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泸州事业单位《公基》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根据我国现行宪法,下列有权决定特赦的国家机关是(       ). 

A.国家主席                        B.全国人大常委会 

C.最高人民法院                    D.最高人民检察院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国家机构的职能。全国人常决定特赦。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2.甲男于 2008 年 1 月外出打工后音讯全无.2015 年 1 月,法院根据其妻子乙请求并经 

法定程序宣告甲死亡.2018 年 1 月,甲回归故里.并申请撤销死亡宣告.此时乙未再 

婚.则甲.乙夫妻关系(      ) 

A.自行恢复                        B.恢复,但需办理复婚手续 

C.不能自行恢复                    D.应重新登记,才能恢复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民法。被宣告死亡的人的婚姻关系，自死亡宣告之日起消灭。死亡宣告被

撤销的，婚姻关系自撤销死亡宣告之日起自行恢复，但是其配偶再婚或者向婚姻登记机关书

面声明不愿意恢复的除外。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 项。 

3.路人甲经过某酒店时内急,经门卫同意进入酒店并使用其公共卫生间,甲在卫生间不 

慎摔倒,致手臂骨折.经查明,摔倒完全系酒店清洁人员乙未清洁干净,地面湿滑所致. 

且乙未在地面放臵警示标识,酒店以甲并非该酒店住客为由拒绝赔偿.下列说法正确的 

是(      ) 

A.应由酒店承担全部责任            B.酒店和甲承担按份责任 

C.甲的损失应由其自负              D.应有乙承担全部责任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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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因单个罪行判处有期徒刑,根据刑法规定最高可判处的年限是(       )  

A.15 年                            B.20 年 

C.25 年                            D.30 年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刑罚。单个罪的年限应该是 6 个月以上 15 年以下，数罪并罚时，有期徒

刑总和刑期不满三十五年的，最高不能超过 20 年，总和刑期在三十五年以上的，最高不能

超过 25 年。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 项。 

5.下列有关劳动合同说法正确的是(     ) 

A.劳动合同约定的试用期最长不得超过 12 个月 

B.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或者人民法院有权确认劳动合同无效 

C.劳动合同被确认无效的,自确认之日起无效 

D.建立劳动关系,必须同时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合同法。A 错误，试用期最长为 6 个月。B 正确，对劳动合同的无效

或者部分无效有争议的，由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或者人民法院确认。C 错误，劳动合同无效，

是自始无效。D 错误，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6.关于劳动争议解决,下列表述正确的是(      ).  

A.调解和仲裁都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 

B.提出仲裁一方应自争议发生之日起 60 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 

C.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理,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 

D.因履行集体合同发生争议,当事人协商不成的,可自争议发生之日起 15 日内直接 

向法院起诉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合同法。A 错误，调解不是处理劳动争议的必经程序。B 正确。C 错

误，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同级工会代表、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组成。

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主任由劳动行政部门代表担任。。D 错误，不能直接向法院起诉，先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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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再诉讼。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7.关于非全日制用工,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双方可订立口头协议 

B.双方可约定 30 日以内的试用期 

C.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 

D.小时计酬标准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人民政府规定的最低小时工资标准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合同法。B 项，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不得约定试用期。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8.下列情形中,无需办理相关登记的是(      ) 

A.甲将本人机动车赠与好友乙 

B.甲将本人机动车抵押给合作伙伴丙 

C.甲将本人闲臵机动车交给飞舟租车公司托管,由其对外出租 

D.甲将机动车报废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A 所有权发生转移的，要办理转移登记。B 机动车用作抵押的要办理抵

押登记。D 机动车报废的要办理注销登记。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9.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下列不属于治安管理处罚的是（    ） 

A.公安机关对在足球赛事期间围攻裁判员的甲予以警告 

B.公安机关对吸毒人员乙的毒品、吸毒工具予以没收 

C.公安机关对长期在某中学周边无事生非、拿硬要学生财务的无业青年丙拘留 10 日 

D.公安机关对某旅馆不按规定登记住宿旅客的姓名、身份证件信息，处以罚款 200 元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治安管理处罚的相关知识。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条的规定，治安

