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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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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期节目有比较丰富的文化（    ）。 

A.底蕴 

B.基础 

C.含义 

D.内涵 

【答案】A。根据文段，本空与文化相搭配，具有文化底蕴是固定搭配，答案 A 正确。

B、C、D 均没有 A 能体现文化很丰富的意境。 

2.我们不能（    ）西医科学，从而认为它能达到（    ）的效果。 

A.曲解，马到成功 

B.误解，一蹴而就 

C.误解，立竿见影 

D.曲解，立竿见影 

【答案】C。第一个空，误解指的是行为人对民事行为的内容或其他有关情况产生认识

上的错误。曲解指不顾客观事实，歪曲原意，作错误的解释或理解，是已经发生的事情，并

且使故意的行为，偏贬义。很明显文段并没有说人们故意扭曲事实，不是贬义，故选则误解，

排除 A、D；第二空，搭配效果，一蹴而就指的是一下子就能成功，不搭配效果，排除 B。

正确答案为 C 选项。 

3.生产集成电路的原料是硅、铅、水银、水、某些化合物和一些普通气体，这些材料并

不昂贵。但在面积很小的硅片上制出晶体管、电阻、电容并按照要求连成电路已经不易。达

到各芯片性能的高度一致则更加因难，因此，制造集成电路的过程相当复杂，硅片的制备需

要专门的设备和严格的生产条件，为保证工艺质量需要大量昂贵的设备。 

由此我们可以推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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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芯片的价格并不昂贵，但也不便宜 

B.由于要在洁净的车间内进行，所以集成电路的生产才需要大量投入 

C.标志集成电路水平的指标之一是集成度 

D.现代化大型集成电路产业要求巨大投资 

【答案】D。文段说“为保证工艺质量需要大量昂贵的设备。”所以可以推出需要巨大

的投资，D 正确。A 选项文中没有提到不便宜；B 选项强加因果；C 选项无中生有。所以正

确答案是 D。 

4.人们通常将可持续发展作为衡量农业进步的手段，却没有从历史角度对其做出正常

的评价。事实上，农业性质在历史的进程中已经有了变化。来自海外的竞争促使农民实行专

业化提高产量，进而使食品价格进一步降低，质量也更可靠。然而这些改变却使得耕地资源

和水资源供应不足。所有这些都意味着新时期农业发展要重新进行同步调整，人们需要再次

评价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 

作者写这篇材料的目的是（    ）。 

A.提醒人们注意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B.促使人们重新思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C.为确保生产可持续食品提供建议 

D.为衡量农业进步提供新标准 

【答案】B。文段前文主要提出问题，最后一句，所有这些意味着时期农业发展要重新

进行同步调整，人们需要再次评价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农业，这是文段重点内容，也就是说

对于可持续发展我们需要重新调整，所以促使人们重新思考，B 正确。A 选项，不是注意他

的要求，是要调整；C 选项文中没有生活到可持续食物；D 选项没有提到可持续发展。所以

正确答案是 B。 

5.从介绍上看，这次宝马推出的车型与先前生产的其它两款相比，进行了十余处改进，

性能方面有了显著的提高。这样的消息，对于新买车主无疑是好的，但对于拥有较早型号的

车主听了一定不是滋味。毕竟，轿车不是 WIN98,用张光盘升到 win2000 就行。 

这段话支持的观点是（    ）。 

A.汽车性能总是不断改进的。 

B.买汽车要有超前意识。 

C.换汽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D.宝马车改进的速度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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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文中重点是但是之后，较早型号车主听了不是滋味，因为不能直接就升级。

所以换汽车很难，C 正确。A、B、D 选项无法推出，不是重点内容。故正确答案是 C。 

6.唐韩愈《送杨少尹序》：“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下列可替代“张

大其事”的是（    ）。 

A.张大其词 

B.改而更张 

C.张冠李戴 

D.玉成其事 

【答案】A。张大其事的含义就是把原来的意思夸大，与张大其词含义相同，A 正确。

B 选项改而更张指的是改革制度，不符；C 选项张冠李戴认错了对象，弄错了事实，不符；

D 选项指的是帮助别人做好一件事，不符。正确答案为 A。 

7.不仅是知觉，任何其他一个心理活动和心理现象，从认知到情绪情感以至个性都离不

开记忆的参与，记忆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个整体，使心理发展、知识

积累和个性形成得以实现。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    ）。 

A.记忆在人的整个心理活动中处于突出的地位 

B.记忆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个整体 

C.记忆使心理发展得以实现 

D.记忆使知识积累和个性的形成能够实现 

【答案】A。本题为主旨概括题，文段开头指出记忆在心理活动中很重要，随后指出记

忆在心理活动中的功能和目的，所以整个文段都是表达记忆很重要，故 A 符合答案。B、C、

D 选项都只是其中一个方面，不全面。正确答案为 A。 

8.婴儿对一点一滴的外部世界已经在头脑中建立起了某种“模型”，形成了对外部世界

的某种看法，如果这种模型与外部世界相符合，他们就感到满意：若是不符合，即所期望的

结果没有出现，他们就感到不满意，根据这段话的意思，假如一个婴儿对着他所熟悉的面孔

微笑，则说明（    ）。 

A.他喜欢这个人 

B.这张面孔看上去很亲切 

C.他期望巩固头脑中的某种“模型” 

D.这张面孔与他脑中的某种期望相符合 

【答案】D。根据文段表明如果满意就意味着这种“模型”和外界符合，故婴儿对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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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的面孔微笑意味着和他的期望想符合，答案 D 正确。A 选项与文段没有联系；B 选项

不是文段表达的内容；C 选项没有说到与外界符合的意思。正确答案为 D。 

9.我们说相信是起点，坚持是终点。但很多人做事不靠信念，喜欢听别人怎么说，对自

己说做的事业，没有 100%的信心。相信和信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信是看得见的，信念

是看不见的，信念是人类的一种态度，但是很多的人做事是不靠信念的，而是要听别人怎么

说。你要登上山峰，要问那些爬到山顶的人，千万不能问没有爬过山的人，对上述内容理解

正确的是（    ）。 

A.成功=信念+坚持 

B.只要你的选择是正确的，永远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 

C.人们常把“相信”当“信念” 

D.告诉你山上风景的人未必登上过山顶 

【答案】C。文段说很多人做事不靠信念，喜欢听别人怎么说，所以说人们常把“相信”

当“信念”正确。A 选项成功等于什么文段并没有涉及，而且后文也没有具体说明；B 选项

说法过于绝对，文段并没有提到；D 选项文段没提到，只是说不能去问没爬过山的人。正确

答案为 C。 

10.总体来说，银行获得的存款量决定了银行的贷款能力，但是，在许多时候银行的贷

款数量会超出它所获得的存款数量，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如果这种贷款的数量超出过

多，就会造成通货膨胀。 

文段主要说明了什么？（    ） 

A.相对稳定的贷款政策可以给银行和存款人都带来好处 

B.银行的存款量大大少于贷款量会造成通货膨胀 

C.银行应该采取一种有效的控制通货膨胀的策略 

D.银行的贷款量与银行获得的存款量成正比例关系 

【答案】B。文段重点在但是之后的内容，转折之后所说的内容就是贷款数量超过存款

数量，如果过多就会导致通货膨胀，故 B 正确。A 选项无中生有；C 选项是对策项，文段中

没有体现；D 选项文段并没有提到。所以正确答案为 B。 

11.运动损伤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和休息，肿胀、疼痛症状逐渐消失，许多人以为

完全康复了，其实不然。在损失恢复的后期，仍要在不加重疼痛的前提下，加强受伤部位的

功能性锻炼，防止受伤部位因长期代谢障碍而引起组织变性或功能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彻底

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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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 

A.运动损伤后要经过长时间的治疗和休息 

B.功能性锻炼是运动损伤的辅助治疗手段 

C.根据疼痛症状是否消失可以确定病人是否康复 

D.损伤恢复后期是进行功能性锻炼的最佳阶段 

【答案】B。根据文段，“在损失恢复的后期，仍要在不加重疼痛的前提下，加强受伤部

位的功能性锻炼，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康复。”所以功能性锻炼是运动损伤的辅助手段，B 正

确。A 选项文中没有说长时间，只是一段时间；C 选项表意错误，作者不同意这种观点；D

选项“最佳阶段”无中生有。所以正确答案是 B。 

12.所谓信息加工观点就是将人脑与计算机进行类比，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

加系统.但是这种类比只是机能性质的，也就是在行为水平上的类比，而不管作为其物质构

成的生物细胞和电子元件的区别，换句话说，这种类比涉及软件而不涉及硬件。 

这段话中硬件指代的是（    ）。 

A.计算机硬件 

B.人脑 

C.物质构成 

D.生物细胞和电子元件 

【答案】D。文中结尾提到“硬件”，且说设计软件不涉及硬件，对应文段“不管作为

其物质构成的生物细胞和电子元件的区别”，所以 D 正确。A、B、C 选项均不是“硬件”

所指代的内容。故本题应选 D。 

13.以下句子没有语病的是（    ）。 

A.在外工作，遭受白眼或青睐都是正常的，人总是要体会其中的温暖的 

B.他在制度设计方面花了很大时间 

C.这次职工大会上，大家针对工资问题开展了广泛讨论 

D.能否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答案】C。A 选项遭受白眼可以但是不能搭配遭受青睐，错误；B 选项很大时间错误，

