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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邮政银行笔试真题解析 

（考情类似，仅供参考） 

第一单元（题量 60 限时 70 分钟） 

EPI-语言理解（共 15 题） 

1.将以下 6 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 

（1）自然信息源是指来自自然的信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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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出现了办公自动

化、家庭自动化这一类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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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来越重要了。 

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 

A.（1）（6）（4）（3）（2）（5） 

B.（2）（1）（5）（6）（4）（3） 

C.（2）（5）（6）（1）（3）（4） 

D.（1）（5）（2）（4）（6）（3） 

【答案】B。首先判定首句，（1）是下定义，（2）是引出“自动化”的概念，都适合做

首句。（2）句引出自动化之后，（5）句的“更”表示递进，（6）句是对（5）句的解释说明，

所以这三句的顺序应该是（2）（5）（6），因此排除 A、D。（4）句现提出“知识信息源”（3）

句对“知识信息源”做出进一步解释说明，所以应该为先（4）后（3），排除 C 项。故本题

应选 B。 

2.依次填入下列各句括号内的词语，与句意最贴切的一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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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多数推销员在从事推销工作时对成交往往抱着侥幸的投机心理，然而对一位

（    ）营销技巧的专业推销人员而言，成交绝非偶然。 

（2）客户对一些产品有购买意向，对于产品的价格或者销售人员的介绍会提出一些问

题或者（    ）。 

（3）他的书法刚劲有力、挥洒自如，不愧是一位（    ）的大书法家。 

A.熟悉  异议  名副其实 

B.熟悉  疑义  当仁不让 

C.熟习  异议  当仁不让 

D.熟习  疑义  名副其实 

【答案】C。首先看第一个空，“熟悉”是指对一个人或事了解很清楚，“熟习”指掌握

熟练或者了解的很深刻，“熟习”常搭配业务，所以更合适。第二个空“异议”指不同的意

见，此处应为有疑问，所以为“疑义”，验证第三个空，“名副其实”指名声或称谓与实际一

致、相符合。所以本题应选 C。 

3.一般来说，创业的第一桶金来自天使投资。富有的个人出资协助专门技术或独特概念

的原创项目，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天使投资是风险投资的一种，但往往数额不大，从几

万到几百万居多，使投资人面临的风险大大降低，有了第一桶金，创业项目就启动了。如果

项目发展得好，创业公司会源源不断得到融资，将业务扩展，公司规模也不断扩大。 

根据这段文字，下列关于天使投资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 

A.天使投资的数额差异较大 

B.天使投资常常是新公司的启动资金来源 

C.天使投资是指个人投资 

D.天使投资属于低风险投资 

【答案】A。A 项说“天使投资的数额差异较大”，但文中未提到数额差异，只说数额不

大，所以 A 不正确。B 项由文中“有了第一桶金，创业项目就启动了”可知，天使投资是新

公司的启动资金来源。文中“创业的第一桶金来自天使投资。富有的个人出资协助专门技术

或独特概念的原创项目，进行一次性的前期投资。”可知，C 项正确。文中“使投资人面临

的风险大大降低”可知 D 项正确。故本题应选 A。 

4.下列选项可以替代括号中词语的是（    ）。 

作为此次亚运会的东道主，广州不仅投入巨资兴建比赛场馆，而且在赛事组织、安保等

环节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准备，保障了各项赛事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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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严密 

B.缜密 

C.秘密 

D.周到 

【答案】A。“严密”指事物之间结合紧密或没有疏漏。B 项“缜密”指细致精密；谨慎

周密。但一般多指“思维”或者“心思”。C 项“秘密”指有所隐秘，不为人知。或隐蔽不

为人知的事情或者事物。与文意不符。D 项“周到”无法体现严密性。故本题应选 A。 

5.互联网等新媒体的突飞猛进造就了一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从“我们听你说”

转向“我们都在说”，公民的话语权有了极为广阔的释放空间，社会舆论空前繁盛。加之新

媒体传播具有传播范围广、影响面大、开放型强等新特点，舆论形态显得十分复杂。正确把

握舆论态势和舆论环境，提高舆论引导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积极和谐的舆论氛围，是

新闻媒体承载的重要使命。 

这段文字意在说明（    ）。 

A.社会舆论空前繁荣，新媒体应正确把握舆论态势和舆论环境 

B.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形势下，新闻媒体提高舆论引导能力的必要性 

C.在新媒体突飞猛进的形势下，公民的话语权有了极为广阔的释放空间 

D.新媒体传播的范围广、影响面大、开放型强等新特点，使舆论形势十分复杂 

【答案】B。本文结构为“分总”结构，主旨句应为最后一句。B 项为对策句，是主旨

句的同义替换。A 项“正确把握舆论态势和舆论环境”只是实现对策的方式，不是对策。C

项是对现象的描述，而 D 项是问题，不是对策。故本题应选 B。 

6.将以下 6 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 

（1）不过，清代今文经学派认为只有孔子亲手所定之书才能称作“经”。 

（2）古文经学派则认为《诗》《书》《礼》《乐》等都是周代官书。 

（3）实际上“经”字的本义只是指纺织上的一条条竖线，而横线则叫“纬”。 

（4）现在一提到“经”，就给人以庄重严肃的感觉。 

（5）没有“经”，“纬”就无所依托，因此在汉代被命名为“经”的应该是朝廷最重视

的文献。 

（6）“官书用二尺四寸之简书之”，所以称作“经”。 

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 

A.（4）（2）（6）（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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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5）（4）（1）（2）（6） 

C.（6）（4）（3）（5）（1）（2） 

D.（4）（3）（5）（1）（2）（6） 

【答案】D。首先判定首句，（3）（4）（6）句都提到了“经”，但是第（4）句首先提到

“经”这个概念，所以（4）句更适合做首句。排除 B、C。而（3）句和（5）句都提到了“经”

和“纬”，通过内容可知，（3）句先提出什么是“经”和“纬”，且（3）是对（4）的转折，

所以（3）在（4）前。排除 A 项。故本题应选 D。 

7.依次填入下列括号内的词语，与句意最贴切的一组是（    ）。 

移动通信卫星的最大特点就是可以为移动用户之间提供通信服务，如车辆、飞机、船舶、

甚至个人的通信，而且具有覆盖区域更广、不受地理障碍（    ）和用户运动限制等优势，

使光纤通信（    ），所以越来越受到重视和欢迎。 

A.束缚  望尘莫及 

B.束缚  望其项背 

C.约束  望其项背 

D.约束  望尘莫及 

【答案】A。“束缚”是指受到约束限制，而“约束”多指必要的限制。文中“障碍”并

不是必要的。“望尘莫及”比喻远远落在后面。“望其项背”表示赶得上或比得上。此处应该

是说光纤通信赶不上，因此为“望尘莫及”更合适。故本题应选 A。 

8.耐逆性：指植物处于不利环境时，通过代谢反应来阻止、降低或修复由逆境造成的损

伤，使其仍然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植物耐逆性的是（    ）。 

A.干旱时，植物细胞内的渗透物质增加，使其不易枯死 

B.沙棘在沙漠的恶劣环境中仍可以很好地生存 

C.夏季生长的短命植物，能随环境而改变自己的生育期 

D.一些植物经过长期进化，其内部结构发生变化逐渐适应了生长环境 

【答案】A。“干旱时”指不利环境，“植物细胞内的渗透物质增加”指通过代谢反应来

阻止、降低由逆境造成的损伤，“使其不易枯死”指使其仍然保持正常的生理活动。因此 A

项符合。B 项沙棘在沙漠的恶劣环境，是一直处在这样的环境。C、D 两项不能体现“处于

不利环境时”。故本题应选 A。 

9.将以下 5 个句子重新排列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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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然，从《旅游法》《关于进一步加强文明旅游工作的意见》到《暂行办法》，依

法治理游客不文明的行为从未止步。 

（2）游客行为自律了、景区服务到位了，法律效果才更明显。 

（3）如果说文明道德是对出游行为的“软引导”，那么法律才是对文明行为的“硬约束”。 

（4）正如前不久由国家旅游局依法制定的《游客不文明行为记录管理暂行办法》，就是

以法律形式增加游客不文明行为的“道德成本”和“信用成本”，让任何无视公共文明的人

不再“为所欲为”。 

（5）而让文明与法治真正做到同步携手还是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谋划，不可能一蹴

而就。 

排列组合最连贯的是（    ）。 

A.（4）（1）（5）（2）（3） 

B.（1）（5）（3）（2）（4） 

C.（3）（4）（1）（5）（2） 

D.（1）（5）（4）（3）（2） 

【答案】C。首先判定首句，（1）句开头就是当然，很显然前面有内容，不适合做首句。

所以排除 B、D。（3）句和（4）句都在说“道德”和“法律”，话题一致，所以（3）和（4）

应在一起，排除 A 项。因此，本题应选 C。 

10.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好的企业文化，没有足够的个人发展空间，那么也许（毅然）离开

是比较明智的选择。可替换括号中词语的是（    ）。 

A.断然 

B.果断 

C.坚持 

D.愤然 

【答案】B。“毅然”指坚决的、毫不犹豫的。B 项的“果断”指决断、不犹豫。两个词

为同义词。B 项正确。A 项“断然”是贬义词，与“毅然”感情倾向相反。C 项“坚持”指

长时间，“毅然”不是长时间的决断。D 项“愤然”表示“愤怒”，也与“毅然”不符。故本

题应选 B。 

11.行政裁决：行政机关或法定授权的组织，依照法律授权，对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与

行政管理活动密切相关的、特定的民事纠纷（争议）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具体行政行为。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选项中属于行政裁决的是（    ）。 



银行备考交流 qq 群：701040956 

 

A.某居民委员会就丙、丁二人的邻里纠纷进行调解 

B.某县土地局对村民甲和村民乙就宅基地使用权问题的争议作出裁决 

C.某企业不服质监局的处罚而提出行政复议，市政府对此事进行复议决定 

D.某市法院对某公民提起的行政诉讼依法作出判决 

【答案】B。A 项中为“调解”，不是裁决。C 项属于企业和质监局之间的纠纷，并非平

等主体之间发生的。D 项法院对某公民提起的行政诉讼依法作出判决，也不是平等主体之间

的行为。故本题应选 B 项。 

12.迫使员工完成多项任务是管理层寻求压缩成本的合理手段，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以

及前人曾在大规模裁员同时保持收入增长的例子，促使不少公司在营业额有了起色的今天

仍然不愿增加人头数，他们不愿意在经济形势还不明朗时投入招聘成本。有专家认为，员工

将在这一趋势中获利，因为压力出人才，不过也有人觉得多任务可能会让员工忘记什么才是

最重要的工作。 

以下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 

A.为了压缩成本，公司应该尽量少招聘员工，让员工都完成多项任务 

B.迫使员工完成多项任务会导致员工忘记了自己的本职工作 

C.公司在经济形势明朗的情况下会扩充公司员工人数 

D.完成多项任务对员工而言可能会带来成功 

【答案】D。由文中“员工将在这一趋势中获利，因为压力出人才”可知，完成多项任

务对员工而言可能会带来成功。D 项正确。文中为“促使不少公司在营业额有了起色的今天

仍然不愿增加人头数”，但 A 项为应该少招聘员工。B 项说会导致，而文中为可能会，属于

偷换语气。C 项，文中并没有说公司在经济形势明朗的情况下们会不会扩充员工。故本题应

选 D。 

13.飞轮效应指为了使静止的飞轮转动起来，一开始你必须使很大的力气，一圈一圈反

复地推，每转一圈都很费力，但是当飞轮动得越来越快并达到某一临界点后，飞轮的重力和

冲力会成为推动力的一部分。这时，你无需再费更大的力气，飞轮依旧会快速、不停地转动。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属于飞轮效应的是（    ）。 

A.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B.万事开头难 

C.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D.行百里者半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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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飞轮效应的关键在于：开始花费很大力气；达到某一临界点后无需再费更

大的力气，依旧会快速、不停地转动。B 项符合定义。A 和 C 都强调积累的重要性。D 项强

调的坚持的重要性。故本题应选 B。 

14.由于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的地域限制，在义务教育的后期阶段，流动儿童始终面临着

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使得他们在教育中处于困境。从家庭教育层面来

讲，较低的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失败的教育经历、家庭文化资本的缺乏以及不成功的亲

子交流经验都会影响到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学业表现以及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