管理处罚的种类包括：警告、罚款、行政拘留、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项。 

10.我国自古以来就有无数仁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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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他们心怀天下，利济苍生，为追求道义上下求索。这体现了中华传统美德的哪一方

面？（    ） 

A.强调责任意识，讲求奉献精神                B.强调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 

C.讲求谦敬礼，强调克骄防矜                  D.追求道德境界，重视道德需要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道德的相关知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出自北宋儒学家张载的《横渠语录》，被当代哲学家冯友兰概括为“横渠四句”。其意

思是为天地确立起生生之心，为百姓指明一条共同遵行的大道，继承孔孟等以往的圣人不传

的学问，为天下后世开辟永久太平的基业。突出体现了强烈的责任意思和奉献精神。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项。 

11.在社会公德的基本行为准则中，（    ）是社会公德最基本的要求。 

A.尊老爱幼           B.爱护公物            C.保护环境           D.遵纪守法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公德的相关内容。社会公德的主要内容为：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

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其中遵纪守法是基本要求。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项。 

12.职业道德五项基本规范中，（    ）是职业道德的核心和基础，是社会主义主人翁精神 

的变现。 

A. 爱岗敬业           B.服务群众            C.诚实守信           D.奉献社会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职业道德的相关知识。职业道德的主要内容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

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素质修养。其中爱岗敬业是核心和基础。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项。 

13.关于勤俭节约，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勤俭节约既有道德价值，也有经济价值        B.勤俭节约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C.勤俭节约是物资匮乏时期的特定产物         D.勤俭节约对消费有抑制作用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道德相关知识。 

A项，勤俭节约不仅仅是道德的要求，在生产过程中的节俭，直接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

https://www.baidu.com/s?wd=%E9%81%B5%E7%BA%AA%E5%AE%88%E6%B3%9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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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A 项表述正确，当选。 

B项，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一般来源于扩大内需拉动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宏观经济学上有个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说：就是消费、投资、出口。故 B 项表述错误，排除。 

C、D 项，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无论何时何地都应当继承和发扬光大，同时勤俭

节约并不会抑制消费，故 C、D 两项错误，排除。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项。 

14.2017 年 11 月，国家商务部联合中央电视台和大型电商平台，利用“双 11 购物节”大

力开展“电商扶贫”活动，帮助农民借助网络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滞销农产品。这是政

府通过宏观调控消除市场机制的（    ） 

A. 不完全竞争          B.信息不对称         C.收入分配不公        D.经济波动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相关知识。 

A项，不完全竞争：指这样一些市场：完全竞争不能保持，因为至少有一个大到足以影响市

场价格的买者（或卖者），并因此面对向下倾斜的需求（或供给）曲线。包括各种不完全因

素，诸如垄断竞争等。 

B项，信息不对称指交易中的各人拥有的信息不同。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活动中，一些成员

拥有其他成员无法拥有的信息，由此造成信息的不对称。在市场经济活动中，各类人员对有

关信息的了解是有差异的；掌握信息比较充分的人员，往往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而信息贫

乏的人员，则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C项，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存在一些不公平的因素，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非常突

出的问题。如果差距扩大的问题得不到有效调节和控制，势必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

生活产生不利影响。 

D项，经济波动是随时间推移，经济变量围绕长期趋势的起伏运动。长期趋势是指经济变量

随时间的推移表现出一种稳定增长或下降趋势。它描述了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关系和经济活

动中持续的稳定性，也就是说，它反映了在没有经济波动的情况下经济变量所存在的基本增

长或下降趋势。 

贫困地区由于物流成本高、信息闭塞，长期存在着售价低以及滞销问题。商务部通过“电商

扶贫”活动，帮助农民借助网络平台直接面向消费者销售滞销农产品。则体现政府通过宏观

调控消除市场机制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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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项。 

15.下列不属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是（    ） 

A.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B.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C.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D.爱党、爱国、和谐、奉献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主义社会主价值观的相关知识。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 24 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项。 

16.下列不属于“岁寒三友”的植物是（     ） 

A.松                  B.竹                 C.梅                  D.菊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常识。岁寒三友：中国传统寓意指松、竹、梅经冬不衰，因此有“岁