修饰语不对，应该是很长时间；D 选项一面对两面，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关键在于

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正确答案为 C。 

14.面对不断出现的消费和产业的成长热点，企业的注意力首先放在寻求高成长产业的

“先进入”________上，以________供不应求阶段的高额利润。而当进入者不断增加，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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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剧后，企业将重点放在低成本________的价格竞争上，以保住和扩大市场份额。 

依次填入划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机遇  谋取  基础 

B.前景  瓜分  手段 

C.许可  获取  支撑 

D.缺口  垄断  特征 

【答案】A。本题突破口在第二个空，搭配“利润”。A 项“谋取”是指设法取得，B 项

“瓜分”常搭配领土、资源或者钱财等，C 项“获取”指取得，D 项“垄断”指把持和占有。

搭配行业或者市场。排除 B、D。第三个空，A 项“基础”是指事物发展的根本或起点，C

项“支撑”指勉强维持。文段未现勉强维持价格竞争，故排除 C。验证第一个空，“机遇”

符合文意。故本题应选 A。 

15.找到与“误解”意义相同或最相近的词语（    ）。 

A.曲解 

B.认作 

C.误会 

D.笃信 

【答案】C。误解的意思指的就是错误的理解，和误会含义相近，故 C 正确。A 选项曲

解不顾客观事实，故意歪曲原意，与误解不符；B 选项认作，没有理解错误的意思；D 选项

也没有错误的理解的意思。故正确答案为 C。 

EPI-数字运算（共 10 题） 

1.某单位有职工共 35 人，其中女职工有 20 人，结婚的 22 人中女性有 13 人，请问男性

未结婚的职工有多少？（    ） 

A.6 

B.9 

C.15 

D.10 

【答案】A。根据已知条件，可得 A 项正确；该单位有男职工 35-20=15 人，结婚的男

性有 22-13=9 人，则未结婚的男性职工有 15-9=6 人，A 选项符合题意。B、C、D 选项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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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应选 A 项。 

2.某工厂有操作工 360 人，其中有女操作工 80人，则该工厂操作工的男女比例为（    ）。 

A.4:3 

B.7:2 

C.2:3 

D.1:4 

【答案】B。根据题意，可得 B 项正确；该工厂有男操作工 360-80=280 人，因此操作

工男女人数比为 280:80=7:2，B 选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3.有人用车把米从甲地运往乙地，装米的重车日行 50 千米，空车日行 70 千米，5 日往

返三次。甲乙两地相距多少千米？（    ） 

A.60 

B.50 

C.48.6 

D.40 

【答案】C。根据题干，可得 C 项正确；两车的速度比是 50:70=5:7；所用时间比就是

7:5；甲乙两地相距： 35 25 875
[(50 ) (70 )] 6 48.6

12 12 18
      （千米），C 选项符合题意。A、B、

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项。 

4.有面值为 8 分、1 角和 2 角的三种纪念邮票若干张，总价值为 1 元 2 角 2 分，则邮票

至少有（    ）张。 

A.7 

B.8 

C.9 

D.10 

【答案】C。根据题干，可得 C 项正确；要使邮票最少，则要尽量多地使用大面额邮票，

所以 2 角的邮票要使用 4 张，1 角的邮票要使用 1 张，8 分的邮票要 4 张，这样使总价值正

好为 1 元 2 角 2 分，所以要用 9 张，C 选项符合题意。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项。 

5.超市同时出售甲.乙两桶油，甲桶比乙桶多 80kg。销售 4 天后，甲桶和乙桶重量相等，

在这 4 天中，甲桶每天卖出的千克数是乙桶的 3 倍。甲桶每天卖多少千克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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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0 

B.21 

C.30 

D.35 

【答案】C。根据题干信息，可得 C 项正确；由已知条件得：甲一天比乙一天多卖：

80÷4=20kg；甲桶每天卖出的千克数是乙桶的 3 倍，即乙一天卖：20/（3-1）=10 千克，所以，

甲每天卖：10×3=30kg，C 选项符合题意。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项。 

6.甲公司在 2011 年 8 月 16 日向乙公司销售一批商品，商品单价为 8 元，单位成本为 6

元，共销售 1500 件，为及早收回贷款，甲公司和乙公司约定为：如果 10 天内付贷款，则给

予单价上 2%的折扣；如果 20 天内付贷款，则给予单价上 1%的折扣；如果超过 20 天付贷

款，则没有折扣。假设，甲公司在 9 月 2 日收到乙公司的贷款，请问甲公司获得的实际利润

是多少（    ）？（假设该公司本月只发生这一项业务，不考虑税收） 

A.2990 

B.2880 

C.2850 

D.2800 

【答案】B。根据已知条件，可得 B 项正确；8 月 16 日至 9 月 2 日共 16 天，在 20 天

内，则单价享受 1%的折扣，即为 8×（1-1%）=7.92（元），单位成本为 6 元，此时利润为 7.92-

6=1.92（元），共销售 1500 件，因此甲公司获得的实际利润为 1.92×1500=2880（元），B 选

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7.小红把平时节省下来的全部五分硬币先围城一个正三角形，正好用完，后来又改围成

一个正方形，也正好用完。如果正方形的每条边比三角形的每边少用 5 枚硬币，则小红所有

的五分硬币的总价值是（    ）元。 

A.1 

B. 2 

C. 3 

D. 4 

【答案】C。根据已知条件，可得 C 项正确；设三角形每边有 x 枚，则正方形每边有 x-

5 枚，由题意得：3x-3=4（x-5）-4，解得 x=21；小红共有五分硬币：3×21-3=60（枚），价值

是：60×5=300 分，300 分=3 元，C 选项符合题意。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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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段地铁隧道里每隔 3 米安一盏探照灯，一共安了 243 盏。现在要改成每隔 4 米安装

一盏，则可以不用取下来的探照灯共有（    ）盏。 

A.55 

B.61 

C.73 

D.81 

【答案】B。根据已知条件，可得 B 项正确；隧道长为 3×243=729 米，后改为每隔 4 米

安装一盏，则在 729 以内 3 和 4 的公倍数有 729÷12=60.75，即有 61 盏探照灯不用取下来，

B 选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9.河边每隔 6 米有一棵柳树，现在为迎接节日的到来，要在两棵树中间摆放鲜花，若每

隔 1 米放一盆，则少 2 盆花；若每隔 1.5 米放一盆，则多出来 16 盆。问共有多少盆鲜花

（    ）？  

A.19 盆 

B.24 盆 

C.43 盆 

D.52 盆 

【答案】C。根据已知条件，可得 C 项正确；每隔 1 米放一盆，则每两颗柳树之间要放

5 盆，每隔 1.5 米放一盆，则每两颗柳树之间要放 3 盆，根据题意可知柳树之间的间隔有

（16+2）÷（5-3）=9 个，则鲜花一共有 9×5-2=43 盆，C 选项符合题意。A、B、D 选项错误。

故本题应选 C 项。 

10. 某大单位有一笔会议专用款，第一次用去 1/5 后，就规定每召开一次会议可用去上

次会议所剩款的 1/5，连续开了四次会议后剩余余款为 40.96 万元。问该单位这笔会议专用

款是多少万元（    ）？  

A.55 

B.61 

C.73 

D.81 

【答案】D。根据已知条件，可得 D 项正确；从第二次会议起用款为上次会议所剩款的

1/5，即每次所剩金额为上次会议所剩款的 4/5；连续四次会议后剩余余款为 40.96 万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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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有专用款为 38
40.96 ( ) 40.96 0.512 80

5
    （万元），D 选项符合题意。A、B、C 选项错

误。故本题应选 D 项。 

EPI-逻辑推理（共 15 题） 

1.下图是一个纸盒外表面，将其展开后的样子是（    ）。 

 

 

【答案】A。三角形的尖应该指向 X 面，排除 B、C；三个面的交点应该经过 X 面的黑

色对角线，排除 D 项。A 项符合，因此选择 A 项。 

2.正版计算机系统安装盘销售不佳，而盗版光盘却比较好，主要是因为盗版光盘价格奇

低，更符合消费者利益。 

这句话隐含的假设是（    ）。 

A.正版光盘的销售渠道不够方便 

B.很多盗版系统盘集成了用户必需的软件和程序，更适应消费者的需求 

C.正版盘和盗版盘在质量上没有明显差异 

D.盗版盘的交易是私下进行的 

【答案】C。销售一般涉及到质量和价格，其中一个条件相同时，消费者会考虑另一个

条件。盗版盘价格低就卖的好，说明质量与正版盘相当，因此选择 C 项。 

3.科学家发现，并非所有吃低糖食物节食减肥的人都肯定保持有良好的身材，坚持锻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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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不含有胖基因的人才能保持身材。 

