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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考前寄语

自信

不要马马虎虎

不要三心二意

追求绝对的准确

追求相对的完美

就算一个字也要写好

才会真正的收获快乐

无论在任何时候

都要对自己充满信心

无论遇到任何羁绊

都要坚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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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行情纵览

常考知识点一：中国工商银行概况

1.发展历程

中国工商银行成立于 1984年 1月 1日，是中央管理的大型国有银行。中国工商银行拥

有中国最大的客户群，是中国最大的商业银行之一。

2005年 10月，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2006年 10月，工商银行实现了在上

海、香港两地同步上市，股票代码：1398.HK（香港）；601398（上海）。

2017年工商银行已在全球 42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 412家境外机构，并通过参股南非标

准银行间接布局 20个非洲国家，其中 127家境外机构分布在国家重点战略“一带一路”沿

线的 18个国家和地区；成功设立中东欧金融公司及基金，以多边金融公司模式参与“一带

一路”基础设施及产能合作。

2.企业文化

使命：提供卓越金融服务——服务客户——回报股东——成就员工——奉献社会。

愿景：建设最盈利、最优秀、最受尊重的国际一流现代金融企业。

价值观：工于至诚，行以致远——诚信、人本、稳健、创新、卓越。

常考知识点二：中国农业银行概况

1.发展历程

农行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 1951年成立的农业合作银行。2009年 1月，农行改制为股份

有限公司。2010年 7月，农行分别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和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实现全

球最大规模 IPO。

截至 2016年末，农行境内分支机构共计 23，682个，境外分支机构包括 10家境外分行

和 3家境外代表处。本行拥有 14家主要控股子公司，其中境内 9家，境外 5家。

2016年，在美国《财富》杂志世界 500强排名中，农行位列第 29位；在英国《银行家》

杂志全球银行 1，000强排名中，农行位列第 5位。

中国农业银行服务热线：95599

2.企业文化

战略目标：建设面向“三农”、城乡联动、融入国际、服务多元的一流商业银行。

使命：面向“三农”、服务城乡、回报股东、成就员工

愿景：致力于建设经营特色明显、服务高效便捷、功能齐全协同、价值创造能力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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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商业银行集团。

核心价值观：诚信立业稳健行远

核心价值观指导下的相关理念：

经营理念：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以效益为目标

常考知识点三：中国银行概况

1.发展历程

1912年 2月，经孙中山先生批准，中国银行正式成立。

1994年，中国银行改为国有独资商业银行。

2004年 8月，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2006年 6月、7月，中国银行先后在香港联交所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成功挂牌上市，成为

国内首家“A+H”发行上市的中国商业银行。

中国银行是中国国际化和多元化程度最高的银行，截至 2017 年末，在中国内地及 53

个国家和地区为客户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

2.企业文化

战略目标：建设新时代全球一流银行

核心价值观：担当 诚信 专业 创新 稳健 绩效

常考知识点四：中国建设银行概况

1.发展历程

建行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54年，成立时的名称是中国人民建设银行。

2004年 9 月，由汇金公司、中国建投、宝钢集团、国家电网和长江电力共同发起设立

股份公司，注册资本为 1942.3025亿元。中国建设银行将由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制为国家控

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5年 10月 27日建行 H股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939），2007年

9月 25建行 A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601939）。

客服热线：95533

2.企业文化

愿景：建设最具价值创造力的国际一流银行集团。

使命：为客户提供更好服务，为股东创造更大价值，为员工搭建广阔的发展平台，为社

会承担全面的企业公民责任。

核心价值观：诚实、公正、稳健、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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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知识点五：中国交通银行概况

1.发展历程

交通银行始建于 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银行之一，2018年

正好是 110周年（2018年必考）。

1987年 4 月 1 日，重新组建后的交通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

有股份制商业银行。

2005年 6月 23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港交所：3328，成为首家在境外

上市的中国内地商业银行。

客服热线：95559

2.企业文化

发展战略：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简

称“两化一行”战略）

企业愿景：建设中国最佳财富管理银行

企业精神：拼搏进取、责任立业、创新超越

企业使命：创造共同价值

经营理念：一个交行一个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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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 热点预测

经济篇

常考知识点一：市场失灵

一、市场失灵

完全竞争市场经济在一系列理想化假定条件下，可以导致整个经济达到一般均衡，导致

资源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在现实经济中，帕累托最优状态通常不能实现，存在着帕累

托改进的情况，这种情况被称为市场失灵。

二、帕累托最优

（一）帕累托最优状态

资源的任何重新分配已经不可能使任何一个人的境况变好而不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坏。此

时市场达到均衡，帕累托最优状态又被称作经济效率。

（二）帕累托改进

如果资源的重新分配能够在不使任何人情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

则这种改进被称为帕累托改进。

三、市场失灵的原因

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主要有垄断、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信息不对称等。

【单选】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优质品，进而出现

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称为（ ）。

A.市场失衡

B.市场扭曲

C.逆向选择

D.劣品选择

【答案】C。逆向选择是指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和市场价格下降产生的劣质品驱逐

优质品，进而出现市场交易产品平均质量下降的现象，故 C项正确、ABD错误。故答案选

C。

常考知识点二：失业

一、失业与充分就业

（一）失业的定义与衡量

失业：即主体达到就业年龄，具备工作能力，谋求工作但仍未得到就业机会的状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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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体必须具备的三个条件：有劳动能力；愿意就业；没有工作。

失业率：即失业人口与劳动力人口之比，是测度失业最常见的指标。

（二）充分就业的含义

实现了充分就业时的失业率称为自然失业率。消灭了周期性失业时的就业状态就是充分

就业。

二、奥肯定律

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 GDP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