寒三友”之称。松竹梅傲骨迎风，挺霜而立，精神可嘉！象征常青不老的松、象征君子之道

的竹、象征冰清玉洁的梅三种植物组成，因其寒冬腊月仍能常青。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项。 

17 .2018 年 3 月 14 日，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和宇宙学家斯蒂芬.霍金去世，下列属于霍金科

技成果的是（    ） 

A. 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论 

B. 发现宇宙黑洞 

C. 提出黑洞辐射理论 

D. 提出量子论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科技常识。 

A 项，“大爆炸宇宙论”（The Big Bang Theory）认为：宇宙是由一个致密炽热的奇点于

137 亿年前一次大爆炸后膨胀形成的。1927 年，比利时天文学家和宇宙学家勒梅特

（Georges Lemaître）首次提出了宇宙大爆炸假说。 

B 项，1916 年，德国天文学家卡尔〃史瓦西（Karl Schwarzschild）通过计算得到了爱

因斯坦引力场方程的一个真空解，这个解表明，如果将大量物质集中于空间一点，其周围会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D%A1%E5%B0%94%C2%B7%E5%8F%B2%E7%93%A6%E8%A5%B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B1%E5%9B%A0%E6%96%AF%E5%9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8%B1%E5%9B%A0%E6%96%AF%E5%9D%A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95%E5%8A%9B%E5%9C%BA%E6%96%B9%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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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奇异的现象，即在质点周围存在一个界面——“视界”一旦进入这个界面，即使光也无

法逃脱。这种“不可思议的天体”被美国物理学家约翰〃阿奇博尔德〃惠勒（John 

Archibald Wheeler）命名为“黑洞”。 

C 项，霍金提出了黑洞辐射理论。1900 年普朗克为了克服经典理论解释黑体辐射规律的困

难，引入了能量子概念，为量子理论奠定了基石。故量子论不属于霍金的科技成果。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18. 通过在合理时间内摄取，管理，处理并整理大量数据，从而帮助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更

积极目的的资讯技术是（    ） 

A. 区块链 

B. 大数据 

C. 云计算 

D. 物联网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前沿科技。大数据技术，或称巨量资料，指的是所涉及的资料量规模巨大

到无法通过目前主流软件工具，在合理时间内达到撷取、管理、处理、并整理成为帮助企业

经营决策更积极目的的资讯。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19. 事业单位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年。 

A. 1 

B. 2 

C. 3 

D. 4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二条规定，事业

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3 年。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20. 下列不属于事业单位年度考核结果类别的是（    ） 

A. 优秀 

B. 良好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A7%86%E7%95%8C/2399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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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合格 

D. 不合格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考

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年度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

不合格等档次，聘期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故良好不属于事业单位年度

考核结果类别。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21. 事业单位管理岗位（    ）以上职员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A. 四级 

B. 五级 

C. 六级 

D. 七级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臵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

规定，职员岗位一般应具有中专以上文化程度，其中六级以上职员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专

科以上文化程度，四级以上职员岗位一般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 项。 

22. 下列有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个人缴纳比例为本人工资的 10% 

B. 可提前支取 

C. 每年计算利息，但需要缴纳利息税 

D. 可以依法继承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根据《国务院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

度改革的决定》规定，基本养老保险费由单位和个人共同负担。单位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

比例为本单位工资总额的 20%，个人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的比例为本人缴费工资的 8%，

由单位代扣。个人账户储存额只用于工作人员养老，不得提前支取，每年按照国家统一公布

的记账利率计算利息，免征利息税。参保人员死亡的，个人账户余额可以依法继承。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P7goYuFibA3bD7Mhl1Gdol_xxZyAFX-KQ7sYgFOYqDnDa0FgVdEWlL5qsM3nsi_QRC2TeqHc731Z5sJ8jXPQ7auFyBeMTxCeegUPT4giTzMedZ3mCHe8ky_ot0h293&wd=&eqid=b1f0615d0004a157000000025c0cbd2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P7goYuFibA3bD7Mhl1Gdol_xxZyAFX-KQ7sYgFOYqDnDa0FgVdEWlL5qsM3nsi_QRC2TeqHc731Z5sJ8jXPQ7auFyBeMTxCeegUPT4giTzMedZ3mCHe8ky_ot0h293&wd=&eqid=b1f0615d0004a157000000025c0cbd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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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D 项。 