由此可见（    ）。 

A.有些节食减肥的人身材可能不好 

B.不节食减肥的人有些可能身材良好 

C.有些节食减肥的人身材可能良好 

D.身材肥胖，肯定含有胖基因 

【答案】A。并非“所有吃低糖食物节食减肥的人都肯定保持有良好的身材”，这句话等

价于“有的吃低糖食物节食减肥的人可能没有好身材。”A 项与此表述相同，其他选项无法

推出，因此选择 A 项。 

4.根据以下数字的规律，空缺处应填入的是（    ）。 

1，5，20，60，（    ），120 

A.180 

B.150 

C.200 

D.120 

【答案】D。两两做商，依次是公差为-1 的等差数列 5，4，3，下一项应为 2，则括号

内应填 120，与后一项做商为 1，验证。D 选项正确，A、B、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5.将如下所示图形折叠起来后，应该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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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本题考查正四面体。A 项黑色长方形面正确的话，V 字型面应该出现在左

侧，排除；C 项，题干中没有出现左侧的面，方向错误，排除；D 项右侧的面正确的话，左

侧的面方向错误，排除。B 项符合题意，因此选择 B 项。 

6.信息时代，信息的存在形式与以往的信息形态不同，它是以声、光、电、磁、代码等

形态存在的。这使它具有“易转移性”，即容易被修改、窃取或非法传播和使用，加之信息技

术应用日益广泛，信息技术产品所带来的各种社会效应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在信息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大减少，取而代之的是间接的.非面对面的，非直接接触的新式交

往。这种交往形式多样，信息相关人的行为难以用传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 

作为一篇文章的引言，这段文字后面将要谈论的内容最可能是（    ）。 

A.信息存在形式的更新 

B.信息社会与信息伦理 

C.人际交往形式的多样化 

D.信息技术产品与生活方式 

【答案】B。此段材料的关键点就在于材料的最后一句话，“信息相关人的行为难以用传

统的伦理准则去约束”是有着承上启下作用的句子，在接下来要谈论的内容必定与信息社会

下的新的伦理准则有关，只有 B 选项涵盖了“信息伦理”的内容，故本题应选 B。 

7.有甲、乙、丙、丁四个果园，其中甲园的各种果树都能在乙园找到，丙园的果树种类

包含所有乙园果蔬种类，而丙园中有一些果树在丁园也有种植，则（    ）。 

A.甲园中有一些果树能在丁园中找到 

B.甲园中所有的果树都能在丙园中找到 

C.乙园中所有的果树都能在丁园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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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乙园中有一些果树都能在丁园中找到 

【答案】B。设甲园有 a 种树，则由条件知乙园应该有 a+b 种树，丙园应该有 a+b+c 种

树，丁园有 d 种树，d 只要包含 a+b+c 之中的一种树条件就成立。A 选项若 d 中没有 a 的树

种，则不成立；B 选项成立；C 选项若 d 中包含 c 或者其他的树种，则不成立；D 选项若 d

中没有 a+b 的树种，则不成立。故本题应选 B。 

8.张新、黎明、王亮三位老师分别来自湖南、广西、甘肃，分别教语文、数学和英语。

已知：（1）张新不是湖南人，黎明不是广西人；（2）湖南的老师不教英语；（3）广西的老师

教语文；（4）黎明不教数学。 

由此可知，王亮教的是（    ）。 

A.数学 

B.英语 

C.语文 

D.无法确定 

【答案】A。根据最大信息优先原则，可知（1）黎明不是广西人，（3）广西人教语文，

即黎明不教语文，结合（4）黎明不教数学，可推出黎明教英语。此外，结合（2）湖南的老

师不教英语，可推出黎明是甘肃人；由（1）张新不是湖南人，且张新不是甘肃人，可推出

张新是广西人，广西人教语文；由此可知王亮是湖南人，教数学。故本题应选 A。 

9.久美子、绿子、直子、翔子是好朋友，她们约好十一一起西安旅行，关于交通工具，

她们三四人各有自己的态度，久美子说：要么不坐火车，坐火车一定要坐高铁；绿子说：要

么火车，要么坐大巴；翔子说：哪种选择的人多我就选择哪种。 

直子要怎么说，才能让四个人在交通工具的选择上达成一致？（    ） 

A.我怎样都可以 

B.如果有人愿意做飞机，我就选择坐飞机 

C.我要坐高铁 

D.我要坐卧铺，便宜 

【答案】C。久美子表示：不做火车或者做高铁；绿子表示：火车和大巴二者择其一；

翔子表示哪个多选哪个，目前是火车中的高铁多，即翔子倾向于高铁；直子选择高铁即都能

达成一致。故本题应选 C。 

10.A、B、C 都新买了汽车，汽车的牌子是奔驰、本田、皇冠。他们一起来到朋友家里，

让朋友猜猜他们三人各买的什么牌子的车。朋友猜到：“A 买的是奔驰车，C 买的肯定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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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冠车，B 自然不会是奔驰车。”很可惜，朋友的这种猜法，只猜对了一个。 

据此可以推知 A 买的是（    ）。 

A.本田车 

B.奔驰车 

C.皇冠车 

D.无法确定 

【答案】C。A 买的是奔驰为真，则 B 买的不是奔驰也为真，题干说明只有一个人猜对，

由此可知 A 不可能买的是奔驰，可知选项 B 不正确；用假设法可知，若 A 买的是皇冠车，

即 C 说法是对的，则 B 一定买奔驰，才能符合题干要求，由此可知 C 买的是本田，A 买的

是皇冠，B 买的是奔驰，逻辑成立。故本题应选 C。 

11.根据以下图形的规律，问号处应填入的是（    ）。 

 

【答案】D。已知图形都有 8 条直线，D 项 8 条线符合题意。A 项 4 条直线，B 项 5 条

直线，C 项没有直线。因此选择 D 项。 

12.根据以下图形的规律，问号处应填入的是（    ）。 

 

【答案】C。每个已知图形中黑点的数量与直线的数量相同，按此规律，C 项黑点和直

线的数量都是 4，选择 C 项。 

13.根据以下数字规律，空缺处应填入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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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3，8/3，64/45，（    ） 

A.256/405 

B.6/33 

C.52 

D.17 

【答案】A。 2×4×1/3=8/3；4×8/3×1/4=8/3；8/3×8/3×1/5=64/45；因此括号内应为

8/3×64/45×1/6=256/405。A 选项正确，B、C、D 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A。 

14.根据以下数字规律，空缺处应填入的是（    ）。 

5，12，83，279，691，（    ）。 

A.1230 

B.1446 

C.1034 

D.755 

【答案】B。两两做差得到二级数列 7,71,196,412，再做差得到 64,125,216 是幂次数列，

下一项依次为 43，53，63 下一项应为 73=343，则二级数列下一项为 412+343=755，则括号

内应为 691+755=1446。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15.-5，-4，0，9，25，（    ）。 

A.40 

B.30 

C.50 

D.60 

【答案】C。两两做差得到 1,4,9,16 的幂次数列，则下一项应为 52=25，则括号内应填

25+25=50。C 选项正确，A、B、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EPI-思维逻辑（共 10 题） 

1.2＋4＋6＋……＋2014＋2016－2015－2013－……－5－3－1=（    ）。 

A.0 

B.1 

C.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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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1008 

【答案】D。原式=（2-1）+（4-3）+（6-5）……+（2014-2013）+（2016-2015）=1+1+1+6=……

+1+1，共有 1008 项，则结果为 1008。D 选项正确，A、B、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2.2012×0.491＋856.672＋2012×0.146＋143.328＋2012×0.363=（    ）。 

A.2013.39 

B.2013 

C.3012 

D.3012.39 

【答案】B。合并同类项，原式=2012×（0.491+0.146+0.363）＋856.672＋143.328=2012

×1+1000=3012，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B。 

3.甲、乙两个水管用来抽水池中一定容量的水。甲单独抽时需要 6 小时，乙单独抽时需

要 8 小时。现在甲、乙两个水管同时开始抽水，1 小时后，乙管因为故障停止抽水，问甲管

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将水抽完？（    ） 

A.5 小时 

B.15/4 小时 

C.4 小时 

D.17/4 小时 

【答案】D。赋值总量为 24，则甲的效率为 4，乙的效率为 3，甲乙合作效率为 7，一小

时后剩余工作量为 24-7=17，则甲还需要单独抽水 17÷4=17/4 小时。D 选项正确，A、B、

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4.已知有 8 种颜色的小球，数量分别为 2、3、4、5、6、7、8、9 个，现在将它们放进同

一个袋子里面，请问，最多需要几次可以拿到同颜色的球？（    ） 

A.8 

B.7 

C.9 

D.10 

【答案】C。本题问题可以转化为至少拿出几个球可以保证至少有两个球颜色一致，即

保证值为 2，不利值为 1，最不利情况为 8，则 8+1=9 次就可以拿到相同颜色的球。 

5.如果现在是上午 9 点 15 分，那么在经过 28799…99（一共有 20 个 9）分钟之后的时

间将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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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15 

B.9:14 

C.9:18 

D.21:13 

【答案】B。28799…99（一共有 20 个 9）分钟基础上加一分钟则可以得到 28800…00

（一共 20 个 0）:2880÷60=48，即完整的两天，时间又回到上午 9:15，则题目所求为 9:14。

B 选项正确，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6.9999×2223＋3333×3334=（    ）。 