增长下降 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 GDP增长相对于潜在 GDP增长上升 2%时，

失业率下降大约 1%。

【单选】除了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之外，所有愿意接受各种现行工资的人都能找到工作

的一种经济状态，即消除了非自愿失业就是（ ）。

A.基本就业

B.标准就业

C.充分就业

D.合理失业

【答案】C。充分就业是指除了摩擦失业和自愿失业之外，所有愿意接受各种现行工资

的人都能找到工作的一种经济状态，即消除了非自愿失业，故 C项正确、ABD错误。所以

答案选 C。

常考知识点三：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的经济效应是指通货膨胀在经济上所产生的影响，有两个方面：通货膨胀再分

配效应、通货膨胀产出效应。

一、通货膨胀的再分配效应

（一）通货膨胀不利于靠固定的货币收入维持生活的人。对于靠固定收入生活的人来说，

其收入是固定的货币数额，落后于上升的物价水平，其实际收入因通胀而减少。

（二）通货膨胀对储蓄者不利。随着价格的上涨，存款的实际价值就会降低。

（三）通货膨胀对债权人不利，对债务人有利。

二、通货膨胀的产出效应

（一）需求拉动的通胀会增加产出。

（二）成本推动通货膨胀增加失业。

（三）恶性通货膨胀将导致经济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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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近日，美联储主席耶伦表示，“鉴于劳动力市场持续走强，我预计明年通货膨

胀率会上升。”如果明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债权人受到的影响是（ ）。

A.造成损失

B.不受影响

C.收益增加

D.短期造成损失，长期收益增加

【答案】A。在债权、债务关系中，那些以一定的利率借得货币的债务人，由于通货膨

胀降低了实际利率等因素，使得他们的债务减轻，因而是受益者；而那些以获得一定的利息

为报酬获得债权的人，则是受损者。如果明年通货膨胀率上升，债权人遭受损失的程度更大。

故 A项正确、BCD错误。所以答案选 A。

金融篇

常考知识点一：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

一、商业银行经营的核心：市场营销

二、商业银行经营与管理的原则

（一）原则

1.安全性（首要原则）

2.流动性（必要手段）

3.盈利性（最终目标）

2003年，我国将“盈利性”改成了“效益性”。

（二）原则之间的关系

流动性与安全性是成正比；但流动性、安全性与盈利性成反比

三、我国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相关规定

1.充足率≥8%

2.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之比≥25%

3.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与商业银行资本余额的比例≤10%

4.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之比≤75%（2015.10.1正式取消）

【单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

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下列选项中，不属于商业银行经营原则的是（ ）。

A.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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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流动性

C.效益性

D.独立性

【答案】D。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必须遵循“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效益性

（也称盈利性）。盈利性是商业银行经营目标的要求，占有核心地位，是指银行在经营活动

中力争取得最大限度的利润，也就是以最小的成本费用换取最大的经营成果；安全性是指银

行管理经营风险，即要避免各种不确定因素对其资产、负债、利润、信誉等方面的影响，保

证银行的稳健经营与发展；流动性是清偿力问题，即银行能够随时应付客户提存，满足必要

贷款需求的支付能力；故 D项正确，ABC都不符合题意。所以答案选 D。

常考知识点二：货币政策

一、定义

货币政策是中央银行为实现特定的经济目标而采取的各种控制、调节货币供应量或信用

量的方针、政策、措施的总称。

二、目标

1.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稳定物价（首要目标）、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

2.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又称为中间目标、中间变量等，其标准有：可测性、可控性、

相关性、抗干扰性；中介目标主要有长期利率、货币供应量；

3.货币政策的操作指标：短期利率、银行体系的存款准备金和基础货币；

4.我国货币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中介目标包括

货币供应量M1，M2，利率。

1.【多选】中国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和操作目标的选择标准是（ ）。

A.可控性

B.相关性

C.可逆转性

D.可观测性

【答案】ABD。中央银行选择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主要标准有以下三个：一是可测性，

央行能对这些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的变量加以比较精确的统计；二是可控性，央行可以较

有把握地将选定的中介目标控制在确定的或预期的范围内；三是相关性，作为货币政策中介

目标的变量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有着紧密的关联性，故 ABD正确；C项错误。所以答案

选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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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选】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是（ ）。

A.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

B.促进经济增长

C.维护金融秩序

D.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

【答案】D。本题考查的是货币政策目标。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我国货币

政策目标是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故 D项正确；ABC选项表述不完

整，故 ABC错误。所以答案选 D。

常考知识点三：汇率决定理论

一、金本位下汇率的决定

汇率以铸币平价为中心，以黄金输送点为界限上下浮动。

铸币平价：1单位甲币＝甲币含金量÷乙币含金量＝x单位乙币

二、纸币制度下汇率的决定

1.购买力平价理论：汇率决定于两国货币购买力的比率（购买力是一国物价指数的倒

数）。

（1）绝对购买力平价：表示 1单位 B国货币以 A国货币表示的价格。

（2）相对购买力平价：考虑通货膨胀因素。

2.国际借贷说：该学说认为：汇率决定于外汇市场上的借贷关系。

3.利率平价说

利率平价理论讨论的是远期汇率的决定，表明远期汇率由即期汇率和国内外利差决定，

高利率货币远期贴水（相应地外汇升水），低利率货币远期升水（相应的外汇贴水），年升

贴水率等于两国利差。

【单选】国际借贷学说出现和盛行于金本位制时期，1961年，英国学者 G. I. Goschen

较为完整地提出，该学说认为：汇率决定于外汇市场上的（ ）。

A.借贷关系

B.供求关系

C.主从关系

D.贸易关系

【答案】A。国际借贷学说认为汇率是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而外汇供求又源

于国际借贷，故汇率决定于外汇市场上的借贷关系，故 A项正确，BCD错误。所以答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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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会计篇