根据这段文字，作者想强调的是（    ）。 

A.流动儿童在教育方面的劣势 

B.义务教育对流动儿童的歧视 

C.户籍制度、高考制度改革的必要性 

D.家庭教育对流动儿童的重要性 

【答案】D。文段第一句讲了留守儿童在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的地域限制下所面临的困

境。第二句具体到家庭教育层面来进一步说明问题，所以针对问题，应强调家庭教育的重要

性。答案为 D。A 项只是对文段问题的一个描述，不是重点。B 项所说的“歧视”在文中并

没有体现。C 项只是背景提到的内容。故本题应选 D。 

15.在人力资源管理，尤其是员工招聘中，不能仅仅把吸引到优秀人才就作为成功的人

力资源管理。要做到“招得来，留得住，用得好”，除了人力资源的常用技术手段外，还要

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业文化相结合，把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渗透到员工的思想之中，表

现在其行为上，这才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 

上述文字的主题是（    ）。 

A.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作用 

B.企业文化的形成过程 

C.企业文化需要与人力资源相结合 

D.企业文化的内容 

【答案】A。文段内容讲的是企业文化形成的关键，就是要“把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与企

业文化相结合”，人力资源管理做得好，必须要企业文化发挥作用。所以 A 项为正确答案。

文章重点在企业文化和人力资源两者。而 B、D 没有提到人力资源，排除 B、D。企业文化

与人力资源相结合只是企业文化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作用的方式，排除 C。故本题应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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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数字运算（共 10 题） 

1.张三和李四参加同一个公司的招聘笔试共有 60题，张三答对的题目占题目总数的 3/4，

李四答对了 42 道题，他们两人都答对的题目占题目总数的 2/3，那么两人都没有答对的题目

共有（    ）道。 

A.15 

B.13 

C.40 

D.45 

【答案】B。根据题意，张三答对 45 道题，两人都答对的有 40 道题目，根据二集合公

式，设都没答对的有 x 道，则 60=45+42-40+x，解得 x=13。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

误。故本题应选 B。 

2.某公司组织外出郊游，需要租同样大小的车若干辆，如果每辆车乘坐 6 人，则还有 4

人无座位；如果每辆车乘坐 8 人，则可以少租一辆车，且人员刚好坐满，平均每人还可以节

省 5 元钱。那么租一辆车需要（    ）元。 

A.180 

B.160 

C.200 

D.240 

【答案】C。设乘坐 6 人时需要 x 辆车，则 6x+4=8（x-1），解的 x=6，总人数有 5×8=40

人。少租一辆车每人节省 5 元，则一辆车的租金是 5×40=200 元。C 选项正确，A、B、D 选

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3.平面做一个边长为 2 的正方形，再以这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为边做第二个正方形，再以

第二个正方形的对角线为边做第三个正方形，以此类推，第 10 个正方形的面积为（    ）。 

A.1024 

B.2048 

C.4096 

D.8192 

【答案】A。正方形对角线是边长的根下 2 倍，则第二个正方形面积为 22，第三个正方

形面积为 23，依次类推，第十个正方形面积为 210=1024。A 选项正确，B、C、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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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应选 A。 

4.公司举行年度核心客户联谊会，设定了抽奖环节。其中特等奖为液晶电视，中奖率为

1/12；一等奖为笔记本电脑，中奖率为 1/6；二等奖为 MP4，中奖率为 1/3；其余全部为三等

奖，奖品为新款手机。负责购买奖品事务的小李有急事临时改由你接手，此时最先采购的 100

部新款手机已经送到，请问你需要购买多少台 MP4？（    ） 

A.60 

B.40 

C.120 

D.80 

【答案】D 三等奖中奖概率为 1-1/12-1/6-1/3=5/12，则共有奖品 100÷5/12=240 个，则

二等奖 MP4 有 240×1/3=80。D 选项正确，A、B、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5.公司购置了一批复印纸，第一个月用去 40%，还剩下 600 张；第二个又用去了余下的

60%还多 15 张，请问，第一个月比第二个月（    ）。 

A.少用了 215 张 

B.少用了 25 张 

C.多用了 25 张 

D.多用了 215 张 

【答案】C。“第一个月用去 40%，还剩下 600 张”可知总数有 600÷60%=1000，用了

1000-600=400 张；第二个月用了 600×60%+15=375。则第一个月比第二个月多 400-375=25

张。C 选项正确，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6.一项任务原计划 50 人 15 天完成，假定每个人工作效率不变，现在需要提前 5 天，需

要增加多少人？（    ） 

A.20 人 

B.15 人 

C.25 人 

D.30 人 

【答案】C。现在需要 10 天完成，则需要人数 50×15÷10=75 人，则需要增加 75-50=25

人。C 选项正确，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7.某公司新年联欢，五个小朋友作为家属上台表演节目，他们五个人的年龄之和为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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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年龄的数字之积为 1440，其中有两个小朋友分别是 3 岁和 6 岁，那其余三个小朋友的

年龄分别是（    ）岁。 

A.2，6，7 

B.2，3，4 

C.2，5，9 

D.2，5，8 

【答案】D。五个人年龄之和是 24 岁，其中一个 3 岁一个 6 岁，则其他三个小朋友一

共 15 岁，排除 B、C；另外年龄之积是 1440，则其余三个小朋友年龄之积是 1440÷3÷6=80，

则排除 A。D 选项既满足年龄之和是 15，又满足年龄之积是 80。D 选项正确，A、B、C 选

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8.某厂原计划 30 天生产液晶显示屏 3500 台，前 20 天每天生产了 96 台，要按时完成任

务，那么后 10 天平均每天生产多少台？（    ） 

A.158 

B.156 

C.160 

D.150 

【答案】A。后十天每天生产（3500-20×96）÷10=158 台。A 选项正确，B、C、D 选

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A。 

9.今天是星期一，公司组织全体员工去旅游，下次的旅游安排在了 150 天之后，那么下

次旅游的时候是（    ）。 

A.星期四 

B.星期三 

C.星期二 

D.星期一 

【答案】A。150÷7=21……3，余几加几的原则，则 150 天后是星期四。A 选项正确，

B、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A。 

10.甲乙两人在 A 点沿 300 米环形跑道背向而行，甲的速度是 20 米/分钟，乙的速度是

40 米/分钟。那么，至少在（    ）分钟后甲乙两人在 A 点相遇。 

A.10 

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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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0 

C.30 

【答案】B。需要回到 A 点，则说明甲乙跑的都是完整的周长，甲跑一圈最少需要 300

÷20=15 分钟，且再回到 A 点需要是 15 的倍数，最少用 15 分钟。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EPI-逻辑推理（共 15 题） 

1.现代认知科学对大脑认知的特点做了深入研究，发现大脑的“工作记忆”是主管学习

的特定区域，每个人的“工作记忆”对相同学科的内容，都具有不同的信息处理特征，且差

异很大。同样的数字概念，数学名师或数学系高才生的理解，与普通学生具有较大的反差，

“工作记忆”较弱的学生，需要符合自己认知特征的表达方式，来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 

从这段话可以合理的推断出（    ）。 

A.人们不会找个文科专业的数学成绩还不错的大学生给学数学吃力的文科高中生做数

学辅导，因为这个大学生的数学知识太不专业了 

B.虽然每个人的“工作记忆”对同一学科的处理能力不同，但是用学科高才生来辅导成

绩差的学生还是最佳选择 

C.不同人的“工作记忆”对同一学科的信息处理能力不一样，但是可以通过努力地学习

与研究达到一样 

D.给“工作记忆”偏向文科的学生聘请数学天才是不够明智的选择，那可能会让被辅导

的学生数学成绩越来越糟糕 

【答案】D。从这个文段中我们可以知道每个人“工作记忆”对信息处理差异很大，文

科专业无论是大学生还是高中生，只要是信息处理方式相似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效果。B 项我

们可以知道正是因为有反差，这样效果就不会很好。C 项文章中这里提到我们需要符合自己

认知的表达方式来调整，不是努力研究就可以。D 项则是由于信息处理能力文科生和理科生

确实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所以这样辅导的效果就没办法保证。因此，选择 D 项。 

2.根据以下数字规律，空缺处应填入的是（    ）。 

-1，0，-1，-2，-5，（    ）。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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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 

C.-4 

D.-7 

【答案】B。递推数列。-1+0×2=-1，0+（-1）×2=-2，-1+（-2）×2=-5，-2+（-5）×2=-

12。因此，本题选 B。 

3.法庭上，法官正试图对甲、乙、丙三个嫌疑犯的身份作出判断。他们三个人要么是专

说假话的小偷，要么是绝对诚实的君子。法官依次向他们提出问题。他先问甲：“你是什么

人？”甲说的是地方方言，法官听不懂，于是法官问乙和丙：“甲回答的是什么？”对此，

乙说：“甲说他是君子。”丙则答道：“甲说他是小偷。”根据以上情况，法官对乙和丙的身份

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他的判断是（    ）。 

A.乙是君子，丙是君子 

B.乙是小偷，丙是小偷 

C.乙是君子，丙是小偷 

D.乙是小偷，丙是君子 

【答案】C。题目突破口在于甲的说的话，甲如果是君子，则会讲实话，回答“我是君

子”，甲如果是小偷，则会说假话，回答“我是君子”，所以无论甲是君子还是小偷，他都会

回答“我是君子”，由此可知乙说了实话，丙说了假话，故乙是君子，丙是小偷，所以答案

为 C。 

4.选择符合规律的图形填入空缺中（    ）。 

 
 

【答案】C。素的种类，第一行素的种类数分别为 1、2、3；第二行为 3、2、？，所以

问号处应为一种素，故答案为 C。 

5.根据以下图形的规律，问号处应填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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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面的个数，第一行面的个数为 5、6、7；第二行面的个数为 4、3、？，问

号处应为 2，所以选 2 个面的图形为正确答案，故答案为 B。 

6.经过一项持续 10 年的努力研究，研究者发现了 238 个负责老化的特定基因，这些基

因一旦被删除，在实验室测试中会显著延长酵母细胞寿命。因此，删除人类中的相同基因也

能大大提升人类寿命。 

如果以下各项为最能支持科学家观点的是（    ）。 

A.这些特定基因删除后人类将会灭亡 

B.人类不含有酵母细胞中的这些特定基因 

C.研究表明这些基因在人类中只影响衰老 

D.研究者发现删除某些基因酵母寿命可以延长 60% 

【答案】C。加强论证类题型，A 项提到人类灭亡、B 项提到人类不含有特定基因，均

属于削弱项，D 项只提到酵母，人类如何并未提及，是无关项。只有 C 项起到加强作用，表

明酵母细胞的这些特定基因作用在人身上的功效是一样的，因此答案为 C。 

7.根据以下图形规律，空缺处应填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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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左边的已知图形中，有三个正方体和三个圆柱，且第一列的点相加为 9，

第二列的点相加为 10，是递增的；所以右边的图形也应该有相同的规律，还缺 2 个圆柱一

个正方体，故可排除 C 选项，在看点数，第一列为 10，按照递增的规律，未知列的点数应

为 11，故答案为 A。 

8.根据以下数字的规律，空缺处应填入的是（    ）。 

1，2，4，12，60，（    ）。 

A.780 

B.420 

C.300 

D.240 

【答案】A。递推数列。第三项是前两项乘积加第二项的和。1*2+2=4，2*4+4=8，

4*12+12=60，12*60+60=780。因此，本题选 A。 

9.根据以下数字的规律，问号处应填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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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B.23 

C.19 

D.29 

【答案】A。23-1=7，42-5=11，33-8=19，52-4=21。因此，本题选 A。 

10.（    ）对于效益相当于经营对于（    ），正确选项为（    ）。 

A.投入：利润 

B.成本：税收 

C.生产：规划 

D.资本：管理 

【答案】A。先投入才能产生效益，先经营才能滋生利润。其他选项不符合要求，故本

题选 A。 

11.音量：声音，正确的选项为（    ）。 

A.性情：脆弱 

B.哭：呼喊 

C.小费：舞会 

D.蒸馏：纯度 

【答案】D。题干中的两词是原因与结果的关系，选项中“蒸馏”的效果直接影响“纯度”，

与题意“音量”的大小直接影响声音相同，故本题应选 D。 

12.滑板：运动，正确选项为（    ）。 

A.药：治病 

B.饮料：果汁 

C.电影：广告 

D.新闻：报纸 

【答案】A。题干中的两个词是物品与其作用的关系，题干滑板是用来运动的，选项 A

中“药”是用来“治病”的，其关系与题意相符，故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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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0，40，64，96，（    ） 

