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部分  资料分析 

101.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基期量中基期量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2014 年我国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 1687 万人，

比上年增加 47 万人”；“2017年我国出生人口 1723 万人，虽然比上年减少 63 万人，但比‘十

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人口多出 79 万人”。 

第三步，根据基期量＝现期量－增长量，2013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 1687－47＝1640（万人），

“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人口为 1723－79＝1644（万人），2013 年我国出生人口与“十二五”

时期年平均出生人口差为 1640－1644＝－4（万人），即减少 4 万人。 

因此，选择 A 选项。 

 

102.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问题。  

第二步，定位第一段文字材料，2014 年我国实施“单独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 1687 万

人……2016年实施“全面两孩”生育政策，出生人口 178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1 万人。 

第三步，根据基期量=现期量－增长量，可得 2015 年出生人口为 1786－131=1655（万人），

1655 1687，则同比降低，排除 AC 选项，根据减少率 （基期量-现期量）/基期量，观察

选项首位数字各不相同，将分母从左向右截取前两位，数据较为接近，分子不再截位可得

，直除首位商 1。 

因此，选择 D 选项。 

 

103.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计算中的和差类。 

第二步，定位第一段文字材料，2016 年出生率与“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率相比，提高了

0.84 个千分点，2017 年出生率为 12.43‰，比上一年降低 0.52 个千分点。 

第三步，2016 年出生率为 12.43‰+0.52‰=12.95‰，“十二五”时期年平均出生率为 12.95‰

－0.84‰=12.11‰。（或由于选项精确度与材料一致，且尾数各不相同，考虑用尾数法，3＋



 

 

2－4=1，以 1 结尾） 

因此，选择 B 选项。 

 

104.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部分量。 

第二步，定位第一段文字材料，“2016 年出生人口 1786 万人，2017 年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

的比重达到 51.2%，比 2016 年的占比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 

第三步，2016 年二孩占全部出生人口比重为 51.2%－11%=40.2%，根据 部分量=整体量 比

重，可得 2016 年二孩出生人口为 1786×40.2%≈18×40=720（万人）。 

因此，选择 C 选项。 

 

105.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现期比重和基期比重的计算，定位文章第一段和第二段，“2016 年、2017

年出生人口分别为 1786、1723 万人， 2017 年山东人口 174.98 万人，比 2016 年减少 2.08 万

人，”可计算出 2016 年比重为 ，2017 年比重为 ，可得，只

有 2017 年比重超过 10%，2016 年未超过 10%，错误。 

B 选项，比重计算，定位第二段和第三段，可得出 2016 年度广东人口≈152 222 130，2017

年湖北人口为 74.27，可得比重为 ，首位小于 2，错误。 

C 选项，直接读数，定位第三段，2017 年广东人口增量最大，增量为 22.18 万人，安徽、四

川、河北出生人口增量超过 5 万，所以超过 5 万的 4 个，错误。 

D 选项，增长率计算，定位第一段，2017 年出生人口 1723 万人，2014 年出生人口 1687 万

人，比上年增加 47 万人，根据 基期量 现期量 增长量，可得 2013 年=1687-47=1640，根

据 增长率 （现期量 基期量）/基期量，可得增长率 ，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106.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2017 年全国举办马拉松赛事达 1102 场，其中，中国

田径协会举办的 A 类赛事 223 场，B 类赛事 33 场”。 

第三步，根据 比重 部分量/整体量，则 2017 年中国田径协会举办的 A 类与 B 类赛

事占全国举办马拉松赛事的比例为 ，直除首两位商 23。 

因此，选择 B 选项。 

 

107. 【答案】B 

【解析】第一步， 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柱状图，2011 年我国马拉松赛事场次 22 场，2017 年为 1102 场。 

第三步，根据 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 ，选项较为接近，应精确计算，代

入数据可得， ，直除首两位商 49。 

因此，选择 B 选项。A 比 B 增加（多/提高/扩大）多少倍，是增长率计算题型，而非

倍数。 

 

108.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2017 年马拉松赛事的参与人次达到了 498 万人次，2016 年、