常考知识点一：会计要素

一、财务状况要素

财务状

况
资产 负债 所有者权益

特征

过去交易或事项

拥有或控制

预期带来利益

过去交易或事项

现时义务

预期利益流出

资产扣除负债

剩余权益

净资产

二、经营成果要素

经营成

果
收入 费用 利润

特征

日常活动

所有者权益增加

区分非日常利得

日常活动

所有者权益减少

区分非日常损失

收入减费用

利得减损失

本质属于所有者权益

注：营业外收入不是收入；出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取得的经济利益流入不是收入。

1.【多选】下列各项中，（ ）属于收入。

A.出售原材料收到的价款

B.出售专利权收到的价款

C.出售设备收到的价款

D.出售商品收到的价款

【答案】AD。出售原材料价款，计入其他业务收入，故 A选项正确。出售商品的价款，

计入主营业务收入，故 D选项正确，选项 AD属于收入；出售专利权、设备收到的价款计

入资产处置收益中，选项 BC不属于收入。所以答案选 AD。

2.【多选】下列属于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是（ ）。

A.收入

B.所有者权益

C.费用

D.利润



秋招备考群：701040956

12 / 33

【答案】ACD。收入、费用、利润属于反映企业经营成果的会计要素，选项 ACD不是

反映财务状况的要素，故 ACD三项正确；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属于反映企业财务状况

的会计要素，选项 B是反映财务状况的要素，故 B选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CD。

常考知识点二：银行存款

一、票据的一般规定

（一）票据种类

票据法规定的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

（二）出票日期

1.出票日期“必须”使用“中文大写”。

2.规范写法：在填写月、日时，月为壹、贰和壹拾的，日为壹至玖和壹拾、贰拾和叁拾

的，应当在其前加零；日为拾壹至拾玖的，应当在其前加壹。

（三）更改要求

“出票金额、出票日期、收款人名称”不得更改，更改的票据无效；更改的结算凭证，

银行不予受理。

二、票据权利丧失的补救

票据丧失后可以采取“挂失止付、公示催告、普通诉讼”三种形式进行补救。

（一）挂失支付（找付款人）

1.挂失止付的前提

只有确定付款人或代理付款人的票据丧失时才可进行挂失止付。

2.可以挂失止付的票据

支票、填明“现金”字样的银行本票、填明“现金”字样和代理付款人的银行汇票、已承兑

的商业汇票。

（二）公示催告（找法院）

1.公示催告时限

失票人应当在通知挂失止付后的 3 日内，也可以在票据丧失后，依法向“票据支付地”

人民法院申请公示催告。

2.公示催告终结方式

公示催告期限届满，无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判决终结；

公示催告期限届满前，有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裁定终结；

公司催告期限届满后，除权判决前，有利害关系人主张权利：裁定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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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诉讼（找出票人或承兑人）

三、汇票、本票、支票

票据类型 支票 银行本票 银行汇票 商业汇票

付款人 银行 出票人 出票银行 承兑人

提示付款期限 自出票日起 10天 自出票日起 2月 自出票日起 1月 自到期日起 10天

支付特点 见票即付 延期支付

1.商业汇票只适用于单位，其他票据适用单位和个人。

2.汇兑和托收承付只适用于异地，银行本票只适用同一票据交换区域。

3.支票的金额和收款人可以授权补记。

4.最长付款期限：纸质商业汇票不得超过 6个月；电子商业汇票不得长于 1年。

【多选】根据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的规定，下列各项中，属于无效票据的有（ ）。

A.更改出票金额的票据

B.更改出票日期及收款人名称的票据

C.出票日期使用小写填写的票据

D.中文大写金额和阿拉伯数码不一致的票据

【答案】ABC。票据的出票日期、金额和收款人不得更改，更改后票据无效，故 ABC

项正确。票据和结算凭证金额以中文大写和阿拉伯数码同时记载，二者必须一致，否则，银

行不予受理，故 D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BC。

公基篇

常考知识点一：十九大报告

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

奋斗。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

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积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党的领

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制度建设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体制机制不断完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特别重要的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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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

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

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变化和我国各项事业发展都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大时代课题，

这就是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系统回答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常考知识点二：区块链

一、区块链概述

区块链是分布式数据存储、点对点传输、共识机制、加密算法等计算机技术的新型应用

模式。

区块链的演化进程：

区块链 1.0：数字货币

区块链 2.0：数字资产与智能合约

区块链 3.0：DAO、DAC（区块链自洽组织、区块链自洽公司）

区块链大社会：科学，医疗，教育，区块链+人工智能

二、区块链的分类

（一）公有区块链

公有区块链是指：世界上任何个体或者团体都可以发送交易，且交易能够获得该区块链

的有效确认，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其共识过程。公有区块链是最早的区块链，也是目前应用最

广泛的区块链。

（二）联合（行业）区块链

由某个群体内部指定多个预选的节点为记账人，每个块的生成由所有的预选节点共同决

定（预选节点参与共识过程），其他接入节点可以参与交易，但不过问记账过程。

（三）私有区块链

仅仅使用区块链的总账技术进行记账，可以是一个公司，也可以是个人，独享该区块链

的写入权限。

三、区块链的核心特征

（一）去中心化：由于使用分布式核算和存储，不存在中心化的硬件或管理机构，任意

节点的权利和义务都是均等的，系统中的数据块由整个系统中具有维护功能的节点来共同维

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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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开放性：系统是开放的，除了交易各方的私有信息被加密外，区块链的数据对所