23. 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    ）领导国务院工作。 

A. 总理 

B. 国务院常务会议 

C. 国务院全体会议 

D. 总理和副总理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国家机构。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总理领导国务院的工作。副总理、国

务委员协助总理工作。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 项。 

24. 下列不属于公务员交流制度中规定的交流方式是（    ） 

A. 调任 

B. 转任 

C. 兼职 

D. 挂职锻炼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公务员的交流方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

国家实行公务员交流制度。公务员可以在公务员队伍内部交流，也可以与国有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中从事公务的人员交流。交流的方式包括调任、转任和挂职锻炼。故兼

职不属于公务员交流制度中规定的交流方式。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25.我国某少数民族自治县利用国家和本省给予的政策便利，推出减免本地企业应缴纳企业

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招商引资政策，吸引大量企业纷纷前往落地，有力带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这主要是利用了公共政策的（    ） 

A.导向功能              B.控制功能 

C.分配功能              D.保障利益功能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公共政策的功能。政府通过公共政策可以引导社会公众的行为和社会发展，

对社会化公共事务中出现的各种矛盾进行调节和控制，并将社会的公共利益按一定的标准进

https://www.baidu.com/link?url=fXzn6E9YMHAR7BrpxCM2FlmH-oeMd0bF76W9TsWYgNeSLyxkI2PyGy_4VotJBsz5JbtoQMCawwl-Wb6GAhgFL-uZ-yODgLoIixQreN3o0wj-iifnHng9Gg2iRG6wphvEiItOxmwdLKjiGHnvIl3cGbF4y_0SU5ZlL6Gaaroi0NC_H0Wolk5GGg0K9pwGLd4DJqGSv1DjSNU3hh9-mbRTAE637WyMK19o3eWrtHjZpq4nN4dp8zU_rRYiIHJXa_BnWjnarW-wf5f70QvEk2QPPK&wd=&eqid=9006cbe20005282a000000025c0cbe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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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割。公共政策的功能可以概括为导向功能、调控功能和分配功能。A 项，导向功能指的

是公共政策通过正向提倡、激励的方式为有关法人、自然人指明行动方向，从而使政策对象

朝决策者所希望的方向努力、以决策者期望的方式采取行动。不符合题意，排除；B 项，公

共政策的控制功能指的是，公共政策通过规范、制约的方式对有关法人、自然人的行动进行

控制，使之不采取决策者所不希望的行动。不符合题意，排除；C 项，某自治县推出减免本

地企业应缴纳企业所得税中属于地方分享部分的招商引资政策，属于分配功能。故本题正确

答案为 C 项。 

26.干部工作需要坚持的根本原则是（    ） 

A.党管干部原则      B.公开、平等原则 

C.民主集中制原则    D.竞争、择优原则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干部工作需要坚持的根本原则。党管干部原则，是党的干部工作必须始终

坚持的一项根本原则，新时期落实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要求，是巩固党的执政地

位、履行党的执政使命的重要保证。A 项正确，当选。民主集中制原则就是民主基础上的集

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相结合。它既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运

用。但不是干部工作需要坚持的根本原则，C 项错误，排除。BD 项为混淆项，排除。 

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项。 

27.“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从辩证唯

物主义的角度，这首诗体现了（    ） 

A. 主体能够建构客体 

B. 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会有差别 

C. 意识决定物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应该一致 

D. 意识的差异性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差异性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辩证唯物主义。“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出自刘禹锡的《秋词》。意思是自古以来人们每逢秋天都会感到悲凉寂寥，

而我认为秋天要胜过春天。万里晴空，一只鹤凌云而飞，就引发我的诗兴到了蓝天上了。主

体并不能建构客体，A 项错误，排除；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明对

于同一种事物，不同的认识主体对其产生的认识会有差别。本题中体现在以前的人对于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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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来临会感到悲伤寂寥，而“我”（作者）则认为秋天比春天还要好。B 项正确，当选；C

