数”“寥

寥无几”与文意相悖，排除 A、D。第二空，与“刻薄的世界”普遍相

对应，“厚待的人生”应是少见，难得。“回头是岸”比喻只要悔改

就有出路。与句意不符，排除 B。本题选 C。

（二）反对关系

题型特点：上下文呈相反或相对的关系。

判定标志：转折词、对照词、变化词等。

具体运用：找呼应点的反义词或背离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是在变化发展中传承的，许多传统剧种的形成

也并非 ________，而是经过数代人在传承过程中，根据社会发展变化

和大众审美需求，不断地进行着或大或小的适应性调适、创新、完善

乃至重构。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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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一蹴而就 B. 一脉相承

C. 一成不变 D. 一帆风顺

【答案】A。解析：根据文段中的“并非……而是……”可知，空

缺处所填词语应与后文构成反对关系。分析可知，后文说的是传统剧

种形成的复杂性，即形成并非轻而易举。与此对应，“一蹴而就”最

恰当。其他三项均与句意不符，排除。故本题答案为 A。

（三）递推关系

题型特点：上下文为递进、因果、假设、顺承等关系。

判定标志：递进词、因果词、假设词、顺承词等。

具体运用：寻找呼应点的近义词、一致词或推断句意。

对于吸引人才，地方政府最应该做的，是营造一个适合人才流动、

有利人才成长的环境与空间，而不是直接参与、甚至 ________ 企业的

人才录用过程。其实，自由、公平的竞争本身就是对人才最好的回报，

足够的成长空间才是 ________ 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沃土。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影响    有效 B. 干预    直接

C. 破坏    长期  D. 主导    长久

【答案】D。解析：由“甚至”可知第一空所填词语须与“直接参

与”构成递进关系，四个选项中，只有“主导”能与其构成递进关系，

故本题答案为 D。

二、语句表达

（一）语句衔接

话题一致：话题一致是保持语言连贯的基本要求。句群内只有话

题和陈述的角度一致，中心才会明确，语义才能贯通。

思路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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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分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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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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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因果、总分等逻辑关系。

人生就是这样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有直，就会有曲，谁的人生，

都不会一帆风顺。痛苦是常有的，遗憾是常见的。有的人，于平凡中

含着伤痛；有的人，于痛苦中带着微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情形。

生命总是眷恋着坚定，厌倦着沉沦。告诉自己，________________。

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生活并不完美，心灵需要修炼

B. 人生就是选择，生活就要珍惜

C. 快乐是生理的，幸福是精神的

D. 命运在于自己，未来在于现场

【答案】A。解析：分析可知，空缺处所填句子为文段的总结句。

由“谁的人生，都不会一帆风顺。痛苦是常有的，遗憾是常见的”可知，

生活并不完美；由“生命总是眷恋着坚定，厌倦着沉沦”可知，不能

因为生活的不完美而沉沦，要坚定乐观地走下去。选项中只有 A 项契

合主题。故本题选 A。

（二）其它题型

1.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项是：

A. 全国总工会紧急拨款 100 万元，慰问遇难矿工及家属。

B. 丰富语言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同思想的提高，知识的充实，

生活经验的积累，关系非常密切。

C. 近年来，我国专利申请持续增长，表明社会公众专利意识在不

断提高。

D.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

1.【答案】B。解析：A 项，“慰问遇难矿工”不合事理，可将“及

家属”改为“的家属”；C 项“专利意识”与“提高”不搭配，可将“提

高”改为“增强”；D 项“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的主语是人，而“不

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的主语是照片，偷换了主语，可将“不禁使人

产生”改为“人们不禁产生”。故本题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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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下列句子中，标点符号使用正确的一句是：