有人公开。

（三）自治性：区块链采用基于协商一致的规范和协议（比如一套公开透明的算法）使

得整个系统中的所有节点能够在去信任的环境自由安全的交换数据。

（四）信息安全性：一旦信息经过验证并添加至区块链，就会永久的存储起来，除非能

够同时控制住系统中超过 51%的节点，否则单个节点上对数据库的修改是无效的。

（五）匿名性：由于节点之间的交换遵循固定的算法，其数据交互是无需信任的（区块

链中的程序规则会自行判断活动是否有效），因此交易对手无须通过公开身份的方式让对方

自己产生信任。

四、区块链核心技术

（一）分布式账本

交易记账由分布在不同地方的多个节点共同完成，而且每一个节点都记录的是完整的账

目，因此它们都可以参与监督交易合法性，同时也可以共同为其作证。

（二）非对称加密和授权技术

存储在区块链上的交易信息是公开的，但是账户身份信息是高度加密的，只有在数据拥

有者授权的情况下才能访问到，从而保证了数据的安全和个人的隐私。

（三）共识机制

是所有记账节点之间达成共识，认定记录有效性的手段。区块链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共识

机制。以比特币为例，采用的是工作量证明，只有在控制了全网超过 51%的记账节点的情

况下，才有可能伪造出一条不存在的记录。

（四）智能合约

智能合约是基于区块链中不可篡改的数据，自动化地执行一些预先定义好的规则和条

款。

1.【单选】在区块链的模型架构中，实现对数据传播机制和数据验证机制进行封装的层

次是（ ）。

A.数据层

B.网络层

C.共识层

D.激励层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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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选】以下哪种内容是区块链 1.0的主要应用领域（ ）。

A.数字货币

B.智能合约

C.人工智能

D.自洽组织

【答案】A。

时政篇

常考知识点一：新法速递

1.2018年 1月 1日起，我国首部“绿色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开

始实施，对大气污染物、水污染物、固体废物和噪声四类污染物，过去由环保部门征收排污

费，现在改为由税务部门征收环保税。

“环保税的征收，主要是建立两个机制：一是正向减排激励机制，多排多缴、少排少缴、

不排不缴；二是动态税额调整机制，由国家定底线，地方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上浮。”

纳税人排放应税大气污染物或者水污染物的浓度值低于排放标准 30%的，减按 75%征

收环境保护税；低于排放标准 50%的，减按 50%征收环境保护税。（减免政策）

环境保护税按月计算，按季申报缴纳。2018年 4月 1日至 15日是环保税首个征期。

2.人社部、财政部日前联合印发《企业年金办法》，将于 2018年 2 月 1日起施行。企

业缴费每年不超过本企业职工工资总额的 8%，企业和职工个人缴费合计不超过本企业职工

工资总额的 12%。职工或者退休人员死亡后，其企业年金个人账户余额可以继承。

3.第五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

我国使用的宪法是 1982年制定的宪法，之后进行了五次大的修正，分别在 1988年，1993

年，1999年，2004年和 2018年修正案。

常考知识点二：经济热点

1.达沃斯论坛关注“共同命运”

世界经济论坛 2018年年会 1月 23日至 26日在瑞士达沃斯召开，本届年会的主题为“在

分化的世界中打造共同命运”。

2.独角兽企业

是指在中国注册的、具有法人资格，成立时间不超过十年，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

估值超过 10亿美元（以企业最后一轮融资时估值为依据）的企业。



秋招备考群：701040956

17 / 33

3.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2018年 11月 5日至 10日在中国国家会展中心（上海）

举办。

4.农村土地“三权”分置

是指顺应农民保留农村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

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简称“三权”）分置并行。

5.2018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任务是：

到 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进展，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

到 2035年，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基本实现。

到 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

6.汽车购置税恢复至 10％，新能源汽车继续免税

自 2018 年１月１日起，对购置 1.6升及以下排量的乘用车，由 2017 年减按 7.5%的税

率征收车辆购置税恢复至按 10％的法定税率征收。

自 2018年１月１日至 2020年 12月 31日，国家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继续免征车辆购置

税。

【单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12月 28日至 29日在京举行。会议全面分析“三农”工作

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研究实施（ ）的重要政策，部署 201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农业农

村工作。

A.城乡一体化战略

B.乡村发展战略

C.乡村振兴战略

D.三农振兴战略

【答案】C。

管理篇

常考知识点一：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信念、仪式、符号、处事方式等组成的其特有的文化

形象。

企业文化构成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单选】以下关于“企业文化”的说法。错误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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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

B.企业文化是一个组织由其价值观、符号、处事方式的组成的文化现象。

C.企业文化的管理方式是以柔性管理为主

D.企业文化的重要任务是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答案】A。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精神文化。包括企业核心价值观、企业精神、企业