项错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物质，而非意识决定物质。意识的差异性，取决于认

识主体的角度、立场等的不同，而非取决于客观事物的差异性。D 项错误，排除。故本题正

确答案为 B 项。 

28.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是（    ） 

A.知行合一制度         B.政治协商制度 

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答案】D 

【解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直接、最广泛的民主实践。D 项正确，当

选；ABC 项错误，排除。C 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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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

基本政治制度之一，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重要内容。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D 项。 

29. 2018 年 1 月 5 日，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    ）是阅卷人 

A.党中央       B.人民       C.历史        D.全体党民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时事热点。2018 年 1 月 5 日，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昨天的成功并不代表着今后能够永

远成功，过去的辉煌并不意味着未来可以永远辉煌。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

阅卷人。要实现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全党同志必须保持革命精神、革命斗志，勇

于把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了 97 年的伟大社会革命继续推进下去，决不能因为胜利而骄傲，

决不能因为成就而懈怠，决不能因为困难而退缩，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现更加强大、

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项。 

30.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的文种是（    ） 

A.决议     B.纪要     C.议案     D.简报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公文文种。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八条第（十五）款规定，

纪要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B 项正确，当选；A 项，决议适用于会议讨论通

过的重大决策事项。C 项，议案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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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D 项，简报并不属于机关公文。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B 项。 

31.公文形成过程中原始的非正式文稿是（    ） 

A.草稿       B.试行本      C.暂行本       D.副本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公文。草稿是供讨论、征求意见、修改审核、审批用的原始的非正式文稿，

内容未正式确定，不具备正式公文的效用。A 项正确，当选；B 项，试行本是规范性公文正

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即试验推行本，在规定的试验推行期间具有正式公文的法定效用。试行

本主要适用于发文机关认为公文内容待一段时间的实践检验后可能将予修订的情况下使用

的文本。不符合题意，排除；C 项，暂行本也是规范性公文正本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暂时推

行本，在规定的暂行期间具有正式公文的法定效用。不符合题意，排除；D 项，副本是指再

现公文正本内容及全部或部分外形特征的公文复制本或正本的复份。副本供存查、知照用。

不符合题意，排除。故本题正确答案为 A 项。 

32.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且应一事一项的公文文种是（    ） 

A.请示     B.报告     C.汇报    D.通知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公文。原则上主送一个上级机关，说明该公文为上行文。C 项，汇报不属

于公文，排除；D 项，通知属于下行文，排除。AB 项属于上行文，A 项请示应当一文一事。

不得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夹带请示事项。但对报告没有此类要求。A 项正确，当选。故

本题正确答案为 A 项。 

33.公文行文关系应当根据(       )确定,一般不得越级请示和汇报. 

A.职权联系紧密程度             B.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 

C.轻重缓急                     D.领导指示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公文的行文规则。行文关系根据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确定。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34.通过按内容和用途等可以分为四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党政 

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办法)的通知>属于(     ). 

A.发布性通知                   B.指示性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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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知照性通知                   D.转发性通知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通知的分类。“颁发”型通知又称“发布”或“印发”型通知，是指用来

颁发行政法规和规章或印发有关文件的通知。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 项。 

35.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以皇帝为尊,以三公九卿为中央官制的中央集权制.下列 

不属于三公的是(      ) 

A.丞相          B.太尉          C.太仆             D.御史大夫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人文历史。三公指的是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3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处分的,受处分期为(       ). 

A.6 个月                        B.12 个月 

C.18 个月                       D.24 个月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常识。处分的期限是警告，6 个月；记过，12 个月；降低岗位

等级或者撤职，24 个月。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D 项。 

37.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      )年, 

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 

A.5    5                        B.5    10 

C.10   10                       D.10   15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常识。对在本单位工作已满 25 年或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已满

10 年且年龄距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已不足 10 年的人员，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

聘用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该人员退休的合同。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38.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违反治安管理的行为在(     )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 

不再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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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个月           B.6 个月          C.9 个月           D.12 个月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治安管理处罚法。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 6 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

不再处罚。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 项。 

39.根据我国<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规定,将危机事件分为四级,其中Ⅰ级 

代表特别重大,用(      )表示 

A.红色             B.橙色           C.黄色             D.紫色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公共危机管理。公共危机分级，我国分为四级： 