2015 年马拉松赛事的参与人次分卑微 280 万人次、150 万人次”。 

第三步，根据 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数据本身不大，不再截位处理数据。代

入 数 据 可 得 ： 2017 年 同 比 增 速 与 2016 年 同 比 增 速 的 差 值 为 ：

，即慢了 9 个百分点左右。 

因此，选择 B 选项。 

 

109. 【答案】D 

【解析】第一步， 本题考查基期量差值计算。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五段，“在中国田径协会认证的 A 类、B 类赛事中，2017 年全程马

拉松项目完赛 26.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0.61%；半程马拉松项目完赛 45.29 万人次，同比减

少了 0.03 万人次”。 

第三步， 根据  基期量=现期量/（1+增长率） 与 基期量=现期量＋减少量，将分母从左向



 

 

右截取前三位，分子不动，代入数据可得，2016 年全程马拉松项目完赛人次比同期半程马

拉松项目完赛人次约多 （万）。 

因此，选择 D 选项。 

 

110．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增长量计算，定位第二段文字材料，“2017 年度产业总规模达 700 亿元，

比去年同期增长约 20%”，20%= ，利用增长量计算 n＋1 原则可得，所求增长量为

（亿元），错误。 

B 选项，求整体量，定位文字材料最后一段，“2017 年参加中国田径协会认证赛事中，江苏

共有 76469 人参赛，在全国占比 10.10%”，根据 整体量=部分量/比重，76469 人≈7.65 万人，

则 2017 年全国跑者数量为 （万人） 75（万人），错误。 

C 选项，和差类，定位柱状图，2011 年至 2016 年马拉松赛事场次之和为 22＋33＋39＋51＋

134＋328=607（场），2017 年赛事场次的 50%为 1102×50%≈551（场），前者 后者，正确。 

D 选项，直接读数，定位第三段文字材料，“2017年赛事规模排名前三的省份为浙江省、江

苏省和广东省”不包括北京市，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1.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比较中和差比较问题。 

第二步，定位表 1。 

第三步，根据注释“逆差指的是在国际收支上，一定时期内支出大于收入的差额”，A 选项，

逆差为 31584－15407＝16177；B 选项，逆差为 30030－13918＝16112；C 选项，逆差为 27127

－13617＝13510；D 选项，逆差为 26591－13461＝13130。比较可得，A 选项（16177）最

大。 

因此，选择 A 选项。 

 

112.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期量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材料 2，“2017 年我国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出口额为 976 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13.9%”。 

第三步，根据 基期量=现期量/（1+增长率），结合选项数据出现首两位相同，精确计算，则

2016 年我国保险和养老金服务进出口额为 ，直除首三位商 113。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3.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期比重计算。 

第二步，定位表格材料 1 中第二行数据，可知 2016 年服务进口额为 30030 亿元人民币，再

定位表格材料 2 中倒数第二行最后两个数据，可知 2017 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口额为

186.0 亿元人民币，其同比增长率为 30.8%。 

第三步，根据 基期量=现期量/（1+增长率） 及 2017 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口额的相

关数据可得 2016 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口额约为 ；再利用比重公式

可知 2016 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进口额占服务进口额的比重为 ，与选项

C 最为接近。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4.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基期量比较，且需选出错误的一项。 

第二步，定位表格材料 2。 

第三步，根据 基期量=现期量/（1+增长率），分母大小接近，分子相差较大，只需比较分子

大小即可，即“瘦死的骆驼比马大”。A 选项中，旅行为 ，运输为 ，其他

商业服务为 ，17210 6278 2895，旅行 运输 其他商业服务，A 正确。B 选项

中，知识产权使用费为 ，建筑为 ，运输为 ，6278 1930

579，运输 知识产权费 建筑，B 错误。C 选项中，运输为 ，金融服务为

，加工服务为 ，6278 109 12，运输 金融服务 加工服务，C 正



 

 

确。D 选项中，建筑为 ，金融服务为 ，加工服务 ，579 109

12，建筑 金融服务 加工服务，D 正确。 

因此，选择 B 选项。 

 

115.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无中生有，定位表格材料 1，只给出 2011—2017 年我国服务业进出口一直