A.33330000 

B.23437629 

C.35367659 

D.33339999 

【答案】D。原式=3×3333×2223+3333×3334=3333×（6669+3334）=3333×10003=33339999。

D 选项正确，A、B、C 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D。 

7.2013×2012201220122012－2012×201320132013=（    ）。 

A.-1 

B.1 

C.-3 

D.0 

【答案】D。根据尾数可得 6-6=0，尾数是 0，D 选项正确，A、B、C 选项错误。故本

题应选 D。 

8.张师傅以 1 元钱 3 个苹果的价格买进苹果若干个，又以 2 元钱 5 个苹果的价格将这些

苹果卖出。如果他要赚得 10 元钱，那么他必须卖出苹果（    ）个。 

A.125 

B.120 

C.150 

D.170 

【答案】C。先找到 3 和 5 的公倍数 15，15 个苹果进价是 5 元，售价是 6 元，因此每

15 个苹果赚 1 元，现在想赚 10 元，需要卖出 10÷1×15=150 个苹果，C 选项正确，A、B、

D 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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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86×78＋198.6×5.4＋331×128.76=（    ）。 

A.198600 

B.197634.8 

C.198634.8 

D.197600 

【答案】A。331×6=1986，原式=1986×（78+0.54+128.76/3）=1986×100=198600，A 选

项正确，B、C、D 选项错误，答案选择 A。 

10.A 和 B 都想买一支钢笔，A 差 50 元，B 差 1 元，如果两人合买，钱还是不够，那么

B 有多少钱？（    ） 

A.51 元 

B.49 元 

C.48 元 

D.20 元 

【答案】B。设 A 有 x 元，B 有 y 元，那么这支钢笔的价格可以表示为 x+50=y+1，因

此得到 y-x=49 元，即 B 比 A 多 49 元，y>49 元，排除 C、D 选项。代入 A 选项，如果 B 有

51 那么 A 有 2 元，这支笔是 52 元，两人合买 53 元>52 元，钱够，因此不符合题意；代入

B 选项，如果 B 有 49 元，A 有 0 元，这支笔是 50 元，两人合买 49 元<50 元，钱不够，符

合题意。B 选项正确，A、C、D 错误。答案选择 B。 

EPI-资料分析（共 10 题） 

根据下列资料，回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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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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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备考交流 qq 群：701040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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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在文化产品制造业、贸易业和文化服务业三大产业中，Y 市有（    ）个产业在

2016 年的增加值超过 X 省的一成。 

A.2 

B.1 

C.3 

D.0 

【答案】B。根据材料信息，可得 B 项正确；超过一成即大于 10%，文化产品制造业

增加值占 X 省比重 42.91/406.23>10%；贸易业比重 9.13/100.42<10%；文化服务业比重

25.71/301.31<10%，即只有文化产品制造业增加值超 X 省一成，B 选项符合题意。A、C、

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3.2016 年 Y 市文化产品制造业中，文化印刷、文化用品制造和工艺美术品制造三大主

导行业之外的行业增加值占该市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约为（    ）。 

A.7% 

B.4% 

C.12% 

D.2% 

【答案】B。根据材料，可得 B 项正确；文化印刷、文化用品制造和工艺美术品制造

三大主导行业之外的行业增加值为 42.91-21.82-11.57-6.62=2.9，该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

值为 77.75，则比重为 2.9/77.75 约为 3.73%，最接近 B 选项 4%，B 选项符合题意。A、

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4.2015 年，Y 市实现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约为（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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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5 

B.71 

C.80 

D.69 

【答案】B。根据材料信息，可得 B 项正确；2016 年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77.75 亿元，增长率 9.6%，则 2015 年基期量为 77.75/（1+9.6%）约为 70.94%，最接近 B

选项 71%，B 选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5.下列关于 X 省和 Y 市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的说法，能够从资料中推出的是

（    ）。 

A.2016 年 Y 市文化印刷业增加值超过工艺类美术品制造业增加值的 2 倍 

B.2016 年 X 省平均每月实现文化产品贸易业增加值超过 10 亿元 

C.如保持 2016 年增速，Y 市文化及其相关产业增加值将在 2018 年超过 100 亿元 

D.2016 年 X 省和 Y 市文化服务业增加值都低于另两个产业 

【答案】A。根据材料，可得 A 项正确；选项 A，倍数计算。文化印刷业增加值为

21.82 亿元，工艺美术品制造业增加值 6.62 亿元，21.82/6.62 约为 3.3>3，选项 A 正确。选

项 B，平均数计算。平均每月文化产品贸易业增加值为 402.23/12<10，B 项错误；选项

C，按 9.6%的增速，2018 年 Y 市文化及相关产业增加值为 77.75*（1+9.6%）2 约为

93.39<100，选项 C 错误；D 选项，简单读数，文化服务业增加值均高于文化产业贸易业，

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C。 

根据下列资料，回答问题。 

 

第三季度 30% 

第一季度, 
22.50%

第二季度, 
20.00%

第三季度, 
30.00%

第四季度, 
2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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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某地区全年财政收入来源统计（全年财政收入为 3000 万元） 

6.在全年财政收入中占比最大的季度是（    ）。 

A.第二季度 

B.第三季度 

C.第一季度 

D.第四季度 

【答案】B。根据图表信息，可得 B 项正确；观察饼状图及其各部分所占比重，第三

季度占比为 30%，为全年各季度中最高，B 选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

选 B 项。 

7.全年财政收入中来自第二产业的约为（    ）。 

A.687 万元 

B.881 万元 

C.524 万元 

D.1053 万元 

【答案】B。根据图中信息，可得 B 项正确；全年财政收入为 3000 万元，图一各季度

收入占全年比重分别为：第一季度 22.50%，第二季度 20%，第三季度 30%，第四季度

27.5%。观察图二，各季度第二产业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第一季度 50%，第二

季度 37.5%，第三季度 12.5%，第四季度 25%，则全年财政收入中来自第二产业的约为

3000×（22.5%×50%+20%×37.5%+30%×12.5%+27.5%×25%）=3000×0.29375=881.25，

B 选项符合题意。A、C、D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B 项。 

8.第三季度财政收入中来自第一产业的约为（    ）。 

A.30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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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35.5 万元 

C.187.5 万元 

D.225 万元 

【答案】D。根据图中信息，可得 D 项正确；全年财政收入为 3000 万元，图一中第三

季度收入占全年收入 30%，即 900 万元。观察图二，第三季度财政收入中第一产业占比为

25%，即为 900×25%=225 万元，D 选项符合题意。A、B、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项。 

9.第二季度和第一季度相比，来自第三产业的收入额约增加了（    ）。 

A.100 万元 

B.130% 

C.170 万元 

D.76.5% 

【答案】D。根据图中信息，可得 D 项正确；全年财政收入为 3000 万元，图一中第一

季度收入占总收入的 22.50%，第二季度收入占总收入的 20%，观察图二，第三产业收入在

第一季度与第二季度收入中占比分别为 25%与 50%。则第二季度比第一季度的第三产业收

入增加 3000*（20%×50%-22.5%×25%）=131.25 万元，第一季度的第三产业收入 3000×

22.5%×25%=168.75 万元，131.25/168.75 约为 77%，最接近 D 选项 76.5%，D 选项符合题

意。A、B、C 选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D 项。 

10.第三产业的总收入在该地区 2016 年全年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是（    ）。 

A.约为 37.8% 

B.约为 30.6% 

C.约为 46.5% 

D.约为 24.3% 

【答案】A。根据图表信息，可得 A 项正确；第三产业总收入占全年财政收入的比重

为各季度占全年财政收入比重与各季度第三产业收入所占比重的乘积，即为 22.5%×

50%+20%×50%+30%×62.5%+27.5%×12.5%约为 37.8%，A 选项符合题意。B、C、D 选

项错误。故本题应选 A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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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题量 35 限时 20 分钟） 

英语-选词填空-单选题（共 15 题） 

1.Science relies on hard evidence and will (    ) nothing as true until it is proved by the 

scientific method. 

A. accept 

B. scorn 

C. avoid 

D. tackle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科学依靠的是确凿的证据，在被科学方法证明前，不会确

认某事为真。”A 选项，accept 接受；B 选项，scorn 嘲笑，轻蔑；C 选项，avoid 避免；D 选

项，tackle 处理。根据句意 A 项正确。 

2.Today, China’s massive industrialization and (    ) for cars have made it dependent on oil 

imported from the Mideast and Africa. 

A. nostalgia 

B. substitution 

C. mania 

D. anecdote 

【答案】C。考查词汇辨析。“如今，中国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对汽车的狂热使它对中东和

非洲进口的石油产生了依赖。”A 选项，nostalgia 乡愁；B 选项，substitution 代替；C 选项，

mania 狂热；D 选项，anecdote 轶事。根据句意 C 项正确。 

3.Israeli officials blame the settlers, saying they have refused to (    ) with the government. 

A. direct 

B. cooperate 

C. comment 

D. remind 

【答案】B。考查词汇辨析。“以色列官员指责定居者，称他们拒绝与政府合作。”A 选

项，direct 指挥；B 选项，cooperate 合作；C 选项，comment 评论，批评；D 选项，re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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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使想起。根据句意 B 项正确。 

4.The more diverse knowledge one understands and actively absorbs, the greater the 

probability of finding useful and (    ) discoveries. 