哲学、企业理念、企业道德等。所以说企业文化的核心是企业的精神文明建设是片面的，故

错误，所以 A项正确。BCD项本身描述正确，故错误。所以答案选 A。

常考知识点二：管理方法

六西格玛(6σ)管理法旨在生产过程中降低产品及流程的缺陷次数,防止产品变异,提升品

质。6σ管理法是一种统计评估法。σ值越大,缺陷或错误就越少。6σ是一个目标。做 100万件

事情,其中只有 3.4件是有缺陷的。6σ管理关注过程。σ越大，过程的波动越小，过程以最低

的成本损失、最短的时间周期、满足顾客要求的能力就越强。

【单选】付强和林凡均准时在商场门口会合，进入施工现场，他们看到墙上贴着大大的

标语：“严格执行 6σ管理理论”，对“6σ管理理论”的叙述正确的是（ ）。

A.6σ值下降，表示能力的改善和缺陷的减少或消除

B.6σ管理理论的一个重要目的是将科学的统计方法应用到含糊的质量管理中

C.6σ管理理论是一种处事哲学，能完全避免工作中的失误

D.重点放在产生缺陷的根本原因上，认为质量是靠最终的检验来实现的

【答案】B。6σ管理理论是运用科学统计方法衡量含糊的产品质量管理，故 B项正确；

6σ值下降，表示能力的改善和缺陷的增加，故 A项错误； 6σ管理关注过程管理，认为质量

是靠最终的检验来实现是错误的，它的应用不能完全避免工作中的失误。所以 CD项错误。

所以答案选 B。

言语篇

言语理解与表达部分的考试有三种题型：阅读理解、逻辑填空、语句表达。其中阅读理

解部分包括片段阅读和篇章阅读两种考查方式，以片段阅读为主。逻辑填空部分的考查方式

主要以成语辨析和实词辨析为主。语句表达部分考查内容涉及语句连贯、病句辨析等。

常考知识点一：意图判断

当主题属于一种社会现象时，如果该主题是积极的社会现象，选项则优选“倡导、呼吁”

类（次选现象）；如若该主题是一种不良的社会现象，选项中如果有合理对策，则优选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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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对策，则选一个含义上与不良现象（主旨句）最接近的选项（该步骤即等同于在概

括原文主旨）。

【单选】目前，各城市的城管机构设置不尽相同，一般分为城建监察大队、城市管理局、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城市管理委员会四种。由于城管工作实际是各自为政，没有一部专门

的全国性法律来指导，各地方政府根据立法权限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条例，但差异很大，难以

系统化，并由此导致近年来各地不断出现一些“城管暴力执法”事件，影响到社会安定。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当前我国城市多头管理之“乱”

B.城管执法问题是社会关注的焦点

C.城管纳入法制轨道是当务之急

D.有必要制定全国性的城管法律

【答案】D。文段介绍了目前城管管理工作所面临的问题：各自为政，地方性条例差异

大难以系统化，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不良事件，影响社会安定。由此可以看出要解决目前的

问题，首要措施是消除差异，统一管理。D项正确。A项强调当下多头管理之“乱”，是现

象，重点应是如何“治乱”，即对策。B项，“关注的焦点”，非文段重点。C项表述不准

确，当下城市管理并非无“法”，而是“法”太多太乱；并非不在“法制轨道”之内，而是

“轨道”太多。故正确答案为 D。

常考知识点二：逻辑填空

特点：根据选项的词义轻重、感情色彩、语体风格、词的搭配，选择与文段相匹配的词

语。

【单选】依次输入各选项内的词语，与句意最贴切的一组是（ ）。

（1）注射这种针后，原本毫无知觉的病人很快就恢复了 。

（2）商场如战场，如何 利润的最大化是每一个身处其中的人必须思考的问题。

A.神智 谋取

B.神智 牟取

C.神志 牟取

D.神志 谋取

【答案】D。“神智”强调的是精神和智慧，是比较大的一个范畴。而“神志”强调的

是知觉，是比较小的范畴。“谋取”是取得利益，而“牟取”强调是私利，例如牟取非法利

益时用后者，后者有贬意。所以选择 D。



秋招备考群：701040956

20 / 33

常考知识点三：语句排序题

（一）解题思路

1.选项入手，确定首句

2.结合选项，题干入手，把握特定句子间的关系

3.答案

（二）解题技巧

1.确定首句

适合做首句:

背景铺垫

观点援引

设问

不适合做首句:

补充类描述：当然、也、又

反面论证：否则、不然、如果不、如果没有……

指代类描述：这、那、这些、那些、此、彼……

因此、所以、总之、最终、终于等引导的结论类描述

2.结合选项，把握特定句子之间的关系

关联词语衔接

话题一致

时间空间顺序

逻辑关系

【单选】将以下 5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 ）。

①自然信息源是指来自自然地信息，包括物理、化学、天体、生物等方面的信息。

②过去谈自动化，只限于利用自然信息进行控制。

③从知识信息源中，自动地检索到人们所需要的知识，往往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物资。

④古今中外记录流传下来的知识，专家的经验，都含有丰富的信息，就构成了知识信息

源。

⑤近年来，更将自动化的应用渗透到企业管理以至家庭生活，于是出现了办公室自动化、

家庭自动化这一类

⑥这就将自动化技术从工厂扩大到了全社会，因而从社会中自动地提取信息就变得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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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重要了。

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

A.①⑤②④⑥③

B.②⑤⑥①③④

C.①⑥④③②⑤

D.②①⑤⑥④③

【答案】B。观察选项，对比发现①②句中②更适合做首句，过去谈自动化，只限于利

用自然信息进行控制。近年来，更将自动化的应用渗透到 企业管理以至家庭生活，于是出

现了办公室自动化、家庭自动化这一类新事物。就将自动化 技术从工厂扩大到了全社会，

因而从社会中自动地提取信息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例如，商情信息、出版信息，等等，都

是人们生活中所关心的事情。古今中外记录流传下来的知识， 砖题库出品 12专家的经验，

都含有丰富的信息，就构成了知识信息源。从知识信息源中，自动地检索到人 们所需要的

知识，往往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和物资。所以说，重视知识是十分重要的。

数量篇

数量关系主要测查报考者理解、把握事物间量化关系和解决数量关系问题的能力，主要

涉及数据关系的分析、推理、判断、运算等。常见的题型有：数字推理、数学运算等。

常考知识点一：数字推理—多级数列

题型分类：“做商多级数列”与“做差多级数列”