A.144 

B.128 

C.196 

D.252 

【答案】A。数列两两做差得到二级差数列是 18，20，24，32，（48）再做差得到三级

差数列 2，4，8，（16）未知项等于 96+48=144。A 选项正确，B、C、D 选项错误。故本题

应选 A。 

14.3，25，47，69，（    ） 

A.80 

C.81 

C.90 

D.91 

【答案】D。两两做差，得到 22，22，22，（22）未知项=69+22=91，D 选项正确，A、

B、C 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D。 

15.1，4，7，10，2，5，8，11，（    ） 

A.14 

C.3 

C.4 

D.13 

【答案】B。四四分组，1，4，7，10 是首项为 1，公差为 3 的等差数列，2，5，8，11

是首项为 2 公差为 3 的等差数列，因此未知项为首项 3，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

答案选择 B 选项。 

 

EPI-思维逻辑（共 10 题） 

1.245500÷125÷8-5500÷40÷25-1400÷0.2÷50=（    ）。 

A.100 

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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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000 

D.1 

【答案】A。初级数学运算。 

=245500÷（125×8）－5500÷（40×25）－1400÷（0.2×50）
 

=24500÷1000－5500÷1000－1400÷10= =100，故选 A。 

2.20172017×2018-20182018×2016=（    ）。 

A.1 

B.20182018 

C.20172017 

D.0 

【答案】B。初级数学运算，用尾数计算，个位数 7×8 减去 8×6 个数为 6－8，得到 8，

选项中只有 B 选项尾数为 8，故选 B。 

3.1/2+1/2²+1/2³+1/2^4+1/2^5+1/2^6=（    ）。 

A.1/64 

B.1/32 

C.63/64 

D.31/33 

【答案】C。等比数列求和，首项为 1/2，公比为 1/2，项数为 6，S= =

= =63/64，故选 C。 

4.某机构调查了 139 名消费者对 A、B、C、D 共 4 种笔记本品牌的最佳喜好，调查结

果发现有 28 人最佳喜好不是 A，24 人最佳喜好不是 B，喜欢 A，B 人数是 20 人。喜欢 C

的人比喜欢 D 的多 4 人，那么喜欢牌子 D 的人共有（    ）个。 

A.6 

B.5 

C.4 

D.3 

245.5 5.5 140 

 1 1

1

na q

q





6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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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由“调查结果发现有 28 人最佳喜好不是 A”可得到 B+C+D=28；由“24

人最佳喜好不是 B”可得到 A+C+D=24；由两式可得到 B=A+4，又因为 A+B=20，则

A=8，B=12，则 C+D=16。又因为 C=D+4，可得 D=6。因此，本题选 A。 

5.10÷（20÷30）÷（30÷40）÷（40÷50）÷（50÷60）=（    ）。 

A.1/6 

B.3 

C.6 

D.30 

【答案】D。简单计算。原式=10÷2/3÷3/4÷4/5÷5/6=10×3/2×4/3×5/4×6/5=30。答案选择

D。 

6.某设备的进价为 5000 元，正常售价为 8000 元，现在由于积压严重，厂商不得不打

折处理，但是尽管打折，厂商会要求成本利润率不低于 20%，请问售价最低能降到

（    ）。 

A.八折 

B.七五折 

C.八五折 

D.七折 

【答案】B。成本利润率=利润÷成本，则利润=成本×成本利润率=5000×20%=1000

元，则打折后售价应为 6000 元，折扣=售价/原价=6000÷8000=75%，选择 B。 

7.公司举行年度核心客户联谊会，设定了抽奖环节，其中特等奖为液晶电视，中奖率

为 1/12，一等奖为笔记本电脑，中奖率为 1/6，二等奖为 MP4，中奖率为 1/3，其余全部为

三等奖，奖品为新款手机。负责购买奖品事务的小李有急事临时改由你接受，此时最先采

购的 100 部新款手机已经送到，请问你需要购买多少台 MP4？（    ） 

A.40 

B.120 

C.60 

D.80 

【答案】D。设所有的奖项的中奖概率为 1，如果设三等奖的中奖概率为 x，则有

1/12+1/6+1/3+x=1，解得 x=5/12，由三等奖“最先采购的 100 部新款手机”可以求出奖项总

数为 100÷5/12=240。本题中求 MP4 的数量为：240×1/3=80 台。选择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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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995 1996-2

=
1995+1994 1996-1




（    ）。 

A.

1995

1996  

B.1 

C.

1996

1995  

D.

1994

1995 1996  

【答案】B。分子可以化为（1994+1）×1996-2=1994×1996+（1996-2）=1994×1997；

分母可化为（1995-1）+1994×1996=1994×（1+1996）=1994×1997。分子分母相等，可化

为 1。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9.A、B、C、D 四个小组负责加工机器零件，已经知道 A、B、C 三组平均每组加工了

89 个零件，B、C、D 三组平均每组加工了 97 个零件。已知 A 组加工了 81 个零件，那么

D 组加工了（    ）个零件。 

A.102 

B.99 

C.105 

D.97 

【答案】C。通过 A、B、C 三组平均每组加工了 89 个零件，可得，A+B+C=89×3，

B+C=89×3-81=186 个，由“B、C、D 三组平均每组加工了 97 个零件”可得，

B+C+D=97×3，D=97×3-186=105，答案选择 C。 

10.1+22+333+……+999999999+1111111111+……+99…99，该式一共有 27 项，其结果的

百位数字是（    ）。 

A.6 

B.7 

C.5 

D.4 

【答案】A。题目求百位数字，因此只需计算后三位即可，所有项数，除了第一项和第

二项以外，其余项均可以表示成 n×111 的形式，因此后三位的计算=1+22+333+444…+999+2

×（111+222…+999）=23+111（3+4+5+6+7+8+9）+2×111（1+2+3+4+5+6+7+8+9）=2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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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111×45=23+4662+9990，只计算后三位，可得，23+662+990=1675，百位上数字为

6，A 选项正确，B、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A。 

EPI-资料分析（共 10 题） 

请根据图例，回答下列问题： 

 

 

1.由图知，财政收入增速最快的一年财政收入（    ）亿元。 

A.152269.23 

B.103874.43 

C.140370.03 

C.117253.52 

【答案】B。根据第二个饼状图，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速最快的一年是 2011 年，观察第

152217

140370.03

129209.64

117253.52

103874.4

83101.51

我国2010-2015年财政收入情况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5.80%

8.60%

10.20%

12.90%
25.00%

21.30%

财政收入增长速度（%）

2015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2011年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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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饼状图，2011 年财政收入为 103874.43 亿元。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

题应选 B。 

2.与上一年相比，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近五成的年份，财政收入比上年增加（    ）亿元。 

A.11899.20 

B.20772.92 

C.19956.12 

D.13379.07 

【答案】D。根据第二个饼状图，可以看出财政收入增速下降近五成的年份是 2012 年，

观察第一个饼状图，2012 年财政收入为 117253.52 亿元，2011 年财政收入为 103874.43 亿

元，则 2012 年财政收入增加 117253.52-103874.43=13379.09 亿元。D 选项正确，A、B、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3.2015 年财政收入与 2010 年相比增加了（    ）%。 

A.83.8 

B.83.23 

C.25 

D.5.8 

【答案】B。2015 年财政收入比 2010 年相比增速为（152266.90-83101.51）/83101.51 约

为 83.23%。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4.所有财政收入增速介于 10%和 20%之间的年份，财政收入的总和是（    ）亿元。 

A.246463.16 

B.269579.67 

C.329564.67 

D.117253.52 

【答案】A。由第二个饼状图可知增速介于 10%和 20%的年份有 2012 和 2013 年，其对

应 的 图 一 中 财 政 收 入 分 别 为 117253.52 亿 元 与 129209.64 亿 元 ， 则 总 和 为

117253.52+129209.64=246463.16 亿元。A 选项正确，B、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A。 

5.下列选项中，表述错误的是（    ）。 

A.2010-2015 年间，我国财政收入一直稳中有升 

B.2010-2015 年间，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稳中有升 

C.2011 年，我国财政收入突破 10 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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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15 年财政收入与 2011 年相比增加近五成 

【答案】B。 

选项 A，观察第一个饼状图，财政收入逐年增加，A 选项正确； 

选项 B，观察第二个饼状图，增速 2011 年有所上升，2012—2015 年间财政收入增速逐

年下降，B 选项错误； 

C 选项，由第一个饼状图可知，2011 年财政收入 103874.43 亿元，大于 10 万亿元，C

选项正确； 

D 选项，增长率计算。2015 年财政收入比 2011 年相比增速为（152266.90-103874.43）

/103874.43 约为 46.59%，近五成，D 选项正确。 

B 选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不合题意，故本题应选 B。 

根据以下材料，回答相应问题。 

2013 年末全国就业人员 76977 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 38240 万人，全年城镇新增就

业 1310 万人，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05%，略低于上年末的 4.09%，全国农民工总量为

26894 万人，比上年增长 2.4%，其中，外出农民工 16610 万人，增长 1.7%，本地农民工

10284 万人，增长 3.6%。 

 

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为 66199 元/人（以 2010 年不变价格计算），

比上年提高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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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3 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    ）万人。 

A.1510 

B.1614 

C.1716 

D.1820 

【答案】B。已知失业率=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城镇就业人

员），失业率为 4.05%，城镇就业人员 38240 万人，代入公式求得年末城镇登记失业人数约

为 1614 万人。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7.2013 年末城镇就业人员占全国就业人员的（    ）。 

A.49.7% 

B.48.1% 

C.52.2% 

D.53.8% 

【答案】A。2013 年末城镇就业人员 38240 万人，全国就业人员 76977 万人，则前者占

后者比重 38240/76977 约为 0.4967，最接近 A 选项 49.7%。A 选项正确，B、C、D 选项错

误。故本题应选 A。 

8.2013 年末外出农民工与全国农民工的比例为（    ）。 

A.1:1.1 

B.1:1.6 

C.1:1.9 

D.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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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2013 年末外出农民工 16610 万人，全国农民工 26894 万人，则前者占后者

比重 16610/26894 约为 1:1.6。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9.2012 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为（    ）元/人。 

A.60287 

B.60982 

C.61695 

D.61902 

【答案】C。根据“全年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员的比率为 66199 元/人（以 2010 年

不变价格计算），比上年提高 7.3%”可知，2012 年比率为 66199/（1+7.3%）=61695.247，最

接近 C 选项 61695。C 选项正确，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10.根据上述材料，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2013 年的数据显示，越来越多人选择留在家乡工作 

B.2010-2013 年城镇就业人数最多的是 2013 年 

C.2009-2013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员比率逐年增加 

D.2009-2013 年，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增长率逐年升高 

【答案】D。 

选项 A，比重比较。全部农民工增长率 2.4%，本地农民工增长率 3.6%，部分增长率 3.6%>

整体增长率 2.4%，因此比重上升，说明有更多人留在家乡工作，选项 A 正确； 

选项 B，简单读数。观察第一个柱状图，城镇新增就业人数逐年递增，说明人数最多的

是 2013 年，选项 B 正确； 

选项 C，简单读数。观察第二个柱状图，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与全部就业人员比率逐年递

增，C 选项正确； 

D选项，分数比较，观察第一个柱状图，2010年增长量 1168-1102=66；增长率为 66/1168；

2013 年增长量为 1310-1266=34，增长率为 34/1310，分数比较，可知 2013 年增长率比 2010

年增长率小，并非逐年增高，D 选项错误。 

D 选项符合题意，A、B、C 选项不合题意。故本题应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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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题量 35 限时 20 分钟） 

（考情类似，仅供参考） 

英语-选词填空-单选题（共 15 个小题） 

1.OE Furniture company is (    ) to providing contemporary furniture at old prices. 

A. dedication  

B. dedicates 

C. dedicated 

D. dedicating 

【答案】C。考查词汇辨析。四个选项均是动词 dedicate 的其他词性形式，所以词意一

致“奉献、献身、赠言”，只是词性的不同。A 项：dedication 是名词；B 项：dedicates 是动词

的单三形式；D 项：dedicating 是现在分词形式；dedicated 是过去分词作形容词，be ~ to 是

其固定搭配形式“从事于、献身于”。 

2.—I don’t know how to deal with it. 