A. novel 

B. conventional 

C. rebellious 

D. narrative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一个人了解并积极吸收的知识越多，发现有用和新奇的发

现的可能性就越大。”A 选项，novel 新奇的；B 选项，conventional 符合习俗的，常见的；C

选项，rebellious 造反的，反抗的；D 选项，narrative 叙事的，叙述的。根据句意 A 项正确。 

5.They’re not allowed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or any substances that haven’t been fully 

(    ). 

A. tidy 

B. packed 

C. infected 

D. sanitized 

【答案】D。考查词汇辨析。“他们不被允许去接触外部世界或者任何未被完全消毒的物

质。”A 选项，tidy 整齐的；B 选项，packed 包装的；C 选项，infected 被感染的；D 选项，

sanitized 被消毒的。根据句意 D 项正确。 

6.She and another woman were convicted in 2005 of tax (    ) but were released under an 

amnesty. 

A. evasion 

B. enclosure 

C. erosion 

D. exception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2005 年，她和另一名妇女因逃税被判有罪，但在大赦中

被释放。”tax evasion 逃税，固定搭配，所以答案选 A。B 选项，enclosure 围场，附件；C 选

项，erosion 侵蚀，腐蚀；D 选项，exception 例外，异议。 

7.In addition to bending back and forth and swaying sideways, buildings can (    ), and these 

various motions can reinforce on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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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imagine 

B. conceive 

C. describe 

D. twist 

【答案】D。考查词汇辨析。“除了来回弯曲和摇摆，建筑可以扭转，各种运动之间能够

相互强化。”A 选项，imagine 猜想；B 选项，conceive 怀孕，设想；C 选项，describe 描述，

形容；D 选项，twist 扭曲。根据句意中“弯曲”“摇摆”，可知接下来应该填相类似的词语，

所以 D 项正确。 

8.How are we to develop new technology if we can’t study current technology to figure out 

how to (    ) it. 

A. improve 

B. rest 

C. cause 

D. conceal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研究现有技术来分析如何提高当前，那

么我们又该如何开发新技术呢？”A 选项，improve 提高；B 选项，rest 使休息；C 选项，

cause 引起，使遭受；D 选项，conceal 隐藏，隐瞒。根据句意，A 项正确。 

9.Should UK depositors lose money, the government would have to decide whether to (    ) 

for it directly. 

A. notify 

B. compensate 

C. overlook 

D. trigger 

【答案】B。考查词汇辨析。“如果英国储户蒙受损失，政府将不得不决定是否直接赔偿

损失。”A 选项，notify 通知，公告；B 选项，compensate 补偿，赔偿；C 选项，overlook 忽

略；D 选项，trigger 引发，引起。根据句意可知 B 项正确，根据题干中的“lose money”，也

可知只有 B 项的 compensate 符合题意。 

10.God by definition is supernatural and cannot, in principle, be (    ) by science which deals 

exclusively with the natural world. 

A. investig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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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sponded 

C. suspected 

D. stated 

【答案】D。考查词汇辨析。神在定义上是超自然的，并且在原则上是不能用专门研究

自然世界的科学来描述的。A 选项，investigate 调查研究；B 选项，respond 回答，反应；C

选项，suspect 怀疑，猜想；D 选项，state 规定，声明，陈述描述。 

11.I knew almost everyone I needed to know no matter whether they (    ) goodness or 

badness. 

A. proved 

B. boasted 

C. hid 

D. exuded 

【答案】D。考查词汇辨析。我认识几乎所需要认识的每一个人，无论他们表现的是善

还是恶。A 选项，prove 证实，证明；B 选项，boast 自夸；C 选项，hid 隐藏；D 选项，exuded

展示，表现、流露出。根据句意可知 D 项正确。 

12.A congenital lip deformity caused him to speak in a nasal, almost (    ) whisper. 

A. unintelligible 

B. unbearable 

C. intolerable 

D. unpleasant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先天的鼻唇畸形使得他讲话使用鼻音，几乎是难以理解的

低语。”A 选项，unintelligible 难以理解的；B 选项，unbearable 难以忍受的；C 选项，intolerable

无法忍受的；D 选项，unpleasant 令人不愉快的。根据句意可知 A 项正确。 

13.Think of a dance floor, which is designed to dampen vibrations and limit the (    ) dancers 

could do to their limbs. 

A. problem 

B. dilemma 

C. trouble 

D. damage 

【答案】D。考查词汇辨析。“舞池的地板，应该被设计为抑制震动并且减少对舞者四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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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伤害。”A 选项，problem 难题；B 选项，dilemma 两难困境；C 选项，trouble 麻烦，困难；

D 选项，damage 损害。根据句意可知 D 项正确。 

14.Many species are in peril of extinction because of our destruction of their natural (    ). 

A. habitat 

B. favor 

C. hoop 

D. circle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许多物种正处在灭绝的险境，因为我们破坏了它们的自然

栖息地。A 选项，habitat 栖息地；B 选项，favor 赞成喜欢；C 选项，hoop 铁环；D 选项，

circle 循环。natural habitat 自然栖息地。根据句意可知 A 项正确。 

15.He said the UK government would allow the island to determine its own (    ) and 

democracy. 

A. equality 

B. enhancement 

C. agreement 

D. development 

【答案】A。考查词汇辨析。他说英国政府将会允许这个小岛自行决定它的平等和民主。

A 选项，equality 平等；B 选项，enhancement 提升；C 选项，agreement 协议，同意；D 选

项，development 发展。根据题干中的 democracy，可知应该搭配 A 项的 equality。所以 A 项

正确。 

英语-阅读理解-单选题（共 20 题） 

Passage 1 

According to our research, Best Buy in China was perceived as being too expensive, with many 

of their products priced higher than in local markets. Why buy a Sony DVD player or Nokia phone 

at Best Buy when you can pay less for the exact same product at a local store? Consumers will only 

be willing to pay more, like at the Apple stores, if they are buying something they cannot get 

elsewhere.  

While scales of economy have allowed big chain stores in America to offer cheaper prices 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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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layers, local retailers in China are able to undercut prices because they pay less in salaries, 

benefits, rent and electricity. Rampant piracy in China also means local computers shops are willing 

to install counterfeit Microsoft software in products, which makes it more appealing for customers. 

Apart from failing to differentiate its product lines, Best Buy also made the mistake of focusing 

on building large flagship stores, like in the U.S. rather than smaller, conveniently located retail 

outlets. China may have one of the highest car adoption rates in the world, but its perennial traffic 

congestion and lack of parking mean consumers often prefer to shop closer to their homes. A 

government ban on free shopping bags have also resulted in consumers shopping more often, but 

buying less each time, further fueling the popularity of neighborhood stores. 

To stay competitive, Western retailers like Wal-mart and Carrefour, which continue to lean on 

the model of big box retailers in China, need to overhaul their business strategies and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ving Chinese consumer preferences. Local players like Jiadeli and Lianhua, for 

example, have been quick to adjust their focus on neighborhood stores and stock better products. 

Going forward, foreign retailers need to localize their product selection, sales formats and be 

smarter in their location choice in order to compete with emerging brand savvy, local players. 

16.What is the most likely content the speaker discussed before these three paragraphs? 

A. Best Buy’s failure in China. 

B. Chinese local retailers’ reason for success. 

C. Overseas retailers’ struggle in the Chinese market. 

D. The development of retail industry in China. 

【答案】A。上下文推断题。本题可以通过主体排除法来做。文章第一段论述的主体是 

Best Buy，为了保证前后的连贯性，前文的谈论的话题应该也是与 Best Buy 有关，所以答案

选 A。BCD 选项的主体都不是 Best Buy，排除。 

17.What Western retailers can do to stay competitive? 

A. Localize their product selection. 

B. 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ving Chinese consumer preferences. 

C. Be aware of the importance of location choice. 

D. All above. 

【答案】D。细节题。通过 Western retailers 定位到最后两段“To stay competitive, Western 

retailers……”，其中“…better understand the evolving Chinese consumer preferences.”对应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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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 “foreign retailers need to localize their product selection，…”对应 A 选项；倒数第一

段，“be smarter in their location choice…”对应 C 选项。所以 D 选项正确。 

18.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the third paragraph? 

A. Shopping at neighborhood stores are more of Chinese consumers’ shopping habit. 

B. Large flagship stores are unpopular in China. 

C. Americans do not like small, conveniently located retail outlets. 

D. A government ban on free shopping bags has dampened Chinese buyers’ enthusiasm. 

【答案】B。是非题。题干已经定位到第三段。A 选项说在社区小商店买东西更多是由

于中国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但是根据第三段第二句话，可知是由于交通拥挤没有停车位导致，

而非消费习惯，可知 A 错误。C 选项说美国人不喜欢小而方便的当地商店。但是文章并没

有提到，错误。D 选项说政府禁止免费塑料袋的使用抑制了中国买家的热情。但是根据最后

一句可知，免费塑料袋的禁止导致消费者购物量少次数多，因而增加了社区小商店的流行度，

所以 D 错误。B 选项说旗舰店在中国不流行。从第一句“Best Buy also made the mistake of 

focusing on building large flagship stores, like in the U.S. rather than smaller, conveniently located 

retail outlets.”可知大型旗舰店是美国的流行，对比可知旗舰店并非中国的趋势，所以 B 正

确。 

19.The underlined part in the second paragraph means (    ). 