解题思路：

做商数列：当数字之间倍数关系相对比较明显的时候，优先两两做商。

做差数列：最基础的多级数列，两两做差，做一次或两次看规律。

做积/和数列：两两相乘/加。

【单选】8，8，（ ），24，60，180

A.14

B.16

C.12

D.10

【答案】C。两两做商，商数列是 1，（1.5）（2），2.5，3，因此未知项=24/2=12。C

选项正确，A、B、D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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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知识点二：数字推理—递推数列

题型特点：递推形式为：和、差、积、商、倍、方。

解题思路：看趋势，做试探。

【单选】3，7，16，107，（ ）

A.1707

B.1704

C.1086

D.1072

【答案】A。变化趋势较快，考虑是积或倍，从第三项开始，16=3*7-5，107=16*7-5=107，

未知项=16*107-5=1707，A选项正确，B、C、D错误。答案选择 A选项。

常考知识点三：数学运算—利润折扣问题

实际利润＝售价-成本，期望利润=定价-成本；

折扣=售价/定价；

1
   
利润 售价 成本 售价

利润率
成本 成本 成本

总价=单价×数量

【单选】商场销售某种商品，第一个月按 30%的利润定价销售，第二个月按第一个月

定价的 90%进行销售，第三个月按第二个月定价的 80%进行销售，第三个月的销售比第一

个月便宜 1820，请问这种商品的成本是多少元？（ ）

A.5900

B.6900

C.5000

D.7100

【答案】C。假设成本为 x，第一个月定价为 1.3x，第二月售价为 1.3x×90%，第三个月

售 价 为 1.3x×90%×80% ， 根 据 “ 第 三 个 月 的 销 售 比 第 一 个 月 便 宜 1820” 得 ：

1.3x-1.3x×90%×80%=1820。解得：x=5000。C选项正确，A、B、D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常考知识点四：数学运算—行程问题

核心公式：路程=速度×时间

火车在桥：路程=桥长 S+车长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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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距离平均速度： 1 2

1 2

2v vv
v v






流水行船：顺流速度＝静水船速＋水速；逆流速度＝静水船速－水速

【单选】一条河全长 56千米，某船从上游到下游需要 4小时，从下游返回上游需要 7

小时。则此船在静水中的速度为每小时（ ）千米。

A.10

B.11

C.9

D.8

【答案】B。
V +V

V =
2

顺 逆

船 ，由题目中可知，V顺=56/4=14Km/h，V逆=56/7=8Km/h，

因此，V 船=11Km/h。B选项正确，A、C、D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资料篇

资料分析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形式的文字、图表等资料的综合理解与分析加工能力，

这部分内容通常由统计性的图表、数字及文字材料构成。

常考知识点一：简单计算

简单计算主要指读数后简单计算即可。

简单计算在每篇资料分析中几乎都有 1题以上，题型简单，务必拿分。

【单选】若收回有效问卷 2136份，赞成征收环境保护税比赞成征收资源税（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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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少 132

B.多 132

C.少 130

D.多 130

【答案】D。由图可知，赞成征收环境保护税的占比 49.5%，赞成征收资源税的占比为

43.4%，前者比后者多 6.1%，总数是 2136×6.1%=130.296，最接近 D选项多 130。D选项正

确，A、B、C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常考知识点二：增长率相关

-= = = = 1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量 增长量 现期量
增长率 －

基期量 基期量 现期-增长量 基期量

夏粮再获丰收。随着核心丰产技术的广泛应用，全市夏粮单产再创新高，单产水平达

435.5公斤/亩，比上年每亩增加 8.3公斤；总产水平受小麦播种面积减少影响，比上面减少

0.5万吨，达 75.6万吨。

【单选】2016年上半年该市夏粮单产水平比 2015年增长了（ ）。

A.1.9%

B.2.5%

C.3.1%

D.1.0%

【答案】A。根据材料信息，可得 A项正确；增长率=增长量÷（现期量-增长量）=8.3

÷（435.5-8.3）=8.3÷427.2≈1.94%，A选项符合题意。B、C、D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A

项。

常考知识点三：比重

比重=部分值/整体值

整体值=部分值/比重

部分值=整体值×比重

2016年，X省 Y市实现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9.6%，在文化产品制造业

中，文化印刷、文化用品制造和工艺美术品制造三大主导行业，2016年分别实现增加值 21.82

亿元、11.57亿元、6.62亿元。

2016年 Y市文化产业增加值构成及与 X省比较（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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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选】与全省结构相比，Y市文化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占文化及其相关产品增加量的比

重约比全省水平（ ）。

A.高 11个百分点

B.低 5个百分点

C.低 11个百分点

D.高 5个百分点

【答案】D。根据材料，可得 D项正确；部分即分子是文化产品制造业增加值，整体即

分母是文化及其相关产品增加量，Y 市比重为 42.91/77.75 约为 55.19%，X 省比重为

406.23/807.96约为 49.78%，55.19%-49.78%=5.41%，则 Y市相比于 X省的比重高约 5个百

分点，D选项符合题意。A、B、C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项。

判断篇

判断推理主要测查报考者对各种事物关系的分析推理能力，涉及对图形、语词概念、事

物关系和文字材料的理解、比较、组合、演绎和归纳等。常见的题型有：图形推理、定义判

断、类比推理、逻辑判断等。

常考知识点一：翻译推理

题型特征：题干中包含逻辑关联词，例如：“如果…就…”；“只有…才…”等

解题思路：先翻译，后推理。

翻译一（口诀：前推后，A→B）：如果…就…；只要 A，就 B；倘若 A，则 B；为了 A，

一定 B；凡是 A，都 B；A离不开/必须 B

翻译二（口诀：后推前，B→A）：只有 A才 B；不 A，不 B；除非 A，否则不 B；A

是 B的必不可少的/必要条件基础/核心/关键

推理：逆否等价命题： A→B 等价于 —B→—A

（口诀：肯前必肯后，否后必否前，肯后否前的得不到确定性结论）

【单选】如果天气晴朗，我们就举办拔河比赛；如果风很大，我们就不举办拔河比赛；

如果不举办拔河比赛，就举办演讲比赛。假定上面的陈述属实，实际情况我们正举办拔河比

赛，则下面哪项必定为真（ ）。

I.天气晴朗；II.风不大；III.不举办演讲比赛

A.仅 I

B.仅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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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仅 I、III