—Well. I recommend that you (    ) some professional advice. 

A. would get 

B. will get 

C. get 

D. can get 

【答案】C。考查虚拟语气。当 advise、suggest、insist 等表示命令、建议词语引导宾语

从句时，从句要用虚拟语气 should + 动词原形，should 可以省略。recommend 意为“推荐、

建议”，从句要用虚拟语气，即 recommend that sb (should) do sth 建议…；should 可以省略。

因此答案选 C。其他选项均不符合，排除。 

3.Job seekers are advised to avoid discussing confidential business knowledge acquired (    ) 

working for former employers. 

A. even 

B. besides 

C. wh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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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throughout 

【答案】C。考查连词。“求职者们被建议避免谈论从上一份工作中获得的商业机密信

息”，business knowledge 后面的定语从句补充完整就是“which was acquired while working for 

former employers”，这里的 while 意思为“当……的时候”。A 项：甚至；B 项：此外；D 项：

“自始自终、遍及、横跨”等，只有 C 项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C。 

4.A new booklet explaining the process of course selection along with counseling services is 

(    ) to any student interested in receiving help. 

A. potential 

B. available 

C. expressed 

D. approaching 

【答案】B。考查词汇辨析。B 项：available 可获得的可利用的；A 项：potential 潜在的

可能的；C 项：expressed 表达的；D 项：approaching 接近。根据语义，“任何需要帮助的学

生都可以得到一本解释选课过程和辅导服务的小册子”，可知 B 项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B。 

5.The staff of the document storage facility followed the auditor’s suggestions for corrective 

action in (    ) detail. 

A. other 

B. every 

C. either 

D. any 

【答案】B。考查词汇搭配。in every detail /in any detail “在每一个细节上”，但是前者搭

配多用于肯定句中，后者用于否定句中，故排除 D 项。A 项：其他的，不符合题意，排除；

C 项：either，两者中一方，通常与 or 连用。 

6.Mr. Uemura declined to (    ) on rumors about how many medicines the drug manufacturer 

had in development. 

A. comment 

B. commentary 

C. comments 

D.commen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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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固定搭配。decline to do sth“拒绝做某事”，所以后面需要加上动词原形，只

有 A 选项是动词原形。另 comment on sth“对某事发表意见，评论某事”也是固定搭配。B 项：

（对书籍等的）解说词、评论，属于名词；C 项：评论，可充当名词或动词；D 项是动词-ing

形式。 

7.Since its repair, the central heating system in the Rayburn Building is now in (    ) order. 

A. working 

B. practical 

C. realistic 

D. useful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楼雷本大厦的中央供暖系统经过修理，现在可以正常使用

了”。in working order“处于正常运转状态”；B 项：practical“实际的、实用的”；C 项：realistic“现

实的、逼真的”；D 项：useful“有用的、有益的”。 

8.The Yunof brand of tea (    ) entered the market in Norway only three year ago is already 

among the top five best-selling brands.  

A. when 

B. who 

C. where 

D.which 

【答案】D。考查定语从句。定语从句缺少主语，而先行词 the Yunof brand of tea 为物，

因此关系代词选择 D 选项的 which。“云南茶叶三年前才进入挪威市场，如今已经成为茶叶

销售品牌前五。”A 项：when 先行词是时间，排除；B 项：who 的先行词是人，排除；C 项：

where 的先行词是地点，排除；故答案选 D。 

9.All commuters (    ) the main highway to get to the center of the city will face delays of up 

to an hour today because of on-going construction. 

A. use 

B. used 

C. using 

D. will use 

【答案】C。现在分词在保持动词特性的同时，还起到形容词的作用，可修饰名词。

commuters 是本句主语，谓语动词为 will face，空格处应填入以 the main highway 为宾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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饰 commuters 的动词，所以选择现在分词 using。“由于正在进行的建设，所有使用主干道前

往市中心的通勤者将面临一个小时的延误。”ABD 选项均不符合。 

10.You also may ask at any time to see the personal date you (    ) us and request correction 

or deletion. 

A. given 

B. to be given 

C. have given 

D. have been given 

【答案】C。名词（data）后面有主语 you，因此想到这里省略了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词。

You 是主语，空格内应填入谓语动词。C 和 D 都是谓语动词，此时应考虑是主动语态还是被

动语态。Give 是及物动词，us 是间接宾语，省略的关系词可看做直接宾语。所以应当填入

主动语态 C 选项。 

11.The (    ) tough training given by our company creates strong and able sales 

representatives who perform well above others in the same field. 

A. indifferently 

B. presumable 

C. completely 

D. unbearably 

【答案】D。考查词汇辨析。D 项：unbearably，难以忍受地；A 项：indifferently，冷淡

地，漠不关心地；B 项：presumable，可能有的，可推测的；C 项：completely，完全地，彻

底地。根据原文题意，我们公司组织的难以忍受的高强度培训培养出能干的销售代表”，tough

是个形容词，就只能和副词搭配，所以答案选 D。 

12.Unlike traditional book publishers P-Gram Books focuses (    ) on producing audio books 

that can be downloaded from the Internet. 

A. exclusively 

B. exclusive 

C. exclusives 

D.ex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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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所填写的词是用来修饰动词 focuses，所以必须是副词。选

项的区别也在于词性的不同，只有 A 选项是副词“唯一地、专有地”。B 项：专用的、高级

的，是形容词；C 项：没有 exclusives 的表达，排除；D 项：exclusion 是名词形式。 

13.He spoke about the country as if he had been there, but (    ) he had never. 

A. frequently 

B. gradually 

C. actually 

D. finally 

【答案】C。A 项：frequently 频繁的；B 项：gradually 逐渐地；C 项：actually 实际地；

D 项：finally 最后。根据句意：他说起这个国家，好像他去过，但实际上他从没去过。actually

更符合文意，所以答案选 D。 

14.All of our stores will be extending their business hours during the holiday season, but we 

will go back to our (    ) hours after the new year. 

A. regular 

B. regulars 

C. regularity 

D. regularities 

【答案】A。考查名词辨析修饰 hours（名词），选择形容词 regular。我们所有的商店都

将在假日期间延长营业时间，但我们将在新年后回到正常的营业时间。 

15.I extend my sincere (    ) to the family and friends of John Miller, who has suddenly left 

us at the age of 54. 

A. appreciation 

B. description 

C. condolences 

D. charges 

【答案】C。考查词汇辨析。C 项：condolence 哀悼；A 项：appreciation 感激；B 项：

description 描述；D 项：charge，费用，控告。根据题意，“John Miller 忽然辞世，我对他的

家人和朋友致以诚挚的哀悼。”C 项“哀悼”更符合题意，所以答案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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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阅读理解-单选题（共 20 个小题） 

Passage 1 

SIMFLOW LANGUAGE LTD 

From Petch Aromdee, Translation Supervisor 

To Translation Staff, Bristol Office 

Subject: New Projects 

Date: 16 April 

Firs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team members Evelyn Witt and Rishi Shah, who have 

recently been approved to participate audio projects from French and Hindi, respectively. They will 

now be supervising recording sessions at our Swindon office days a month. Anyone els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Simflow audio team should contact Denise Charles 

d.charles@simflowlanguage.co.uk. 

As I mentioned last week, we are taking on four new projects next month. Details are listed 

below. 

Project Language Due Date 

Frampton Clothes Catalog Russian 2 June 

Cole and Rukavina Law Firm file Portuguese 8 June 

Misty Springs Meals 

advertisement 

Korean 13 June 

Alden Auto Parts manual Farsi 16 June 

Provisional assignments for each project will be e-mailed to you tomorrow afternoon. All 

assignments will be finalized on 29 April. Please contact me with any questions. 

 

From Marie Nolan 

To Petch Aromdee 

Subject: Project Assignment 

Date: 21 April 

Hi Petch, 

I have a question regarding next month’s new projects.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swit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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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ignments with Daniel Newman? I used to work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at Frampton Clothes, 

and I feel that my experience would allow me to make a unique contribution to their project. I 

thought switching with Daniel might be feasible because, as you know, we both work in the same 

two languages. 

Let me know what you think. If you would like to speak with me in person, I will be available 

between 2:00 pm and 4:00 pm today. 

Thank you, 

Marie 

16.What is suggested about Ms. Witt and Ms.Shah? (    ) 

A. They were hired by Denise Charles. 

B. They transferred to Swindon office. 

C. They are part of the translation staff. 

D. They both speak French and Hindi. 

【答案】B。关键词 Ms. Witt and Ms.Shah 定位至第一段第一句。由 They will now be 

supervising recording sessions at our Swindon office days a month.可知选项 B 正确。A 项：他

们是被 Denise Charles 雇佣的，根据 Denise Charles 可定位到原文第一段的最后一句 Anyone 

els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Simflow audio team should contact Denise Charles，“任何对参加......

感兴趣的人可以联系 Denise Charles”，原文并没有直接说出 Denise Charles 就是雇主，根据

这句话很难推出，所以排除 A 项；C 项：他们是翻译职员当中的一部分，原文说的是他们是

“recording session”的，因此排除 C 项；D 项：他们都会讲法语和印度语，原文并没有提

及，排除；故答案选 B。 

17.What is indicated about Simflow Language Ltd.? (    ) 

A. It provides recordings in different language. 

B. It sells translation software. 

C. It pays its translators per project. 

D. It is recruiting additional translators. 

【答案】A。细节题。根据原文第一段 they will now be supervising recording sessions at 

our Swindon office days a month. Anyone else interested in joining the Simflow audio team，可知

Simflow Language 有可能是记录不同语言的，所以答案选 A。B 项：“它出售翻译软件”，

原文并没有与“出售”相关的信息，排除；C 项：“每个项目它都会为译员付费”，无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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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排除；D 项：“它正在招募额外的译员”，原文针对的是内部员工，并非招募新员工，

排除；故答案选 A。 

18.When will staff members receive their tentative assignments? (    ) 

A. On April 29. 

B. On April 21. 

C. On April 17. 

D. On April 16. 

【答案】C。细节题。根据原文表格下面一句话 provisional assignments for each project 

will be e-mailed to you tomorrow afternoon，也就是说明天下午就会发送到员工手里，这封邮

件写的时间是第一封邮件的开头，Date: 16 April，所以答案选 C。ABD 都不符合。 

19.What is the language of the project on which Ms. Nolan would like to work? (    ) 

A. Farsi 

B. Korean 

C. Portuguese 

D. Russian 

【答案】D。Ms. Nolan 可以定位至第二封邮件，正文第一段提出她想和 Daniel Newman

换任务，随后又提到她曾在 Frampton Clothes 市场部工作过，她想参与该公司的工程项目。

通过表格中的项目定位可知是俄语，因此答案选 D 项：Russian。A 项：波斯语；B 项：韩

语；C 项：葡萄牙语。 

20.What is mentioned about Ms. Nolan? (    ) 

A. She will leave her workplace at 2:00pm.. 

B. She will be working directly with Mr. Newman on a joint assignment. 

C. She is currently working on two projects. 

D. She was employed by a client of Simflow Language Ltd. in the past. 

【答案】D。是非题。A 项：根据原文最后一段 I will be available between 2:00 pm and 

4:00 pm today.（下午 2：00-4：00 我都有空），并不是说两点之后就离开办公室，A 项错误；

B 项：根据原文 Would it be possible for me to switch assignments with Daniel Newman，她应

该是和 Daniel Newman 进行交换，并不是共同完成一项任务，B 项排除；C 项：“她现在正

从事两个项目”，无中生有，排除；D 项：“以前她是由 Simflow Languag 里的一个客户雇佣

的”，根据原文 I used to work in the marketing department at Frampton Clothes，Frampton Clot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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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Simflow Languag 的一个项目，所以她应该是由该部分雇佣的，因此答案选 D。 

Passage 2 

When Tina Nicolai began working as a recruiter for Walt Disney World in the late 1990s, she 

noticed that many job seekers were submitting flawed resumes. “I realized people simply did not 

know how to make themselves on their achievements. Nicolai tells Business Insider. “And that’s 

how I knew there was a market to educate job candidates as levels and in all industries. 

In 2010 she founded Resume Writers’ Ink. Since launching my company, I’ve read over 40000 

resumes,” she says “And this is what most people get wrong: They think a buffet resume is the best 

way to go.” Nicolai says a buffet resume is one that has too much going on… one that offers too 

much information. 