A. Illegal 

B. Condemnable 

C. Rife 

D. Common 

【答案】C。A 选项 illegal 不合法的；B 选项，condemnable 应受谴责的；C 选项 rife 普

遍的，流行的；D 选项 common 共同的，普通的。划线词 rampant：猖獗的，肆虐的，盛行

的。 

20.Which of the following statement is not true? 

A. Chinese market needs more regulations. 

B. Western retailers cannot succeed in Chinese market. 

C. In China, owning a car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efficient travel. 

D. To start a successful business,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consumer preferences is important. 

【答案】B。是非题。A 选项，中国市场需要更多的规则。通过第二段可知盗版猖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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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更多的规则，正确。B 选项，西方零售商在中国市场上不能获取成功。文章第四段叙述

了西方零售商如何在中国获得成功，而不是说他们无法在中国市场成功，错误。C 选项，在

中国拥有车并不代表可以有效出行。根据第三段可知中国交通拥堵，车主并不能享受到有效

的行程，正确。D 选项，根据倒数第二段可知需要了解消费者的偏好，正确。 

 

Passage 2 

The business announced that revenues had grown by 10.2 per cent year-on-year to RMB 18.264 

billion ($2.748 billion). However, profit fell to RMB 2.866 billion ($431.3 million), a 17.4 percent 

decrease from the same period in 2015. 

Robin Li, Chairman and CEO of Baidu, said：“The challenges Baidu faced in the second 

quarter served as a healthy reminder to stay focused on the key drivers of growth, sustainability and 

leadership: delivering the best user experience and staying at the forefront of technology. We enter 

the next chapter of the Internet, l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aidu has never been better positioned 

to serve our users and work with our customers and partners, and change the world through 

technology.” 

The business has been rocked by a series of high profile issues with its advertising business 

this year. Baidu was called out for its practices around selling access to forums early this year. Not 

long after it also agreed to overhaul the way it delivers its search ads, including the volume of ads 

served, after a huge public backlash saw Baidu taking some of the blame for the death of a student 

who died after taking experimental cancer treatment that he found from a search ad. 

The overhaul has been welcomed by the industry which believes will create a better user 

experience, particularly on mobile. 

The business said revenue from mobile was growing as it represented 62 per cent of total 

revenues for the second quarter of 2016, compared to 50 per cent in 2015. According to Baidu, 

mobile search monthly active users were 667 million for the month of June 2016, an increase of 6 

per cent year-over-year. It said users of its mobile maps service grew by 13 per cent and the number 

of activated Baidu Wallet accounts reached 80 million, representing a 131 per cent year-on-year 

growth. 

21.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rrect about Baidu’s business condition in 2016? 

A. Baidu has been cutting off their co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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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aidu’s profit has fallen. 

C. Baidu’s revenues have been falling. 

D. Baidu has been losing money. 

【答案】B。是非题。A 选项，百度缩减了它的成本；B 选项，百度的利润下降；C 选

项，百度的收入下降；D 选项，百度正在亏本。关于百度 2016 年的情况，从第一段“…revenues 

had grown…However, profit fell to…”可知，百度的收入增长了，而利润下降了。对应的 B 选

项正确。 

22.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n aim of Baidu? 

A. Expanding its business to foreign countries. 

B. Taking a leading role in the industry. 

C. Developing high-tech products. 

D. Offering consumers good user experience. 

【答案】A。是非题。A 选项，向国外拓展业务；B 选项，领导行业；C 选项，发展高

科技产品；D 选项，提供消费者好的使用体验。关于百度的目标，通过第二段可知 BCD 选

项的内容都有所提及，只有 A 选项没有提到。 

23.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3? 

A. Baidu has gained more popularity this year. 

B. Baidu has invested in an experiment on cancer. 

C. Baidu is expected to undergo a big change. 

D. Baidu has conducted several high-profile advertising campaigns this year. 

【答案】C。是非题。A 选项，百度今年受到了更多的欢迎；B 选项，百度投资癌症的

研究实验；C 选项，百度被认为正在进行巨大的改变；D 选项，百度今年引领了一些备受瞩

目的广告作战。定位第三段可知 C 选项正确。 

24.According to the last paragraph, what action will Baidu possibly take? 

A. Modify its business strategy. 

B. Launch more marketing campaigns. 

C. Expand its business to other areas. 

D. Continue developing its mobile business. 

【答案】D。细节题。A 选项，变更经营策略；B 选项，推出更多的营销活动；C 选项，

将业务扩展到其他领域；D 选项，继续发展其移动业务。定位最后一段得知，百度移动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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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增长，所以可以推知接下来的重点在发展移动业务上。 

25.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Baidu? 

A. Subjective 

B. Critical 

C. Unbiased 

D. Supportive 

【答案】C。态度题。作者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出任何自己的看法，所以态度是中立无偏

的。A 选项，主观的；B 选项，批判的；C 选项，无偏的；D 选项，支持的。 

 

Passage 3 

As a startup founder, my daily tasks include everything from long-term strategic planning to 

approving team outings and company culture initiatives. Day after day, things inevitably come up 

that need to get handled ASAP. But I’ve also learned that if you don’t have a strategy for making 

time for those bigger ambitions and your truly lofty goals, they’ll simply never get done. And that 

means you won’t make the progress that’s really going to move your business forward. 

1. FIND YOUR MOST PRODUCTIVE TIME 

Face it. You aren’t cranking out work at absolute peak productivity for the entire day. Instead, 

there are likely certain times when you’re at your most focused and other times when your energy 

wanes. That’s normal. Maybe for you, it’s bright and early in the morning, before anyone else arrives 

in the office, when you do your best work. Whenever it is, identify that when you you’re your most 

productive, and then reserve it on your calendar like you would any other important meeting. You 

need to protect this block of time from intrusion - it isn’t optional. That way you’re guaranteed to 

have a regular, designated period when you can at least get started on those bigger to-dos. 

2. CREATE PHYSICAL BARRIERS 

Nobody works in a vacuum. We all have to collaborate with others to some degree or another. 

And it’s the people we work closest with whom we tend to put first - we want to be readily available 

if they need our help. But there are times you need to tune out the distractions and focus if you’re 

going to get any meaningful work done.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I’ve found is to put physical barriers between us. I’ll work 

from a conference room or even from home on occasion in order to get some literal space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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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needing “just, one quick thing”. 

26.What is the article mainly about? 

A. How to manage your time well 

B. How to overcome different challenges in the office. 

C. How to win competitions and get promotions. 

D. How to prevent distractions and focus on big issues. 

【答案】D。主旨概括题。根据首尾句（段）的原则，可以迅速判断出这篇文章核心主

旨在文章的第一段。在文章的第一段，作者结合自身的经历提出了文章谈论的观点，作为初

创企业的创始人，作者发现自己需要的处理的事情特别多，而在处理这么多事情的同时，作

者发现自己设定的那些大目标“bigger ambitions”很快就会被忽略，“they'll simply never get 

done”。所以文章后面的内容都是针对这一问题提出的两个对策，即如何把精力放在处理一

些大事上。A 项片面，除了时间外，第二个对策 create physical barrier 没有概括到。B 项和

文段谈论的主体不符，C 项的 competition 在原文没有体现。所以答案选 D。 

27.The word “wanes” in paragraph 2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    ). 

A. increase 

B. peak 

C. diminish 

D. disappear 

【答案】C。猜词题。A 选项，增长；B 选项，顶峰；C 选项，减少；D 选项，消失。

根据其所在句子“Instead, there are likely certain times when you’re at your most focused and 

other times when your energy wanes.”中的 other times 可知前后是一组反义词，前面讲能量在

最高点，那后面讲的就是其他时间能量会衰退，所以选择 C。 

28.According to paragraph 2, which of the following the “chunk of time” the author is talking 

about? 

A. When you are most focused. 

B. When there is no distractions 

C. Late at night. 

D. Bright and early in the morning. 

【答案】A。含义题。题干问的是“根据第二段的内容，作者谈论的‘时间段’是指

什么。根据第二段大标题的提示词 most productive time，可以推出作者说的这个“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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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最高产的时间段，也就是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段，第二段的内容也有提到。B 项过

于绝对。C、D 项是片面的选项。文段只是说人注意力最集中的时间有可能是在早上，也

有可能是在晚上，因人而异。 

29.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3? 

A. You have to be readily available in the office. 

B. People cannot work in a vacuum. 

C. People in the office love helping others. 

D. Sometimes we have to decline colleagues’ requests. 

【答案】D。是非题。A 选项，你需要在办公室保持时刻的空闲可用；B 选项，人们不

能在真空中工作；C 选项，办公室里的同事之间相互爱戴；D 选项，有时候我们不得不拒绝

同事的请求。通过第三段最后可知，D 选项正确，能够从其中推断出来。 

30.What may the author discuss later? 

A. The author may talk about the administration system. 

B. The author may teach the readers to make a timetable. 

C. The author may put forward another suggestion. 

D. The author may discuss the office environments. 

【答案】C。上下文推断题。问文章接下来会讨论什么。A 选项，管理系统；B 选项，

教作者如何去做时间表；C 选项，提出其他的建议；D 选项，探讨办公环境。第二段介绍了

第一个建议，第三段介绍了第二个建议，可以推知，下一段会继续介绍第三个建议。因此 C

选项正确。 

 

Passage 4 

Western business visitors are often deadline-driven and unwilling to slow down to the Chinese 

pace when discussing business. But in China the pace can be fast and slow simultaneously. 