  Ⅰ级（特别重大）红色，需要国家、省级、市级、县级共同协调处理； 

  Ⅱ级（重大）橙色，需要省级、市级、县级共同协调处理；  

  Ⅲ级（较重）黄色，需要市级、县级共同协调处理； 

  Ⅳ级（一般）蓝色，只由县级处理即可。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 项。 

40.下列关于向上级机关行文,应当遵循的规则中表述错误的是(     ) 

A.原则上应主送一个上级机关 

B.在报告等非请示性公文中不得夹带请示事项 

C.一律不得以本机关名义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公文 

D.属于部门职权范围内的事项应当直接报送上级主管部门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公文的行文规则。除上级机关负责人直接交办事项外，不得以本机关名义

向上级机关负责人报送公文，不得以本机关负责人名义向上级机关报送公文。C 选项错误。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C 项。 

二、多项选择题 

41.2018 年 3 月 11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高票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

案。据此，下列国家领导人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的有（    ） 

A.国家主席                  B.国务院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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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D.中央军委主席 

【答案】BC 

【解析】本题考查宪法的相关知识。 

A 项，根据 2018 年宪法修正案第四十五条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每届任

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故 A 项排除。 

B 项，根据《宪法》第八十七条规定，国务院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

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故 B 项当选。 

C 项，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党和国家领导人，

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连续任职不得

超过两届。故 C 项当选。 

D 项，根据《宪法》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中央军事

委员会由主席，副主席若干人，委员若干人组成；中央军事委员会实行主席负责制；中央军

事委员会每届任期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对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故 D 项排除。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C 两项。 

42 诉讼时效中止，是因法定事由的存在使诉讼时效停止进行。待法定事由消除后继续执行

的制度。下列可以引起诉讼时效中止的有（    ） 

A. 不可抗力 

B.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C.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D.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查中止的事由。根据《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九条的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

的最后六个月内，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中止:不可抗力；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丧失代理权；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满六个月，诉讼时效

期间届满。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权利人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引起的法律效果是诉

讼时效中断。 

https://baike.so.com/doc/8736783-9059762.html
https://baike.so.com/doc/691574-73199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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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B。 

43.下列案件中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的有（    ） 

A.甲因犯分裂国家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B.乙因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C.丙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D.丁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判处死刑 

【答案】ABD 

【解析】本题考查附加刑的适用。根据刑法第 56 条和第 57 条的规定，附加适用剥夺政治

权利的对象主要是以下三种犯罪分子：（1）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2）故意杀人、强

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3）被判处死刑和无期徒

刑的犯罪分子。《刑法》第五十六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应当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对于故意杀人、强奸、放火、爆炸、投毒、抢劫等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可以附加

剥夺政治权利。判处无期和死刑的犯罪犯罪分子应当剥夺政治权利。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BD。 

44.下列符合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有（    ） 

A.甲公司高薪高薪聘请 a 约定 a 至少工作一年 a 如提前解约须全额返还工资 

B.乙公司高薪聘请 a，同时约定由公司安排出国深造三个月，a 承诺 a 承诺至少工作三年，

如 A 提前离职，须支付出国深造费用作为违约金 

C.丙公司高薪聘请 a 同时约定，a 如离职，需保守在公司期间掌握的丙公司有关的商业秘密 

D.丁公司高薪聘请 a 作为公司高级技术人员。约定 a 如离职，两年内不得在相关行业就职，

期间由丁公司予以相应补偿 

【答案】CD 

【解析】本题考查劳动合同法的相关内容。 

A 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在试用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故 A

项表述错误。 

B 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费用，对其

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的，可以与该劳动者订立协议，约定服务期。劳动者违反服务期约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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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按照约定向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用

人单位要求劳动者支付的违约金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的，不影响按照正常的工资调整机制提高劳动者在服务期期间的劳动

报酬。a 提前离职不需支付全部培训费用，故 B 项表述错误。 

C 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可以在劳动合同中约定保

守用人单位的商业秘密和与知识产权相关的保密事项。故 C 项表述正确。 

D 项，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对负有保密义务的劳动者，用人单位可以在

劳动合同或者保密协议中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条款，并约定在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后，