“My clients often think a resume that is smorgasbord is bes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bandwidth of skills,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that they have in their repertoire of success,” she 

says. “But this is a recipe for getting overlooked.” 

Nicolai says hiring managers do not have time to sift through you resume, picking out what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job opening. “A resume is like a wardrobe. Just because a person has 

everything from casual to formal doesn’t mean they wear all of those pieces together,” she explains. 

We dress according to where we’re going, the activity we’re doing, and the climate---but don’t wear 

it all at once. 

Only include information that’s relevant to the job you’re applying for. And yes, that means 

you need to tailor your resume for each job application. Don’t be lazy! 

21.The word “repertoire” in paragraph 3 is closet in meaning to (    ). 

A. selection 

B. collection 

C. variety 

D. repetition 

【答案】B。猜词题。第三段首句写到“我的客户总是认为简历越详尽越好，因为详尽

的简历会展现他们在日常成功中所储备的丰富技巧、经验和成果”。B 项意为“收集”，亦可

引申为“积累”，与文段中的 repertoire（所有、全部）意思更为接近。A 项：选择；C 项：

多样性；D 项：重复，ACD 选项的意思与 repertoire 悬殊较为大，排除，故答案选 B。 

22.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is a smorgasbord resum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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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resume that has a special focus. 

B. A resume that contains everything. 

C. A resume that impresses all. 

D. A resume that is fancy-looking. 

【答案】B。猜词题。关键词 smorgasbord resume 定位至第三段，“My clients often think 

a resume that is smorgasbord is best because it demonstrates the bandwidth of skills,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that they have in their repertoire of success”，根据后半句 it demonstrates the 

bandwidth of skills, experiences and achievements that they have in their repertoire of success（它

阐述了所有成功经历当中的技能、经验和成就），可见 smorgasbord resume（简历）应该是非

常详细的，囊括了所有的东西，所以答案选 B。A 项：一份有着特定关注点的建立；C 项：

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简历；D 项：一份非常好看的简历。 

23.What does Tina Nicolai mean when she said “this is a recipe for getting overlooked” in 

paragraph 3? (    ) 

A. Putting too much information in the resume distracts the reader’s attention. 

B. One needs to add more information to the resume. 

C. The details in the resume could be easily overlooked because of the arrangement. 

D. The resume needs to be more eye-catching. 

【答案】A。猜词题。根据题干的关键词可定位到原文的第三段的最后一句话，“But this 

is a recipe for getting overlooked”，这句话的前几句阐述的是客户认为一份囊括所有信息的简

历就是最好的简历，然后通过转折关联词 but 说出了自己的观点，but 前后两句的含义相反、

感情色彩相反，因此这句话应该表达的是作者认为“囊括所有信息”的简历并不好，反而会

带来坏处，观察选项，只有 A 项（简历里面放太多信息会分散读者的注意力）的感情色彩

能与前文保持对立，所以答案选 A。B 项：人们应该在简历上放更多的信息；C 项：由于排

版的问题，简历里面的详细信息会被忽视；D 项：简历应该更加吸引人眼球。 

24.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recommended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    ) 

A. Making the resume like a wardrobe. 

B. Offering as much information in the resume as possible. 

C. Tailoring the resume for each application. 

D. Putting all of one’s achievements in the resume. 

【答案】C。是非题。结合文段倒数第一段和第二段，作者用了很形象的比喻，We d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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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where we’re going, the activity we’re doing, and the climate（穿衣要根据不同的场

合和所参加的活动，以及气候而定），也就是说制作简历时应该根据自己所找的工作而定，

不要广撒网，所以答案选 C。A 项：制作简历就像整理衣柜一样，A 项表述过于字面意思话，

没有点破作者真正的建议，排除；B 项：“简历中尽可能提供多一点信息”，与作者意思相反，

排除；D 项：“把所有的成就都写入简历中”，作者并不赞同这样，排除；故单选 C。 

25.If you applying for a sales manager, which of the following should NOT be included in your 

resume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    ) 

A. Award of the best debater 

B. Experience as a group leader 

C. Intern as a sales assistant 

D. Demonstrated sale results 

【答案】A。是非题。题干问的是“如果你要申请销售经理的职位，下列哪个内容不能

写入简历中”，结合文段倒数二、三段的内容，作者认为制作简历是要量体裁衣，根据自己

申请的职位来写简历，如果想申请销售经理职位，A 项：最佳辩手奖，这项优势与销售经理

并无太大关系，所以 A 项不宜写入简历当中；B 项：小组领导的经验，可以体现“经理”领

导能力；C 项：销售助理实习，与销售经理相关，可以写入；D 项：列举销售数据，也与销

售相关，可写入；只有 A 项不符合，故答案选 A。 

Passage 3 

These days Rebekah Brooks is keeping a low profile. Two years on from her acquittal of an 

event relating to the phone hacking scandal --- and 10 months after she returned to head New Corp’s 

British newspaper ---Rupert Murdoch’s protégé is avoiding the sor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events 

where she would have once been a regular citizen. 

“She has had her head down since she’s been hack ,” says a News Corp source.” Her priority 

is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business. Once you’ve been through the cycle of fame, normality can 

be appealing.” 

Last week Ms. Brooks made the biggest splash since she returned last September, with News 

Corp’s £220m acquisition of Wireless Group, the owner of Talksport radio. 

The deal followed the group’s £114m purchase of Unruly, a digital advertising start-up, which 

came last autumn, 10 days after Ms. Brooks retu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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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small sums for a global media business with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more than £6bn, 

the two acquisitions show how Ms. Brooks is looking to unearth new revenue streams to offset the 

decline in revenues from newspaper advertising. 

In common with all newspaper groups, News Corp is facing a structural shift as readers and 

advertisers abandon newspaper for online platforms such as Google and Facebook. This year 

analysts are predicting a 20 percent fall in print advertising revenues, and newspaper industry 

executives are concerned these revenues will never come back. 

In the four years between Ms. Brooks’ 2011 resignation and her return in the 2015, News 

Corp’s revenues in the UK and Ireland fell form £1.3bn to £1.1bn. Other newspaper groups have 

witnessed similar falls, as income from digital growth has failed to plug the gap left by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print. 

26.What problem did Rebekah have two years ago? (    ) 

A. She was charged with phone-hacking. 

B. She was exiled from News Corp. 

C. She lost her job. 

D. She kept a low profile. 

【答案】A。细节题。关键词 Rebekah 定位至第一段，提到两年前的 phone hacking scandal.

可知与 phone hacking 有关。所以答案选 A。B 项：她被 News Corp 赶出来了，根据原文 10 

months after she returned to head New Corp’s British newspaper，可知她并没有被赶出来，后来

还是回到了 News Corp；C 项：她失去了工作，同样还是根据那句话，她既然能回到公司，

说明她并没有丢掉工作，排除；D 项：以前她很低调，根据原文 These days Rebekah Brooks 

is keeping a low profile，可知她是这几天比较低调，并没有说是两年前，排除；故答案选 A。 

27.What did Rebekah Brooks do after her return to her company? (    ) 

A. She changed the company’s name. 

B. She formulated new strategies. 

C. She cleared of her charges. 

D. She completed two acquisitions. 

【答案】D。细节题。A 项：她改变了公司的名称；B 项：她构想出新的策略；C 项：

她扫除了自己所有的指控；D 项：她完成了两次并购。根据原文第三、第四、第五段，with 

News Corp’s £220m acquisition of Wireless Group, the owner of Talksport radio.，提到了她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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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两个企业的并购重组，所以答案选 D。ABC 选项均不符合，不选。 

28.What do Rebekah Brooks’ actions after her return to the company show? (    ) 

A. They show Brooks’ irrational strategies. 

B. They show Brooks’ concern about the loss. 

C. They show Brooks’ ambition to expand the company. 

D. They show Brooks’ attempt to look for new sources of profits. 

【答案】D。细节题。题干问的是“Rebekah Brooks 回到公司的行为表明来了什么”，根

据原文第五段的内容，the two acquisitions show how Ms. Brooks is looking to unearth new 

revenue streams to offset the decline in revenues from newspaper advertising，即这两场收购展示

了她在寻找一种新的收益流来平衡报纸广告收益的减少。选项 D 正确。A 项：它们表明了

Brooks 不明智的策略；B 项：它们展现出 Brooks 对经济亏损的担忧；C 项：它们表现出

Brooks 扩大公司的野心。只有 D 项符合题干意思，故答案选 D。 

29.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True? (     ) 

A. Normality has become Ms. Brooks’ priority most since she’s been back. 

B. News Corp is faced with a structural change because more readers turn to online platform. 

C. News Corp’s £114m purchase of Unruly is the biggest splash Ms. Brooks’ has made. 

D. News Corp revenues in the UK and Ireland declined about 18 percent from 2011 to 2015. 

【答案】B。是非题。A 项根据关键词 priority 可定位到原文的第二段 Her priority is to 

make a difference to the business，由此可知，her priority 是 make a difference，排除 A；B 项

可以对应到原文倒数第二段的 News Corp is facing a structural shift as readers and advertisers 

abandon newspaper for online platforms such as Google and Facebook，因此 B 项符合原文，因

此答案选 B。C 项根据 biggest splash 定位到原文的第三段，根据 Ms. Brooks made the biggest 

splash since she returned last September, with News Corp’s £220m acquisition of Wireless Group

可知，C 项错误；D 项根据 UK 和 Ireland 可定位到原文的最后一段，News Corp’s revenues 

in the UK and Ireland fell from £1.3bn to £1.1bn，经计算，最后结果是 15%左右，D 项错误；

故最后答案选 B。 

30.The word “plug” in paragraph 7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    ) 

A. connect to 

B. widen 

C. block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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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Wedge 

【答案】D。猜词题。定位至第七段，“其他的报纸行业也面临着同样的回落，因为数字

化经济收入的增加已经不能（    ）传统印刷行业收入的下降”，A 项：连接；B 项：扩大；

C 项：封闭、堵塞；D 项：嵌入、楔入，指用某个东西填满一个狭小的空间，据此，wedge

能够非常形象地表达出“弥补空缺”的意思，所以答案选 D。 

Passage 4 

What’s New in Vancouver this week? 

Vancouver’s Samburg Museum will feature a special exhibit of oil paintings be internationally 

acclaimed Swedish painter Oskar Hakala. Hakala, whose early work featured large-scale, scenic 

renderings of Swedish beaches, completed work last year on a collection entitled “Mind’s Eye” that 

features uncharacteristic small canvases. Nature is still a theme, but words in “Mind’s Eye” take on 

that subject on a much smaller scale. The curve of a single stone, the algae collected in a battered 

piece of driftwood, or the ripples on a section of sand after a wave. Hakala says that his departure 

from larger works is a natural progression “: My recent work is not just about being an observer of 

nature. Instead, I want to show how we are all a small part of it”. 

The exhibit runs from August 12-22 in the Samburg Museum’s North Gallery, 432 Caroline 

Avenue, Vancouver. Tickets are $10.00. Complimentary tickets are available to museum members. 

Call the museum at 604-555-0112 for more details. 

BC Arts Focus 

August 15 

Hakala’s Latest Efforts Uninspired 

The Oskar Hakala is a masterful painter is undeniable. I have spent many enjoyable hours 

studying his early work. Those paintings have a life of their own, and evolve into something new 

each time I see them. But with “Mind’s Eye”. Hakala misses the mark. His characteristic wide, sure 

strokes of the brush are missing. The new woks have a much lighter touch, giving the impression 

that he is not sure of himself as he ventures into new territory. More troubling is that this collection 

of work shows almost no difference in terms of theme from Anna Vestrom’s paintings. Vestrom 

depicts the small elements in nature, but in a much truer fashion than Hakala does in his recent work. 

As a great fan of Hakala, I can only hope to see something bolder. 

31.What is indicated about Oskar Hakala’s recent work?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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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t’s quite different from his other paintings. 