D.I、II、II

【答案】B。翻译：天气晴朗→举办拔河比赛；风大→不举办拔河比赛→举办演讲。已

知正举办拔河比赛，所以可以确定风不大。因此，本题答案为 B选项。

常考知识点二：论证

加强论证：

（1）加强论点：加强论点不仅仅是单纯的重复论点的意思，还可以用理论去解释论点

的合理性。

（2）加强论据：加强论据可以举例子和用数据证明。

（3）加强论证方式：也称为搭桥，通过一句话把论据和论点建立联系，这句话要包含

论据和论点的内容。

（4）加强前提

削弱论证：

（1）削弱论点：削弱论点：用理论反对论点。

（2）削弱论据：削弱论据：举反例和数据证明论点不成立。

（3）削弱论证方式：也称为拆桥，断开论据与论点之间的联系。

（4）削弱前提

【单选】9月初大学入学报到时，有多家手机运营商到某大学校园进行产品销售宣传，

有好几家运营商推出了免费套餐服务。但是其中一家运营商推出了价格优惠的套餐，同时其

业务员向学生宣传说：其他运营商所谓的“免费”套餐是通过出售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来获得

运营费用的。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该业务员的宣传？（ ）

A.免费套餐运营商所提供的手机信号质量很差

B.很难保证价格优惠的运营商不会同样出售消费者的身份信息

C.有法律明确规定，手机运营商不得出售消费者的身份信息

D.免费套餐运营商是通过广告来获得运营费用的

【答案】D。论点：其他运营商的“免费”套餐是通过出售消费者的身份信息来获得运

营费用的。D项，说明免费套餐运营商是通过广告来获得运营费用，不是通过出售消费者的

身份信息，属于削弱论点，有效质疑该业务员的宣传。A项和 B项都属于论题不同。C项，

法律明确规定，手机运营商不得出售消费者的身份信息，并不能说明手机运营商会不会出售



秋招备考群：701040956

27 / 33

消费者信息，所以不能支持也不能削弱业务员的宣传。削弱论证，先把论点矛盾命题找出来，

看选项谁意思最为相近。所以本题答案为 D。

常考知识点三：定义判断

题目特征：给定一个概念的定义，然后给出一组典型例证，要求你从中选出最符合或最

不符合题意的一项。注意：假设这个定义是正确的，不容置疑的。

解题思路：

第一步：看提问方式。“属于”还是“不属于”；

第二步：确定题干关键信息；

第三步：逐一比对选项，进行选项排除。注意词汇的感情色彩；注意常识类定义；注意

概念的宏观意义。

【单选】角色模糊是指个人所体验到的工作角色定位的不确定性，包括工作职责的不确

定、工作目标的不确定等，因此常造成工作流程上的混乱和工作效率的低下。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角色模糊的是（ ）。

A.小陈刚当上小学老师，想跟学生做朋友，尽管她现在跟学生的关系很亲密，可她发现

学生们不怕她，不听话，甚至作业也不交

B.小张刚参加工作，满怀热情，一心想在工作岗位上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但却不

得不经常做些与其专业无关的工作，他因此觉得心理落差很大

C.张大夫身兼数职，是某医院骨科主任，同时又担任该医院的副院长、该地区医学会委

员等，工作繁忙使他日渐憔悴

D.苏丽刚升任客服部的副总监，有些事务她不知道是否该自己处理，如果处理了是否会

超出目前的权限，也不知道去问谁，对于这些事务她通常就不处理

【答案】D。关键词是“对工作职责的不确定“、“工作流程混乱”、“效率低下”。

B项、C项中没有提到效率降低或流程混乱，A项中小陈对自己的工作职责没有不确定。

常考知识点四：图形推理-样式类

求同：前两个图形除去不同部分，剩余相同部分

求异：前两个图形除去相同部分，剩余的不同的部分。

【单选】从所给的四个选项中，选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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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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本题考查样式类。每行第一个图顺时针旋转 90度后，与第二个图求异，

得到该行第三个图形。第三行按此规律，得到选项 D。

常考知识点五：图形推理-正六面体

1.排除相对面

2.分析相邻面 ①相对位置相对特征不变②箭头法③公共边法

【单选】左边给定的是纸盒的外表面，下面哪一项能由它折叠而成（ ）。

【答案】A。相邻边关系和相对面排除法。A项正确；B项中的字母 T应该指着 N，而

不是三角形，错误；C项中的 T和箭头两个面是相对面，错误；D项 O和 N两个面是相对

面，错误。因此选择 A项。

英语篇

常考知识点一：动词的时态和语态

现在 过去 将来 过去将来

一般 do/does did shall/will do should/would do

进行 am/is/are

doing

was/were

doing

shall/will be

doing

should/would be

doing

完成 have/has

done

had done shall/will

have

done

should/would/ could

have done



秋招备考群：701040956

29 / 33

完成进

行

have/has

been

doing

had been

doing

shall/will

have

been doing

should/would have

been doing

易出现为在单选部分，需要判断动作发生的时间，与句子中所强调的部分。尤其是主句

和分句之间的时间关系。注意运用正确时态。黑体部分最常考。

【单选】The glass remains warm because you ( ) it since this morning.