A. 身体温暖，微循环才会正常，所以清早起来第一口食物最好选

择温热的，例如热粥、热牛奶和热豆浆……等，可以配着吃蔬菜、面包、

水果。

B. 新浪中国好书榜是由新浪网友大众评书团与专家评委共同参与

选出的，张爱玲的遗作“小团圆”得到了一致好评，获得了第一名。

C. 备受诟病的“免检牌”被摘除后，“国家免检”食品企业不仅

失去了“光环”，而且要支付高昂的日常抽检费用。

D. 近几年的名人故里之争，真是令人眼花缭乱。正如一网友所言，

“伏羲东奔西走，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处显灵。”

2.【答案】C。解析：A 项，省略号和“等”不能同时使用，可删

除省略号。B 项，“小团圆”为图书作品，应该用书名号，而不是双引号。

D 项，最后的句号应置于引号以外。故本题选 C。

三、片段阅读

（一）主旨观点题之主题词筛选法

含义：依照文段主题词对选项进行筛选。

应用方法：寻找材料中出现的高频词语；寻找关键句中的主要成分。

无论从事何种产业，只要专注于一种产品、一个细分的市场、一

个特定的领域，都有可能成就一番大事业。在一个巨大的市场中，哪

怕开发一种极其个性化的产品，也不怕没有足够的客户。著名经济学

家保罗·克鲁格曼说过，巨大的市场会使产品多样化，多样化更接近

个性化，从而就更具有市场价值，这种价值不仅可以带来更多财富，

而且可以给国际竞争力带来优势。

这段文字意在表明：

A. 对规模经济应予以更多关注

B. 个性化产品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C. 多元化是未来经济发展的趋势

D. 产品的开发应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答案】B。解析：“个性化”在文中多次出现，为高频词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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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段论述的重点。分析选项，只有 B 项表述与此相关，故本题答案为 B。

（二）主旨观点题之行文脉络分析法

含义：作者写作时谋篇布局的思路。

方法：1. 分析句意和句间关系；2. 归类每句；3. 分析每类句子作用。

常考结构：总分、分总等。

1. 人们对说话者意思的判断，55% 来自对说话者举止的识别，即

说话者看起来想要表达一层什么意思，也就是视觉判断。一些人是天

生的交际家，十分活跃，善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例如，有些人说

话时会配合手势，但其他人只会用嘴。如果你的说服对象坐着，你也

应坐下；如果他们交叉双腿而你抱着胳膊，你就是在传递一个接近他

们的信号。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A. 说话是一门艺术 B. 说话的方式非常重要

C. 成功的说话取决于态度 D. 正确地选择说话的对象

1.【答案】B。解析：文段首句提出观点：人们对说话者意思的判

断主要来自说话者举止的识别，也就是视觉判断。后文具体论述恰当

的举止对交际的作用。“配合手势”“坐下”“抱着胳膊”等讲的都

是举止问题，对此概括最恰当的是 B 项的“说话的方式”。A 项表述

过于笼统，C、D 两项均非文段重点。故本题选 B。

2. 政府采购作为公共财政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本义是规范

政府购买行为、节约财政资金、从源头上防止腐败。采购部门不从价

格上把关，便违背了制度的初衷。中国社科院公布的一份调研显示，

一些地方政府在采购办公用品过程中，有近八成的商品高于市场价格。

这反映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采购需求的不合理，只求贵的不

求对的；另一方面则是政府采购招标环节中存在猫腻。政府采购谁来

监督一直是采购制度的软肋所在，采购招标在没有阳光的空间操作，

反而导致了“逆市场竞争”的乱象。

这段文字意在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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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政府采购制度的初衷是防止腐败

B. 政府采购需要在相关监督下进行

C. 采购需求的不合理导致政务腐败

D. 政府采购中存在大量的违规行为

2.【答案】B。解析：文段先指出政府采购的本义是规范政府购买

行为，防止腐败；接着指出，采购部门不从价格上把关，违背了制度

的初衷，主要表现在采购需求不合理、招标环节存在猫腻两个方面；

最后指出，谁来监督一直是政府采购制度的软肋所在，采购招标没有

监督导致了“逆市场竞争”的乱象。故文段意在说明政府的采购行为

需要监督。B 项正确，当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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