B. It incorporates several types of paint. 

C. It shows scenic views of Vancouver. 

D. It took one year to complete. 

【答案】A。关键词 Oskar Hakala 定位至第一段第一句。可知他的最近的作品是“mind’s 

eye”，与文中所描述的他的 early work 相比特点是不一样的。选项 A 正确。B 项：“它包含

了不同类型的画”，无中生有，排除；C 项：“它呈现了温哥华的景色”，无中生有，温哥华

只是展会的地址，排除；D 项：“它花了一年时间才完成”，文段没有提及，排除；故答案选

A。 

32.What is mentioned about tickets to the exhibit? (    ) 

A. They can be purchased online. 

B. They are less expensive when purchased in advance. 

C. They go on sale August 15. 

D. They are free for museum members. 

【答案】D。是非题。关键词 tickets to the exhibit 定位至第二段倒数第二句，Tickets are 

$10.00. Complimentary（免费赠送） tickets are available to museum members，可知对于博物

馆工作人员而言，票是免费的。且文段并没有说明可以在网上购票，A 项排除；B 项：“提

前购买的话更便宜”，无中生有，排除；C 项：“8 月 15 号开售”，August 15 只是公布这则通

知的日期，并不是售票日期，排除；因此答案选 D。 

33.What is the purpose of the second article? (    ) 

A. To note that a popular exhibit is closing. 

B. To analyze the use of light in modern art. 

C. To give an opinion about the work of an artist. 

D. To encourage the readers to attend a workshop given by an artist. 

【答案】C。根据问题，关键词定位至第二篇文章。从第四句的 but 可知是对“mind’s eye”

作品提出了自己的意见。选项 C 正确。A 项：“通知一场闻名于世的展览即将关闭”；B 项：

“分析现代艺术采光的问题”，D 项：“鼓励读者参加一位艺术家的展览”，只有 C 项符合原

文，因此答案选 C。 

34.What is implied about Soren Lindgren? (    ) 

A. He has studied large-scale paintings by Oskar Hak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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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He dislikes Oskar Hakala’s the early paintings. 

C. He works for the Samburg Museum. 

D. He paints in a style similar to Oskar Hakala’s. 

【答案】A。细节题。根据人名定位，可定位至原文第二篇文章，“I have spent many 

enjoyable hours studying his early work”，而 Oskar Hakala 早期作品的特点就是 large-scale（在

原文第一段的第二句话 Hakala, whose early work featured large-scale, scenic renderings of 

Swedish beaches, completed），所以答案选 A。B 项表述错误，Soren Lindgren 非常喜欢 Hakala

早期的作品，反而不太喜欢她近期的作品，排除；C 项：“他为 Samburg Museum 工作”，无

中生有，原文并没有提到，排除；D 项：“他作画的风格和 Hakala 很像”，无中生有，排除；

故答案选 A。 

35.What is suggested about Anna Vestrom’s work? (    ) 

A. It is painted on large canvases. 

B. It shows details from nature. 

C. It is currently on display at the Samburg Museum. 

D. It has received praise from critics all over the world. 

【答案】B。细节题。关键词 Anna Vestrom’s work 定位至第二篇文章倒数第二句，Vestrom 

depicts the small elements in nature, but in a much truer fashion than Hakala does in his recent 

work，可知她的作品描述的是自然的小元素。选项 B 是用 details 同义替换 small elements，

因此答案选 B。A 项：“它被画在一张巨大的画布上”，无中生有，排除；C 项：“它现在正

方在 Samburg Museum 进行展览”，无中生有，排除；D 项：“他受到世界各地的批评家的赞

扬”，无中生有，排除；故答案选 B。 

第三单元（题量 60 限时 35 分钟） 

行业测试-金融（共 8 题） 

1.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是基金中的一种，具有一般的专家理财、分散投资等特点，下列关

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投资特征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所受到的法规限制相对较少 

B.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的优点之一是具有存款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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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提供一种有限制的存款账户 

D.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市场中高质量的证券组合 

【答案】B。存款保险针对的是储蓄存款，故 B 的说法是不正确的，故答案选 B。货币

市场共同基金首先是基金中的一种，同时，又是专门投资货币市场工具的基金，与一般的基

金相比，除了具有一般基金的专家理财、分散投资等特点外，货币市场共同基金还具有如下

一些投资特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所受到的法规限制相对较少，故排除 A 选项；货币市场

共同基金提供一种有限制的存款账户，故排除 C 项；货币市场基金投资于货币市场中高质

量的证券组合，故排除 D 项；因此本题应选 B 项。 

2.存款货币银行按法律规定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其吸收存款的比率，叫做（    ）。 

A.法定后背准备金率 

B.法定存款准备金率 

C.法定信用准备金率 

D.法定基础准本金率 

【答案】B。存款准备金率是指存款货币银行按法律规定存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与其吸收

存款的比率，故 B 项正确，排除 ACD 项，故本题应选 B 项。 

3.债券发行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风险，称为（    ）。 

A.市场风险 

B.系统风险 

C.经营风险 

D.违约风险 

【答案】D。债券发行人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和金额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的风险，称为

违约风险，也叫做信用风险，故 D 项正确；市场风险是指因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而使银行

表内和表外业务发生损失的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股票价格风险、商品价格风险

四大类，故 A 项错误；系统风险是指由整体政治、经济、社会等环境因素造成的影响。包

括：市场风险、利率风险、汇率风险、购买力风险、政策风险等，故 B 项错误；经营风险又

称营业风险，是指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供、产、销各个环节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所导

致企业资金运动的迟滞，产生企业价值的变动，故 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4.（    ）是减少外汇储备风险的一种方法。 

A.储备货币多元化 

B.储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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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储备英镑 

D.储备单一货币 

【答案】A。外汇储备风险是指外汇储备所有者或投资人在持有、经营储备资产过程中，

因偶发性、不完全确定性以及其他各种因素所引起的收益的不确定性和储备资产损失的可

能性，若投资单一货币，必然风险比较大，因此通过储备多种货币，可以分散风险，故 A 项

正确，BC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5.具备债券和股票特性的融资工具是（    ）。 

A.银行贷款 

B.商业票据 

C.可转换债券 

D.证券投资基金 

【答案】C。可转换债券是指持有者可以在一定时期内按一定比例或价格将之转换成一

定可转换债券数量的另一种证券的债券，兼具债券和股票的特征，故 C 项正确；银行贷款

是银行向企业或个人提供资金，是一种债权债务关系，故 A 项错误；商业票据是指由金融

公司或某些信用较高的企业开出的无担保短期票据，故 B 项错误；证券投资基金，是指基

金公司通过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其所

持份额享受收益和承担风险的投资工具，是一种信托关系，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C。 

6.证券出售时卖方向买方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将证券买回的协议是（    ）。 

A.回购协议 

B.远期合约 

C.期货合约 

D.互换合约 

【答案】A。证券回购交易指资金需求者出售中短期证券同时约定未来某一时间以事先

确定的价格再将等量的该种证券购回的短期融资方式，故 A 项正确；远期合约是一种交易

双方约定在未来的某一确定时间，以确定的价格买卖一定数量的某种实物商品或者金融资

产的合约，故 B 项错误；期货合约是指由期货交易所统一制定的、规定在将来某一特定的

时间和地点交割一定数量和质量商品的标准化合约，故 C 项错误；互换合约是双方约定在

未来的某个时间互换现金流的合约，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7.政府债券的信用好、竞争力强，不仅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还可以在场外市场

买卖。这体现了政府债券的（    ）特征。 

http://wiki.mbalib.com/wiki/%E9%87%91%E8%9E%8D%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wiki/%E9%87%91%E8%9E%8D%E8%B5%84%E4%BA%A7
http://wiki.mbalib.com/wiki/%E5%90%88%E7%BA%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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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流通性高 

B.安全性高 

C.免税待遇 

D.收益稳定 

【答案】A。政府债券的信用好、竞争力强，不仅可以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还可以

在场外市场买卖，这体现了政府债券的流通性高的特征，故 A 项正确；安全性高是因为政

府债券发行基础是政府信用，违约风险低，故 B 项错误；免税待遇是大多数国家对政府债

券的收益的免收税收，不是针对交易，故 C 项错误；政府债券是向出资者承诺在一定时期

支付利息和偿还本金，也不是交易过程，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8.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的方法，下列属于不良贷款的是（    ）。 

A.逾期贷款 

B.呆滞贷款 

C.关注贷款 

D.次级贷款 

【答案】D。按照贷款五级分类的方法，贷款分为：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贷

款，其中次级、可疑和损失贷款称为不良贷款，故 D 项正确；AB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行业测试-经济学（共 8 题） 

1.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影响中介指标，进而最终实现既定

政策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根据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汇率途径，扩张性货币政策会导

致（    ）。 

A.国内利率上升，本币升值，净出口下降 

B.国内利率下降，本币贬值，净出口下降 

C.国内利率上升，本币升值，净出口上升 

D.国内利率下降，本币贬值，净出口上升 

【答案】D。扩张性货币政策意味着增加货币供给，使得国内利率下降，本币贬值，本

国出口商品更便宜，净出口上升，故 D 项正确，ABC 错误。所以答案选 D。 

2.近年以来，除了常规的货币政策工具，央行创设了一下新型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加强

货币政策调控的针对性与灵活性，中央银行以抵押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期限较长，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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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抵押品可能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资产及优质信贷资产等，这种新型的货币政策调控工

具叫做（    ）。 

A.常备借贷便利 

B.抵押补充贷款 

C.中期借贷便利 

D.抵押借款便利 

【答案】A。常备借贷便利主要功能是满足金融机构期限较长的大额流动性需求，对象

主要为政策性银行和全国性商业银行，期限为 1-3 个月。利率水平根据货币政策调控、引导

市场利率的需要等综合确定，以抵押方式发放，合格抵押品包括高信用评级的债券类资产及

优质信贷资产等，故 A 项正确；抵押补充贷款是中央银行以抵押方式向商业银行发放贷款，

PSL 作为一种新的储备政策工具，有两层含义，首先量的层面，是基础货币投放的新渠道；

其次价的层面，通过商业银行抵押资产从央行获得融资的利率，引导中期利率，故 B 项错

误；中期借贷便利是指中央银行采取抵押方式，通过商业银行向市场提供中期基础货币的货

币政策工具，起到定向利率引导以及补充流动性缺口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在 2014 年 9 月创

设，故 C 项错误；不存在抵押借款便利，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3.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所有常驻单位生产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GDP 是国民经济核算的核心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的总体经济状况的重要指标。如果某

经济有 A、B、C 三个厂商，A 厂商年产 5000 元，卖给 B、C 和消费者，其中 B 买 200 元，

其余 2800 元卖给消费者。B 年产 500 元，直接卖给消费者。C 年产 6000 元，其中 3000 元

有 A 购买，其余由消费者买，问 GDP 为（    ）。 

A.115000 

B.6300 

C.6500 

D.9300 

【答案】B。GDP 计算的是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最终产品是指在计算期间生产

的但不重复出售而是最终使用的产品，判断时关键在于是否进入新的生产流程。对于 A 厂

商，只有 2800 卖给消费者的部分是属于最终产品价值计入 GDP，卖给 BC 厂商的都是中间

产品价值；同理 B 厂商，500 元全部卖给消费者，计入 GDP；对于 C 厂商，剩余部分的 3000

元卖给消费者是最终产品价值，故 GDP=2800+500+3000=6300，本题正确答案选择 B 项。 

4.为了拓展印度市场，华为对印度的对外投资政策、近年来印度政府执政党的变化等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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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调研。这是在考察该国的（    ）环境。 

A.经济 

B.法律与政治 

C.社会文化 

D.技术 

【答案】B。政治法律环境是指影响和制约企业营销活动的政府机构、法律法规及公众

团体等。政治法律环境的变化往往是突变的，企业必须密切注意国家的每一项政策和立法及

其对市场营销所造成的影响，根据政治法律环境来制定营销活动的战略，维护企业的正当利

益。故 B 选项正确；经济环境是指企业营销活动所面临的外部社会经济条件，其运行状况

和发展趋势会直接或间接地对企业营销活动产生影响，故 A 选项错误；社会文化环境是指

在一种社会形态下已形成的信念、价值观念、宗教信仰、道德规范、审美观念以及世代相传

的风俗习惯等被社会所公认的各种行为规范，故 C 选项错误；技术环境在营销学中指影响

营销过程及其效率的外部因素之一，故 D 选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5.在两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过程中，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维持产量不变的前

提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生产要素所能替代的另一种生

产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该规律是（    ）。 

A.边际生产替代率递减规律 

B.边际产出替代率递减规律 

C.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 

D.边际要素替代率递减规律 

【答案】C。在两种生产要素相互替代的过程中，普遍地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在维持产