处于逆差，但不是我国进出口一直处于逆差，无法判断，错误。 

B 选项，基期量和差计算，定位表格材料 2，2017 年我国建筑服务业进出口实现顺差＝1618

－579＝1039（亿元人民币），又根据进出口的增长率不同，则 2016 年顺差≠1039 亿元人民

币，错误。 

C 选项，和差比较，定位表格材料 3，2017 年其他服务业实现顺差＝4157－2895＝1262，较

其他服务业实现的顺差都多，正确。 

D 选项，比重比较，定位表格材料 2，根据 比重 部分量/整体量，整体量一致，则只需找

部分量即可，即转化为读数比较，2017 年，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的进出口额 237 亿元人

民币＜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的进出口额 348 亿元人民币，则别处未提及的政府服务的进

出口额占比不是最小，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6.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计算中和差类。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2017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 59.1%，比上年增加 0.3

个百分点；报纸阅读率为 37.6%，比上年降低 2.1 个百分点；期刊阅读率为 25.3%，比上年

增加 1 个百分点”。 

第三步，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报纸阅读率为 37.6%＋2.1%＝39.7%，期刊阅读率为 25.3%－

1%＝24.3%，两者相差 39.7%－24.3%＝15.4%，即高 15.4 个百分点。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7.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简单排序比较。 

第二步，定位文字材料第二段。“2017 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为 59.7%，比上年增加 4.4 个

百分点；手机阅读接触率为 71.0%，比上年增加 4.9 个百分点；电子阅读器阅读接触率为

14.3%，比上年增加 6.5 个百分点；平板电脑阅读接触率为 12.8%，比上年增加 2.2 个百分

点”。 

第三步，2016 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为 59.7%－4.4%=55.3%；手机阅读接触率为 71.0%－4.9%

＝66.1%；电子阅读器阅读接触率为 14.3%－6.5%＝7.8%；平板电脑阅读接触率为 12.8%－

2.2%＝10.6%，则正确排序为手机阅读接触率＞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平板电脑阅读接触率

＞电子阅读器阅读接触率。 

因此，选择 D 选项。 

 

118.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比较。 

第二步，定位表格材料“报纸”所在行。 

第三步，各年份成年国民人均报纸阅读量均比上年有所下降，求同比降速最快，即为求同比

减少率最大。根据减少率＝（基期量-现期量）/基期量，则各年份成年国民人均报纸阅读量

同比减少率分别为，2014 年： = ；2015 年: = ；2016

年： = ；2017 年： ＝ ，根据分数性质，分子大分母

小分数值大，可知同比减少率最大的为 2017 年，即降速最快。 

因此，选择 A 选项。 

 

119.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计算中的求单平均数。 

第二步，定位表格材料“期刊”所在行。 

第三步，根据平均数＝总数/总个数，对数据进行截位处理，则五年平均水平约为

= =4.74。超过这五年平均水平的年份有 2013 年（5.51 份）、

2014 年（6.07 份）、2015 年（4.91 份），共计 3 年。 

因此，选择 B 选项。 

 



 

 

120.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 

第二步，A 选项，增长率读数比较，定位表格材料“电子书”所在行，2017 年（3.12）

2016 年（3.21），并非逐年上升，错误。B 选项，增长率计算比较，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

2017 年我国成年国民图书阅读率为 59.1%，比上年增加 0.3 个百分点，则 2016 年我国成年

国民阅读率为 59.1%－0.3%＝58.8%，而 2016 年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为 55.3%（131 题计算

结果），则 2016 年国民图书阅读率大于网络在线阅读接触率，错误。C 选项，增长率计算比

较，定位表格材料，2015 年和 2016 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期刊阅读量是下降的，增速为负，

只需要比较 2014 年和 2017 即可，根据增长率＝（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可得 2014 年

增长率为 = 10.2%，2017 年为 = 10.8%，2017 年的增

长率是最高的，正确。D 选项，简单比较，定位文字材料第三段“传统纸质媒介中，2017 年

我国成年国民人均每天阅读纸质图书时长为 20.38 分钟，人均每天阅读报纸时长为 12.00 分

钟，人均每天阅读期刊时长为 6.88 分钟”。20.38＞12.00＋6.88＝18.88，错误。 

因此，选择 C 选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