在竞业限制期限内按月给予劳动者经济补偿。劳动者违反竞业限制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向

用人单位支付违约金。根据《劳动合同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竞业限制的人员限于用人单

位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竞业限制的范围、地域、期

限由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竞业限制的约定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在解除或者终止

劳动合同后，前款规定的人员到与本单位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有竞争关

系的其他用人单位，或者自己开业生产或者经营同类产品、从事同类业务的竞业限制期限，

不得超过二年。故 D 项正确。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D。 

45.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的

有（    ） 

A.警告             B.200 以下罚款 

C.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D.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查道路交通安全法。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第一百零七条的规定，对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人予以警告、200 元以下罚款，交通警察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

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B。 

46.下列有关未成年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说法，正确的有（    ） 

A.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B.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C.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https://baike.so.com/doc/5353031-5588490.html
https://baike.so.com/doc/978335-1034170.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66160-5601865.html
https://baike.so.com/doc/5335491-557092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415483-5653628.html
https://baike.so.com/doc/3928397-41227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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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满十四周岁的人一律不予处罚 

【答案】BD 

【解析】本题考查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

十二条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从轻或者减轻处罚；不满十

四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但是应当责令其监护人严加管教。故 D 项正确，

当选。 

根据第二十一条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依照本法应当给予行政拘留处

罚的，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 

(一)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 

(二)已满十六周岁不满十八周岁，初次违反治安管理的； 

(三)七十周岁以上的； 

(四)怀孕或者哺乳自己不满一周岁婴儿的。 

故 B 项正确，当选。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BD 项。 

47.在我国唐代以后。正史一般为私人撰写，下列搭配正确的是（    ） 

A.司马迁著《史记》    B.班固著《汉书》 

C.陈寿著《后汉书》    D.范晔著《三国志》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A项，《史记》是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

体通史。故 A 项正确。 

B项，《汉书》，又称《前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由东汉史

学家班固编撰。故 B 项正确。 

C项，《后汉书》九十卷，南朝宋范晔撰。故 C 项错误。 

D项，三国鼎立的局面最后统一于晋。从这个时候开始，陈寿着手撰写《三国志》。故 D 项

错误。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B。 

48.下列关于我国古代年龄的称谓说法，错误的有（    ） 

A.襁褓-未满周岁的婴儿   B.而立之年--三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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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知命之年-六十岁       D.耄耊之年---七八十岁。 

【答案】CD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常识。 

A项，襁褓古代泛指 1 岁以下幼童，现在以此借指未满周岁的婴儿，故 A 项正确。 

B项，而立之年是指 30 岁，故 B 项正确。 

C项，知命之年是指 50 岁，故 C 项错误。 

D项，耄耊之年是指八九十岁，故 D 项错误。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CD。 

49.天然气水合物。即可燃冰是分布于深海沉积物或陆域的水酒冻土中。由天然气与水在高

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的结晶物质，下列关于可燃冰说法正确的有（    ） 

A.可燃冰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是由不同物质组成的混合物。 

B.可燃冰燃烧后几乎不产生残渣和废气。被誉为绿色能源 

C.可燃冰储量巨大，属于可再生能源 

D.可燃冰开采及使用对环境没有任何危害 

【答案】AB 

【解析】本题考查可燃冰的相关知识。 

A项，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组成的物质叫混合物;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物质叫纯净物;可燃冰

的主要成分是甲烷，是由不同物质组成的混合物。故 A 项正确。 

B 项，“可燃冰”燃烧后几乎不产生残渣和废气，被誉为“绿色能源”故 B 项正确。 

C 项，“可燃冰”储量巨大，属于不可再生能源。故 C 项错误。 

D 项，可燃冰作为一种相对清洁能源，燃烧时热值高，污染少，但不是对环境没有任何危害。

故 D 项错误。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B。 

50.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包括（    ） 

A.基本工资   B.社会保障   C.津贴补贴   D.绩效工资 

【答案】ACD 

【解析】本题考查事业单位工资构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由四部分构成：基本工资，绩

效工资，津贴补贴，其它工资。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CD。 

https://baike.so.com/doc/5441602-567993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