量不变的前提下，当一种生产要素的投入量不断增加时，每一单位的这种生产要素所能替代

的另一种生产要素的数量是递减的。这一现象被称为边际技术替代率递减规律，故 C 项正

确、ABD 错误。所以答案选 C。 

6.在完全竞争市场价格给定的条件下，厂商的长期生产中对全部生产要素的调整可以表

现为以下方面，而不包括（    ）。 

A.对最低的生产规模的选择 

B.退出一个行业的决策 

C.对最优的生产规模的选择 

D.进入一个行业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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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厂商的长期生产中对全部生产要素的调整可以表现为进入或退出一个行业

的决策、对最优的生产规模的选择，故 A 项符合题意、排除 BCD。所以答案选 A。 

7.经济学上，通货膨胀率为物价平均水平的上升幅度，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公式是（    ）。 

A.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 

B.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 

C.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标准物价水平 

D.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标准物价水平 

【答案】A。通货膨胀率=（现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基期物价水平，故 A 项正

确、BCD 错误。所以答案选 A。 

8.下列关于成本的基本解释中不正确的是（    ）。 

A.人们的生活消费也称为成本 

B.成本就是某项具体投资项目的总花费 

C.成本是生产某一产品所消耗的全部费用 

D.微观经济学上的成本是指为获取服务而付出的代价 

【答案】D。微观经济学上的成本是指为获取产品和服务而付出的代价，故 D 项符合题

意；ABC 表述正确，故予以排除。所以答案选 D。 

行业测试-财会（共 6 题） 

1.商业银行通过不同类型的财务报表反映其经营绩效，下列（    ）项目属于资产负债

表项目。 

A.营业收入 

B.营业费用 

C.管理费用 

D.应付票据 

【答案】D。营业收入、营业费用、管理费用三项都是利润表核算项目，故 ABC 项错

误；应付票据属于企业的负债，是资产负债表核算项目之一，故 D 项正确。所以答案选 D。 

2.公允价值模式是指以市面上的公允价值（类似于市价，交易双方都认可的价格）入账，

企业对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应当贷记（    ）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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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投资收益 

B.其他综合收益 

C.营业外收入 

D.其他业务收入 

【答案】D。企业以公允价值模式进行后续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取得的租金收入，应借

记“银行存款”等科目，贷记“其他业务收入”科目。故 AB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3.企业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转换日其

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确认为（    ）。 

A.资本公积 

B.营业外收入 

C.其他业务收入 

D.公允的价值变动损益 

【答案】A。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转换

日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故 A 项正确；营业

外收入亦称“营业外收益”，指与生产经营过程无直接关系，应列入当期利润的收入，故 B

项错误；其他业务收入是企业从事除主营业务以外的其他业务活动所取得的收入，具有不经

常发生，每笔业务金额一般较小，占收入的比重较低等特点，故 C 项错误；公允价值变动损

益就是因为公允价值的变动而引发的“损”或是“益”，是属于损益类账户，其借方记“损”

额，贷方记“益”额，企业将作为存货的房地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

产时，转换日其公允价值小于账面价值的差额，作为公允的价值变动损益。故 D 项错误。

所以答案选 A。 

4.会计的基本职能（    ）。 

A.记录和计算 

B.分析和考核 

C.预测和决策 

D.核算和监督 

【答案】D。会计职能是指会计在经济管理过程中所具有的功能。会计具有会计核算和

会计监督两项基本职能，还具有预测经济前景、参与经济决策、评价经营业绩等拓展职能，

故 D 项正确；ABC 项属于混淆选项，故 AB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5.某化妆品厂商 2011 年 10 月将一批自产的化妆品产品移送其设立的非独立核算部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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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移送价格 3000 元，其门市部当期对外销售 70%，取得不含税销售额 2500 元，该化妆品

的生产成本是 2000 元，成本利润 5%，消费税税率是 30%，则此业务应纳税消费税是（    ）

元。 

A.580 

B.630 

C.750 

D.900 

【答案】C。纳税人通过自设非独立核算门市部销售的自产应税消费品，应当按照门市

部对外销售额或者销售数量征收消费税。因此，该业务应缴纳的消费税=2500×30%=750（元），

故 C 项正确，AB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C。 

6.下列各项财务指标中，能够综合反映企业成长性和投资风险的是（    ）。 

A.市盈率 

B.每股收益 

C.销售净利率 

D.每股净资产 

【答案】A。一方面，市盈率越高，意味着企业未来成长的潜力越大，也即投资者对该

股票的评价越高，反之，投资者对该股票评价越低。另一方面，市盈率越高，说明投资于该

股票的风险越大，市盈率越低，说明投资与该股票的风险越小，故 A 项正确；每股收益指

税后利润与股本总数的比率，通常被用来反映企业的经营成果，衡量普通股的获利水平及投

资风险，是投资者等信息使用者据以评价企业盈利能力、预测企业成长潜力、进而做出相关

经济决策的重要的财务指标之一。，故 B 项错误；销售净利率是指企业实现净利润与销售收

入的对比关系，用以衡量企业在一定时期的销售收入获取的能力，故 C 项错误；每股净资

产是指股东权益与总股数的比率。这一指标反映每股股票所拥有的资产现值，故 D 项错误。

所以答案选 A。 

 

行业测试-法律（共 8 题） 

1.在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除权判决作出前，又有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的，应该（    ）。 

A.仲裁终结公示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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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判决终结公示催告 

C.调解终结公示催告 

D.裁定终结公示催告 

【答案】D。利害关系人在公示催告期间向人民法院申报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裁定终

结公示催告程序，利害关系人在申报期届满后，判决作出之前申报权利的，同样应裁定终结

公示催告程序，故 D 项正确，ABC 错误。所以答案选 D。 

2.合伙事务的执行可以采取灵活的方式，只要全体合伙人同意即可。具体方式包括四种，

但表述错误的是（    ）。 

A.由部分合伙人委托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B.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这种方式适合于合伙人数较少的合伙 

C.由各合伙人分别单独执行合伙事务 

D.由一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即一名合伙人受托代表全体合伙人执行合伙事物 

【答案】A。具体方式包括四种：①由全体合伙人共同执行。这种方式适合于合伙人数

较少的合伙；②由各合伙人分别单独执行合伙事务；③由一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即一名

合伙人受托代表全体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这种方式适合于人数较多的合伙；④由数名合伙

人共同执行合伙事务，即由全体合伙人委托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这种方式同样适合于

人数较多的合伙，每一合伙人有权将其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权委托其他合伙人代理，而自己不

参与合伙事务的执行。A 项应当是全体合伙人委托数名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故 A 项说法

错误，BCD 项说法正确。题目选表述错误的，所以答案选 A。 

3.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中，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包括

（    ）。 

A.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B.被本企业警告、通报批评的 

C.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D.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答案】B。《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三十九条：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

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二）严重违反用人

单位的规章制度的；（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四）劳动者

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对完成本单位的工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或者经用人单

位提出，拒不改正的；（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同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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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B 项被本企业警告、通报批评的不属于解除劳动合同的

情形，题目选不包括的，故 B 项正确，AC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4.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始于（    ）。 

A.出生 

B.10 周岁 

C.16 周岁 

D.16 周岁 

【答案】A。在民法通则第 9 条中。该条规定：“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

权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根据该条规定，我国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公民享有民事权利能力的时间与其生命的存续时间是完全一致的。故

本题应选 A 项。 

5.现行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    ）。 

A.党政机关的支配 

B.社会团体的支配 

C.外国势力的支配 

D.任何人支配 

【答案】C。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C 正确；

我国宪法只规定，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

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无权干涉公民信仰宗教的自由，与 题干不符合，AB 错误；宗教团体

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并不是不受任何人支配，D 错误，所以答案选 C。 

6.根据我国宪法规定，对公民财产权的限制不包括（    ）。 

A.公民财产权要受到依法纳税义务的限制 

B.公民财产权要受到国家依法实施的征收或征用的限制 

C.公民不得以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利益的方式行使财产权 

D.公民必须以有利于公共利益的方式行使财产权 

【答案】D。《宪法》第 12 条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国家保护社会

主义的公共财产。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

第 13 条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

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

用并给予补偿。”第 5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根据法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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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可知，选项 A、B、C 的表述正确。所以答案选 D。 

7.依据现行宪法，下列自然资源不能属于集体所有的是（    ）。 

A.森林 

B.草原 

C.水流 

D.荒地 

【答案】C。根据《宪法》第 9 条规定，矿藏、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

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

荒地、滩涂除外。据此，矿藏和水流只能属于国家所有，故 C 正确，所以答案选 C。 

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

国家行政机关。它对（    ）负责并报告工作。 

A.国务院常务会议 

B.国务院总理 

C.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答案】C。《宪法》第 92 条规定：“国务院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在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所以答案选

C。 

行业测试-管理（共 6 题） 

1.SWOT 分析是常用的管理学分析方法，在进行个人职业生涯 SWOT 分析时，最初应

该（    ）。 

A.识别职业生涯的机会 

B.评估个人的长处和短处 

C.描绘未来五年职业生涯的行动计划 

D.明确就业市场存在的潜在威胁 

【答案】B。在进行个人职业生涯 SWOT 分析时，最初应该评估个人的长处和短处即优

劣势，结合自己的优劣势识别职业生涯的机会，故 B 选项正确；在确定自己的优劣势之后，

必须设定一个职业目标，还要对发展路线进行评估，选择一条适合自己发展的路线。唯有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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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路线选择对了，才有可能顺利达成既定目标。否则，前进的道路必将受到阻碍，故 A 选

项错误；在识别职业生涯机会后，描绘未来五年职业生涯的行动计划，即要进行目标分解。

你可以把你的目标分解为几个阶段，然后分阶段性的去完成。分成长期目标，中期目标，短

期目标，甚至可以细分到每月每周都可以，故 C 选项错误；明确就业市场存在的潜在威胁

属于外部环境的影响，只有在确定了自身优劣势并识别职业生涯机会后，才可以结合确定的

职业生涯机会去排除外部环境的潜在威胁，故 D 选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2.柯达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影像产品及相关服务的生产和供应商。面对市场技术的不断

革新，柯达公司满足现状没有及时进行技术更新，直到 2003 年，柯达才宣布全面进军数码

产业。最终柯达公司陷入退市困境，体现了管理学中的（    ）。 

A.二八法则 

B.长板法则 

C.青蛙法则 

D.木桶法则 

【答案】C。青蛙法则把一只青蛙放在一个盛满凉水的容器里，然后慢慢地给容器加热，

即使水温到了 90°C，青蛙几乎被煮熟，也不会主动从容器中跳出来。寓意生于忧患，死于

安乐。柯达公司不思进取，安于现状，不及时进行技术更新故，最终陷入退市困境，故 C 选

项正确；木桶法则又称木桶定律，是讲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它最短的那块木板。与题

意不符，故 D 选项错误；二八法则是指在任何一组东西中，最重要的只占其中一小部分，

约 20%，其余 80%尽管是多数，却是次要的，因此又称二八定律。故 A 选项错误；长板法

则是指一个拥有多条长短不一凳腿的板凳如果想要尽可能的平稳，不是垫高最短的腿，而是

消减最长的凳腿，在凳面范围内加大凳腿之间的距离也能起到增加稳定性的作用，故 B 选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C。 

3.移动配置型是一种从员工相对岗位移动进配置的类型，这种配置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

有三种，其具体表现形式中不包含（    ）。 

A.晋升 

B.降职 

C.调动 

D.辞退 

【答案】D。本题考察移动配置型。人力资源配置中的移动配置型是一种从员工相对岗

位移动进行配置的类型。它通过人员相对上下左右岗位的移动来保证企业内的每个岗位人

https://www.baidu.com/s?wd=%E6%97%A2%E5%AE%9A%E7%9B%AE%E6%A0%87&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9ujIhm1NbnhDkP1wBnv7b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Hmsrjn4P1D3PWc3PjT3nWDY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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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的质量。这种配置的具体表现形式大致有三种：晋升、降职和调动。所以 A、B、C