Another different approach to doing business is that in a buying decision Westerners tend to 

look for clear alternatives, while Easterners may examine ways to combine both options. For 

example, a Chinese panel may feel that a supplier who combines claims of best quality with a low 

price may either raise the price during the contract or fail to implement the contract. They will 

therefore often prefer to choose a supplier whose price is neither the cheapest nor the most expensive. 

In addition， a Chinese panel may avoid awarding one supplier more than one contract, in order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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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imize dependence on a single supplier. Such an approach may make a Westerner think that a 

Chinese negotiator is being illogical, evasive or devious, when he himself believe he is being quite 

straightforward. 

What’s mor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nies will often attribute their business success 

to having good guanxi. The objective of developing close relationships is to build what the Chinese 

call guanxi (pronounced gwan shee), which are essentially social or business connections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 and benefit. In a centralised and bureaucratic state, reliance on personal contacts is 

often seen as the only way to get things done. And in a place like China where the legal system is 

still relatively weak, the need to rely on guanxi remains strong. 

 But the obligations of guanxi are very real. In the wrong place, at an inappropriate time, with 

unsuitable people, the obligations can become a trap which is hard to escape. 

31.What is the best possible title of the article? 

A. Chinese business philosophy. 

B. China’s business culture. 

C.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D. Guanxi in China. 

【答案】C。主旨题。根据文章每段的开头，第二段 Another different approach to doing 

business...， 第三段 What’s more, both Chinese and foreign companies will often attribute their 

business success to having good guanxi.，可知作者主要在阐述在中国人做生意的方式，一个

是选择一个好的供应商，二个是靠所谓的“关系”，所以答案选 C。A 项：“中国人的生意哲

学”，哲学侧重的是理念，但是文段除了讲“关系”之外，还讲到了“supplier”这种实际的

问题，所以 A 项片面，排除；B 项：“中国的生意文化”，同理“文化”不能全面概括文段的

内容，排除；D 项：“中国的‘关系’”，“关系”只是文段的一个方面，也是片面的选项，排

除；故答案选 C。 

32.The word “deadline-driven” in paragraph 1 is closest in meaning to (    ). 

A. arrange schedule according to the deadline 

B. drive according to the deadline 

C. afraid of the deadline 

D. procrastinated 

【答案】A。猜词题。A 选项，根据最后期限安排日程；B 选项，据最后期限驾驶；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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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害怕截止日期；D 选项，拖延的；“Western business visitors are often deadline-driven and 

unwilling to slow down to the Chinese pace when discussing business.”后面说不愿意放慢速度，

所以前面是不愿意放慢速度的同义替换（原因），四个选项，A 最为符合。 

33.What can be inferred from paragraph 2? 

A. Westerners may establish long-term cooperation with one supplier. 

B. Chinese panel tends to look for clear alternatives. 

C. Chinese negotiator is illogical 

D. Westerners are straightforward in Chinese businessmen’s eyes. 

【答案】A。是非题。A 选项，西方人可能会和一个供应商建立长期的合作；B 选项，

中国的团队倾向于去寻找明确的选择；C 选项，中国谈判家是不符合逻辑的；D 选项，在中

国人眼中，西方人很直接。“Westerners tend to look for clear alternatives”可知 B 选项错误，

“Such an approach may make a Westerner think that a Chinese negotiator is being illogical”并不

是说中国谈判者真的没有逻辑，C 错误；“when he himself believe he is being quite 

straightforward.”这里 he 指的是西方人，所以 D 错误。 

34.What is the author’s attitude towards “Guanxi”? 

A. Unbiased. 

B. Slightly critical 

C. Fully supportive 

D. Paradoxical 

【答案】B。态度题。文章问作者对“关系”的态度。文章第三段和第四段提到了关系。

特别在最后一段，强调了关系可能会带来的陷阱，所以作者的态度是消极的，选择 B。A 项：

无偏见的；C 项：完全支持；D 项：矛盾的 

35.According to the article,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feature of China’s business culture? 

A. Chinese businessmen look for ways to combine different options. 

B. Chinese businessmen have stronger sense of national pride. 

C. Chinese businessmen have their own pace doing business. 

D. Chinese businessmen treasure close relationship. 

【答案】B。是非题。哪一个不是中国商业文化的特点。A 选项，中国商人寻找各种方

法将不同的选择组合在一起，第二段第一句“Easterners may examine ways to combine both 

options.”可知正确；B 选项，中国商人拥有很强的民族骄傲感，文中并未提及；C 选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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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商人有他们自己的经营速度，第一段“But in China the pace can be fast and slow 

simultaneously.”可知正确；D 选项，中国商人将关系视为宝藏，通过第三、四段可以推断正

确。所以本题选择 B 选项。 

第三单元（题量 60 限时 35 分钟） 

行业测试-金融（共 8 题） 

1.以期限在 1 年以上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中长期资金融通的市场称为（    ）。 

A.货币市场 

B.股票市场 

C.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市场  

D.资本市场 

【答案】D。按融资期限划分，金融市场分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以期限在 1 年以上

的金融工具为媒介进行中长期资金融通的市场称为资本市场，故 D 项正确；以期限在 1 年

以下的金融资产为交易标的物的短期资金融通的市场称为货币市场，故 A 项错误；股票市

场属于资本市场，不够全面，故 B 项错误；衍生金融工具是以按与实际信用活动关系分类，

故 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2.下列不属于境外上市的股票是（    ）。 

A.B 股 

B.H 股 

C.S 股 

D.N 股 

【答案】A。B 股是人民币特种股票，它是以人民币标明面值，以外币认购和买卖，在

中国境内（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外资股，故 A 项正确；H 股也称国企股，指

注册地在内地、上市地在香港的外资股，故 B 项错误；S 股是指在中国内陆注册，在新加坡

交易所上市挂牌的股票，故 C 项错误；N 股是指在中国内陆注册，在纽约交易所上市挂牌

的股票，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3.企业到外地进行临时或零星采购时，汇往采购地银行开立采购专户的款项是（    ）。 

A.银行汇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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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银行本票 

C.货币资金 

D.外埠存款 

【答案】D。外埠存款是是指企业到外地进行临时或零星采购时，汇往采购地银行开立

采购专户的款项，故 D 项正确；银行汇票是申请人将款项交存当地银行，由银行签发给申

请人持往异地办理转账结算或支取现金的票据，故 A 项错误；银行本票，申请人将款项交

存银行，由银行签发给申请人凭其在同城范围内办理转账结算或支取现金的票据，给 B 项

错误；货币资金可直接流通，故 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D。 

4.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核定贷款限额不得超过农户当年综合收入，剔除当年需偿还的其他

债务的（    ）。 

A.40% 

B.50% 

C.60% 

D.70% 

【答案】D。信贷业务审批小组定期或不定期召开农户信用等级评定会议，对上报的农

户进行评定，按照评定结果核发《农户贷款证》，明确标明信用等级和贷款限额。核定的贷

款限额不得超过农户当年综合收入（剔除当年需偿还的其他债务）的 70%，故 D 项正确，

ABC 错误。所以答案选 D。 

5.关于流动性贷款期限，表述不正确的是（    ）。 

A.临时流动资金贷款，期限<=3 个月 

B.短期流动资金贷款，3 个月<期限<=1 年 

C.中期流动资金贷款，1 年<期限<=3 年 

D.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3 年 

【答案】D。流动性贷款按期限划分可分为临时流动资金贷款、短期流动资金贷款和中

期流动资金贷款，其中，中期流动资金贷款，期限大于 1 年，并小于等于 3 年，故 D 项描

述错误，C 项描述正确；临时流动资金贷款，期限<=3 个月，故 A 项描述正确；短期流动资

金贷款，3 个月<期限<=1 年，故 B 项描述正确。所以答案选 D。 

6.与贷款五级分类相对应的贷款损失准备金制度应是（    ）。 

A.普通准备金制度 

B.专项准备金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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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特别准备金制度 

D.一般准备金制度 

【答案】B。银行应当按照谨慎会计原则，合理估计贷款可能发生的损失，及时计提贷

款损失准备，贷款损失准备包括一般准备、专项准备和特种准备，不包括普通准备金制度，

故 A 项错误；专项准备是指根据《贷款风险分类指导原则》，对贷款进行风险分类后，按每

笔贷款损失的程度计提的用于弥补专项损失的准备，故 B 项正确；特种准备指针对某一国

家、地区、行业或某一类贷款风险计提的准备，故 C 项错误；一般准备是根据全部贷款余额

的一定比例计提的、用于弥补尚未识别的可能性损失的准备，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7.据报道，去年底曾有储户账上突然多出几个亿，惊讶之余却又莫名消失，虽然涉事银