A. held

B. holding

C. hold

D. have been holding

【答案】D。“因为你一早上都拿着这个杯子，这个杯子现在还是暖的。”该题出现了

由 because引导的原因状语从句，所以 because后面应出现完整的句子，即主谓宾，空白处

必须是谓语，而 B是非谓语，所以排除 B；题干 since this morning（从今天早上起），从过

去的某一时间点延续到现在（因为主句用的是一般现在时），所以必须要出现现在完成时，

而 D项的现在完成进行时是现在完成时中的一种，特殊之处在于它还表明某种情况将会继

续进行，也符合该题义，所以正确答案为选项 D。

常考知识点二：宾语从句中的虚拟语气

由 advise、suggest、order、insist、request、demand 等含有命令、要求语气的动词引导

宾语从句时，从句的谓语动词形式要用虚拟语气，should+动词原型，should可以省略。

【答选】Her parents insist that she ( ) alone.

A. live

B. lives

C. lived

D. is living

【答案】A。考查虚拟语气。在表达建议，愿望，请求等动词后面无论主语是什么，谓

语动词都是 should+do的形式。Insist表示“坚决要求”时，就用虚拟形式，而表示“坚持

说”的话就是陈述语气。题目表达的是父母坚决要求，因此 should+live，should可以省略。

ABC三项不符，故排除。因此答案选 A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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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考知识点三：阅读理解

1.主旨题

主旨题一般出现在文章的第一题或最后一题

解题策略：

（1）找标题

（2）找文章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各段首尾

（3）含有委婉语气的词是正确选项的可能性大，不选片面绝对的选项

2.细节题

（1）找题干的关键词：时间，地点，人名，数字，大写字母等。

（2）通过关键词回原文定位。注意：文中有时把关键词换为同义词或近义词，所换词

多为名词、名词词组和形容词。

（3）结合上下语境分析。

3.含义题

分为词义猜测和指代内容两类：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word “ ” in the first paragraph mean?

The underlined word ‘it’ in the passage refers to ___.

解题步骤：1.根据定义或解释猜测词义 2.根据情景逻辑和同近义词

Passage 1

Ask someone what they have done to help the environment recently and they will almost

certainly mention recycling. Recycling in the home is very important, of course. However, being

forced to recycle often means we already have more material than we need.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results of that over-consumption in the greenest way possible, but it would be far better if we

did not need to bring so much material home in the first place.

The total amount of packaging has increased by 12% between 1999 and 2005. It now makes

up a third of a typical household's waste in the UK. In many supermarkets nowadays food items

are packaged twice with plastic and cardboard.

Too much packaging is doing serious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e UK, for example, is

running out of it for burying this unnecessary waste. If such packaging is burnt, it gives off

greenhouse gases which go on to cause the greenhouse effect. Recycling helps, but the process

itself uses energy. The solution is not to produce such items in the first place. Food waste i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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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ious problem, too. Too many supermarkets encourage customers to buy more than they need.

However, few of them are coming round to the idea that this cannot continue, encouraging

customers to reuse their plastic bags, for example.

But this is not just about supermarkets. It is about all of us. We have learned to associate

packaging with quality. We have learned to think that something unpackaged is of poor quality.

This is especially true of food. But it is also applied to a wide range of consumer products, which

often have far more packaging than necessary.

There are signs of hope. As more of us recycle, we are beginning to realize just how much

unnecessary materials are collected. We need to face the wastefulness of our consumer culture, but

we have a mountain to climb.

1. What does the underlined phrase "over-consumption" refer to?

A. Using too much packaging.

B. Recycling too many wastes.

C. Having more material than is needed.

D. Making more products than necessary.

【答案】C。含义题。根据文中的We are dealing with the results of that over-consumption

in the greenest way possible, but it would be far better if we did not need to bring so much

material home in the first place. 可知划线部分意义应为“过度消费”。故 C正确。

2. The author uses figures in Paragraph 2 to show ( ).

A. the tendency of cutting household waste

B. the increase of packaging recycling

C. the fact of packaging overuse

D. the rapid growth of supermarkets

【答案】C。细节题。根据作者在文中使用的数字可知，作者使用数字的目的是为了让

读者清楚地理解过度包装的现实问题。故 C正确。

3. According to the text, recycling ( ).

A. means burning packaging for energy

B. helps control the greenhouse effect

C. is the solution to gas shortage

D. leads to a waste of land

【答案】B。细节理解题。根据 If such packaging is burnt, it gives off greenhouse gases wh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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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on to cause the greenhouse effect. Recycling helps, but the process itself uses energy. 可知 B

项正确。故 B正确。

4. 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4?

A. Unpackaged products are of bad quality.

B. Supermarkets care more about packaging.

C. Other products are better packaged than food.

D. It is improper to judge quality by packaging.

【答案】D。推理题。第四段讲述了人们对于包装不好的物品的固有认识，即：人们普

遍认为包装不好的物品质量肯定差。故 D正确。

5. What can we learn from the last paragraph?

A. Needless material is mostly recycled.

B. Fighting wastefulness is difficult.

C. People like collecting recyclable wastes.

D. The author is proud of their consumer culture.

【答案】B。细节题。文章讲述了人们对于过度包装的危害的认识及人们应有的积极态

度，所以最后一段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但是最后一句 we have a mountain to climb. 提示我们

事情不会一蹴而就。故 B正确。

刷题、听课就用华图金融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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