项描述正确。流动配置型是一种从员工相对企业岗位的流动进行配置的类型。它通过人员相

对企业的内外流动来保证企业内每个部门与岗位人力资源的质量。这种配置的具体形式有

三种：安置、调整和辞退。所以 D 项不合题意，错误。本题选择错误项，故正确答案为 D。 

4.让流程中各个层次上和各个群体中的人都参与分析和重新设计其工作方式的方法是

（    ）。 

A.牛皮纸法 

B.奥卡姆剃刀定律 

C.一条鞭法 

D.华盛顿合作规律 

【答案】A。本题考查牛皮纸法。牛皮纸法是确定某一过程真实状况的有效工具。当管

理者试图对企业内部的过程流作出解释时，由于他们没有实际从事这些工序或任务的经验，

因此往往将分析的终点定位于“应当怎样做”，而不是“实际需要做些什么”。牛皮纸法让流

程中各个层次上和各个群体中的人都参与分析和重新设计其工作方式的一种效率很高的方

法。A 项正确。奥卡姆剃刀定律即“简单有效原理”，是指切勿浪费较多东西去做用较少的

东西同样可以做好的事情。B 项错误。一条鞭法又称类编法、总编法等，是将各种徭役、田

赋和各种杂费，并而为一，针对土地多少折合银两征收。C 项错误。华盛顿合作规律：一个

人敷衍了事，两个人互相推诿，三个人则永无成事之日。说明人与人的合作不是人力的简单

相加，而是要复杂和微妙得多。D 项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A。 

5.在对策论中，如果双方在选取策略时接受界限不清的约束，这就需要应用（    ）。 

A.有限对策论 

B.灰色对策论 

C.模糊对策论 

D.随机对策论 

【答案】C。本题考察对策论。对策论是研究竞争性行为的数学分支，在对策行为里，

参加竞争的个体有不同的目标和利益，每个个体必须考虑对手的各种行动方案，并尽量选取

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随机对策是一类带有随机因素的多步对策，D 项描述不合题意，错误。

模糊决策是指在模糊环境下进行决策的数学理论和方法，即双方在选取策略时接受界限不

清的约束下进行的决策。C 项正确。有限对策论是参加对策的局中人都只有有限个策略可供

选择的策略。A 项描述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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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归于同一类型的人所说的话更信赖、更容易接受的效应称为（    ）。 

A.近因效应 

B.霍桑效应 

C.金鱼缸效应 

D.自己人效应 

【答案】D。自己人效应是指对方把你与他归于同一类型的人，即要把对方与自己视为

一体，对“自己人”所说的话更信赖、更容易接受。D 项正确。近因效应是指当人们识记一

系列事物时对末尾部分项目的记忆效果优于中间部分项目的现象。A 项描述不合题意，错

误。“霍桑效应”就是当人们在意识到自己正在被关注或者观察的时候，会刻意去改变一些

行为或者是言语表达的效应。B 项描述不合题意，错误。“金鱼缸效应”也可以说是“透明

效应”。它是一极高透明度的民主管理模式。C 项描述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D。 

 

行业测试-信息科技（共 6 题） 

1.路径是从始点开始到终点的一条通路，网络图中有多条路径，其中关键路径（    ）。 

A.所需技术最难的一条路径 

B.所需费用最多的一条路径 

C.所需时间最长的一条路径 

D.所需人员最多的一条路径 

【答案】C。本题考察网络计划技术法。网络计划技术法是指运用网络图来表达计划中

的各种工作(任务、活动、过程、工序)之间的先后顺序和相互关系，计算网络时间，确定关

键工序和关键路径，制定和优化计划方案。关键路径是指设计中从输入到输出经过的时间最

长的逻辑路径。所以 A、B、D 项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C。 

2.在 C/C++语言中，运算对象必须都是整型数运算符的是（    ）。 

A.== 

B.& 

C.%=~ 

D.% 

【答案】D。在 C/C++语言中，“%”运算符两侧的运算数必须是整型。故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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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数据库关系模型中，常用的查询操作是（    ）。 

A.连接 

B.修改 

C.增加 

D.删除 

【答案】A。数据库关系模型中，常用的关系操作包括查询操作和插入、删除、修改操

作两大部分。其中查询操作的表达能力最重要，包括：选择、投影、连接、除、并、交、差

等。故选 A。 

4.SharePoint Workspace 为企业用户提供基于微软 SharePoint 平台的方蝶工作流扩展。用

户无需编写代码就可以快速、便捷地设计（    ）。 

A.任务表单和业务流程 

B.文本文件和数据表格 

C.图形文件和图像文件 

D.网页文件和操作流程 

【答案】A。SharePointWorkspace 为企业用户提供基于微软 SharePoint 平台的方蝶工作

流扩展。用户无需编写代码就可以快速、便捷地设计任务表单和业务流程，从而帮助企业用

户进一步拓展 SharePoint 平台的内容管理，内外部协同和企业业务流程管理能力。故选 A。 

5.根据我国制定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标准》，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抽象为四层的结构模

式，以下层次错误的是（    ）。 

A.全局概念层 

B.局部概念层 

C.全局内层 

D.全局外层 

【答案】C。根据我国制定的《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标准》，分布式数据库系统抽象为 4 层

的结构模式。这种结构模式得到了国内外的支持和认同。4 层模式划分为全局外层、全局概

念层、局部概念层和局部内层，在各层间还有相应的层间映射。这种 4 层模式适用于同构型

分布式数据库系统，也适用于异构型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并未提及全局内层，故选 C。 

6.数据结构在计算机中的表示（映像）称为数据的物理（存储）结构，顺序存储结构的

特点是（    ）。 

A.用地址连续的存储单元依次存储数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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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插入、删除操作只需要改变节点中的指针 

C.逻辑上相邻的节点物理上不必相邻 

D.每个结点是由数据域和指针域组成 

【答案】A。顺序存储结构是存储结构类型中的一种，该结构是把逻辑上相邻的节点存

储在物理位置上相邻的存储单元中，结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由存储单元的邻接关系来体现。每

个结点的结构由一个数据域和一个指针域组成。一组地址采用连续的存储单元来依次存储

线性表的各个数据元素称之为线性表的顺序存储结构。缺点是不便于修改，对结点的插入、

删除运算时，可能要移动一系列的结点。由此，B 选项说法错误，改变的是结点而不是结点

中的指针。C 说法错误，顺序存储结构的特点要求逻辑上相邻的节点物理上必相邻。D 虽然

说法正确，但不是顺序存储结构的特点。故选 A。 

行业测试-邮政储蓄银行特色知识（共 8 题） 

1.2015 年 12 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功引进（    ）家境内外战略投资者，2016 年

（    ），邮储银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实现了“（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 

A.九，10 月 28 日，成立—引战—上市 

B.十，9 月 28 日，股改—引战—上市 

C.九，10 月 29 日，股改—引战—上市 

D.十，9 月 28 日，成立—股改—上市 

【答案】B。2015 年 12 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成功引进十家境内外战略投资者，2016

年 9 月 28 日，邮储银行在香港交易所主板上市，实现了“股改—引战—上市”三步走的发

展战略。所以答案选 B。 

2.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5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评选中，邮储银行按总资产

位居第（    ）位，按一级资本位居第（    ）位。 

A.23、54 

B.25、34 

C.28、35 

D.38、25 

【答案】A。在英国《银行家》杂志“2015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排名”评选中，邮储银

行按总资产位居第 23 位，按一级资本位居第 54 位。所以答案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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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网上银行个人客户需到（    ）办理网银签约业务。 

A.开户储蓄网点 

B.开户一级分行任一储蓄网点 

C.自助银行 

D.手机银行 

【答案】B。网上银网上银行个人客户需到开户一级分行任一储蓄网点办理网银签约业

务。所以答案选 B。 

4.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始终坚持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    ）作为

长期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形成良好互补。 

A 居民客户 

B.企业客户 

C.小微金融服务 

D.快递服务 

【答案】C。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始终坚持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将小

微金融服务作为长期发展的重要支柱，与其他大型商业银行形成良好互补。所以答案选 C。 

5.近年来，邮储银行积极发挥银行信贷对财政资金的“（    ）效应”，让国家政策惠及

小微企业。 

A.促进 

B.杠杆 

C.推动 

D.特色 

【答案】B。近年来，邮储银行积极发挥银行信贷对财政资金的“杠杆效应”，让国家政

策惠及小微企业。所以答案选 B。 

6.邮储银行始终坚持“阳光信贷”服务文化和“信贷（    ）不准”工作要求，努力保

持小微企业服务价格“优于市、惠于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A.五 

B.六 

C.七 

D.八 

【答案】D。邮储银行始终坚持“阳光信贷”服务文化和“信贷八不准”工作要求，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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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持小微企业服务价格“优于市、惠于实”，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所以答案选 D。 

7.近期，邮储银行研究编发了小微企业运行指数，在指数编制过程中，邮储银行搭建了

“（    ）”的三维拟合结构，引入了智能化数据分析技术。 

A.7+8+9 

B.6+7+8 

C.5+6+7 

D.4+5+6 

【答案】B。为环节小微企业“缺信息”、“缺信用”问题，邮储银行研究编发了小微企

业运行指数，在指数编制过程中，邮储银行搭建了“6+7+8”的三维拟合结构，引入了智能

化数据分析技术。所以答案选 B。 

8.邮储银行依托邮政集团旗下电商平台（    ）大数据，构建了机遇交易数据的信用模

型，结合“O2O”模式，推出小微企业尚乐贷。 

A.邮乐购 

B.邮乐网 

C.邮快购 

D.邮快网 

【答案】B。邮储银行依托邮政集团旗下电商平台“邮乐网”大数据，构建了机遇交易

数据的信用模型，结合“O2O”模式，推出小微企业尚乐贷。所以答案选 B。 

行业测试-时事（共 10 题） 

1.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的总要求，推动科学发展落实到农村改革发展中就是（    ）。 

A.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实践，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 

B.必须把握农村改革这个重点，在统筹城乡改革上取得重大突破 

C.必须加强农业发展这个基础，为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D.必须抓住农村稳定这个大局，为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打下坚实基础 

【答案】A。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

社会和谐”的总要求，推动科学发展落实到农村改革发展中必须结合农村改革发展这个伟大

实践，大胆探索、勇于开拓，以新的理念和思路破解农村发展难题，为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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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创新提供不竭源泉。故本题应选 A 项。 

2.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是（    ）。 

A.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B.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C.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  

D.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答案】A。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村改革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

村。故本题应选 A 项。 

3.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方向是（    ）。 

A.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B.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C.坚持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D.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 

【答案】B。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

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

少取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

谐，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

选 B。 

4.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根本要求是（    ）。 

A.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B.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C.建设现代农业 

D.加快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 

【答案】D。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指出：新形势下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要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把建设

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略任务，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作为基本方向，把加快形成城

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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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活方针，创新体制机制，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

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因此选 D。 

5.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放在首位的是（    ）。  

A.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 

B.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C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D.加强农业标准化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答案】B。新形势下发展现代农业，应从七方面进行部署：(1)确保国家粮食安全；(2)

推进农业结构战略性调整；(3)加快农业科技创新；(4)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5)建立新型

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6)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7)扩大农业对外开放。其中必须将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放在首位。故本题应选 B 项。 

6.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最根本的措施是（    ）。  

A.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B.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生产体系基本形成 

C.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切实保障农民民主权利 

D.加强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答案】A。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形成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新格局最根本的措施是主

要指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故本题应选 A 项。 

7.抗震救灾斗争能够迅速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

是（    ）。  

A.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B.改革开放中不断提高的综合国力 

C.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精神品质 

D.党的坚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答案】D。抗震救灾斗争能够迅速取得重大阶段性胜利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

一个原因就是党的坚强领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故本题应选

D 项。 

8.打开神州七号飞船的舱门，步入外太空，成功进行太空行走的宇航员是（    ）。 

A.翟志刚 

B.刘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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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景海鹏 

D.聂海胜 

【答案】A。 神州七号”火箭于 2008 年 9 月 25 日 21 时 10 分成功发射；27 日 16 时

41 分翟志刚在太空迈出第一步,17 时进入轨道舱门,完成太空行走。故本题应选 A 项。 

9.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    ）。 

A.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B.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 

C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D.进一步提高党员干部队伍素质 

【答案】C。胡锦涛同志强调指出，要进一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着力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尊

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故本题应选 C 项。 

10.中央发布的第十个关于“三农”问题的文件是（    ）。  

A.《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工作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若干政策的意见》 

B.《中共忠言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C.《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积极发展现代农业，扎实推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 

D.《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的若干意

见》 

【答案】D。《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基础建设进一步促进农业发展农民增

收的若干意见》 30 日正式公布。 这是近 5 年来第 5 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

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 10 个以“三农”问题为主题 的中央一号文件。故本题应选 D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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