行给予了解释说明，但从管理的视角看，你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    ）。 

A.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 

B.银行的支付系统不完善 

C.技术缺陷 

D.以上情况都有可能 

【答案】A。题目中的根本原因是银行内控制度不健全，故 A 项正确；银行的支付系统

不完善，属于银行软件技术的缺陷，故 B 项错误；技术缺陷是从技术层面，故 C 项错误；

BC 错误，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8.人民币的升值将引起（    ）。 

A.出口减少，进口增加 

B.出口增加，进口不变 

C.出口增加，进口减少 

D.出口不变，进口增加 

【答案】A。随着人民币升值，人民币的购买力增强，刺激进口，减少出口，故 A 项正

确，BCD 错误。所以答案选 A。 

行业测试-经济学（共 8 题） 

1.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非常重视（    ）。 

A.恒久收入的作用 

B.汇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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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货币供应量的作用 

D.利率的作用 

【答案】D。凯恩斯的货币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L=L1+L2=ky-hr，他十分强调利率对

货币需求的影响，故 D 项正确；恒久收入的概念由弗里德曼提出，不属于凯恩斯的货币需

求的理论范畴，故 A 项错误；BC 与题干无关，故予以排除。所以答案选 D。 

2.与边际储蓄倾向提高相对应的情况是（    ）。 

A.可支配收入减少 

B.边际消费倾向下降 

C.边际消费倾向上升 

D.平均储蓄倾向下降 

【答案】B。按照消费函数与储蓄函数的关系，边际储蓄倾向+边际消费倾向=1，故 B

项正确、C 项错误；可支配收入减少，会使边际储蓄倾向降低，故 A 项错误；边际储蓄倾向

提高的同时，平均储蓄倾向也会提高，故 D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B。 

3.下列能造成 IS 曲线向右移动的因素是（    ）。 

A.减税 

B.减少公共支出 

C.扩大货币供应 

D.增税 

【答案】A。IS 曲线向右移动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主要包括增加支出，减少税收，故

A 项正确；减少公共支出和增税都属于紧缩性的财政政策，会引起 IS 曲线向左移动，不符

合题意，故排除 BD；扩大货币供应，属于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只会引起 LM 曲线向右移动，

不符合题意，故 C 项错误。所以答案选 A。 

4.如果商品 X 和商品 Y 互为替代，则 X 的价格下降将造成（    ）。 

A.X 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B.X 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C.Y 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 

D.Y 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答案】C。如果商品 X 和商品 Y 互为替代，则 X 的价格下降不会造成 X 的需求曲线

移动，但是会使得 Y 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故 C 项正确、ABD 错误。所以答案选 C。 

5.下列不属于积极财政政策措施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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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施结构性减税 

B.增加转移支付 

C.降低银行存贷款利率 

D.提高出口退税率 

【答案】C。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加和刺激社会的总需求，主要

措施有：降低税率、增加转移支付和转移支付、增加国债等等，故 ABD 项不符合题意。降

低银行存贷款利率，属于货币政策，不属于财政政策，故 C 项符合题意。所以答案选 C。 

6.国际上根据居民家庭中食物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用来衡量家庭富足程度的一个

重要分析指标是（    ）。 

A.恩格尔系数 

B.基尼系数 

C.道•琼斯指数 

D.纳斯达克指数 

【答案】A。恩格尔系数是衡量富裕程度的指标，故 A 项正确；基尼系数是根据据洛伦

兹曲线所定义的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故 B 项错误；CD 为股票指数，故 CD 错误。

所以答案选 A。 

7.在要素供给中，（    ）是原始要素的所有者。 

A.生产者 

B.消费者 

C.政府 

D.要素市场 

【答案】B。要素所有者既可以是生产者，也可以是消费者。生产者生产许多将要再次

投入于生产过程的“中间产品”或“中间生产要素”，因而是中间要素的所有者；消费者则

向市场提供“原始生产要素”，因而是原始要素的所有者，故 B 项正确、ACD 错误。所以答

案选 B。 

8.下列选项中，不能列入国内生产总值核算的是（    ）。 

A.出口到外国的一批货物 

B.政府给贫困家庭发放的一笔救济金 

C.经纪人为一笔旧房买卖收取佣金 

D.小李购置一台新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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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政府给贫困家庭发放的一笔救济金，属于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应列入国内

生产总值，故 B 项为所选、排除 ACD。所以答案选 B。 

行业测试-财会（共 6 题） 

1.该企业出售一台设备，其原始价值 500000 元，已经计提折旧 250000 元，出售获得

300000 元已经存入银行，并以银行存款支付清理费用 20000 元，该公司处置设备收到的净

现金为（    ）。 

A.300000 元 

B.30000 元 

C.50000 元 

D.270000 元 

【答案】B。处置设备收到的净现金主要反映设备本身的处置损益，处置设备收到的净

现金=300000-（500000-250000）-20000=30000（元），故本题应选 B 项。 

2.该企业 2015 年末和 2016 年末的营业净利率分别为 7%和 8%，总资产周转率分别为 2

和 1.5，净资产收益率不变，则该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为（    ）。 

A.变差 

B.变好 

C.不变 

D.无法确定 

【答案】A。本题考核杜邦分析体系中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式计算，净资产收益率=营业

净利率*总资产周转率*权益乘数，其中权益乘数= 1/（1-资产负债率）。由此可见，权益乘数

与资产负债率同向变动。因净资产收益率不变，故可设为 a，2015 年营业净利率为 7%，总

资产周转率为 2，则 2015 年权益乘数为 a/14%；2016 年营业净利率为 8%，总资产周转率为

1.5，则 2016 年权益乘数为 a/12%。2016 年权益乘数相较于 2015 年有所上升，权益乘数，

资产负债率越大其财务风险越高，综上所述，资产负债率的变化趋势为 A 项变差。故本题

应选 A 项。 

3.现金周转期是衡量企业现金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2016 年度，该企业存贷周转期为

150 天，应收周转期为 90 天，应付周转期为 100 天。则该公司现金周转期为（    ），在其

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该企业可以通过（    ）加速现金周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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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0 天，减少应付账款 

B.140 天，减少存货量 

C.40 天，放宽赊销政策 

D.250 天，减少存货量 

【答案】B。现金周转期指从购买存货支付现金到收回现金这一期间的长度，现金周转

期=应收账款周转期-应付账款周转期+存货周转期。本题现金周转期=90-100+150=140，缩短

现金周转期即为加速现金周转，通过加快生产与销售产成品来减少库存量，能够缩短存货周

转期，进而加速现金周转，因此 B 为正确答案。其余选项中现金周转期计算结果均不正确。

故本题选 B 项。 

4.财务结构是指资产负债表上资产与负债、所有者权益之间呈现的不同比例关系。从静

止状态看，一般分为财务闲置状态、财务均衡状态、财务困境状态、财务破产状态。下列企

业财务结构属于财务闲置状态的是（    ）。 

A. 

 

B. 

 

C. 

 

 

流动资产 70% 

 

负债 50% 

其中：流动负债 25% 

非流动负债 25% 

 

所有者权益 50% 

 
非流动资产 30% 

流动资产 45% 

 

负债 50% 

其中：流动负债 25% 

非流动负债 25% 

  

非流动资产 55% 

 

 

所有者权益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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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答案】A。财务闲置状态的财务结构特征是流动资产占用了流动负债、流动负债和部

分所有者权益资金，更多的资金停留在收益率相对低的流动资产上。A 中流动资产占 70% ，

可知 A 为财务闲置状态，A 选项为正确答案。 

财务均衡状态是流动资产占用流动负债的近 2 倍，符合流动比率的一般要求，对流动负

债偿还的保障充足，又比较充分地运用资金，由此可知，B 为财务均衡状态。 

财务困境状态是长期资产不仅占用了所有者权益和长期负债，还占用了部分流动资金，

可知 C 为财务困境状态。 

财务破产状态是企业所有者权益资金全部亏掉，还亏损了部分负债，已经资不抵债，由

此可知 D 为财务破产状态。 

故本题选 A 项。 

5.假定甲公司生产并销售某种产品，该产品存在 X、Y、Z 三个市场。甲公司均能在这

三个市场上销售该种产品。在计量日，甲公司在这三个市场上生产和销售了 100 个产品，具

体如下： 

流动资产 30% 负债 50% 

其中：流动负债 25% 

非流动负债 25%   

非流动资产 70% 

 

 

所有者权益 50% 

 

 

流动资产 55% 负债 63% 

其中：流动负债 49% 

非流动负债 14% 

  

非流动资产 45%  

所有者权益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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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信息，按照新准则的规定，甲公司在计量该种产品时，公允价值应为（    ）。 

A.20000 元 

B.25000 元 

C.27250 元 

D.30000 元 

【答案】B。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第九条规定：“企业以公

允价值计量相关资产或负债，应当假定出售资产或者转移负债的有序交易在相关资产或负

债的主要市场 进行。主要市场，是指相关资产或负债交易量最大和交易活跃程度最高的市

场。”因此，这道题的关键在于确定主要市场，公允价值就是在该主要市场的销售价格。 

由题中信息可知，该产品在 X 市场的交易量比重为 60%*15%=9%；该产品在 Y 市场的

交易量比重为 25%*75%=18.75%；该产品在 Z 市场的交易比重为 15%*10%=1.5%。因此，

主要市场应该为 Y 市场，所以该产品的公允价值应该是 Y 市场的销售价值 25000 元，正确

答案为 B。 

6.甲公司开具一张金额 50 万元的汇票，收款人为乙公司，付款人为丙银行。乙公司收

到后将该汇票背书转让给丁公司。下列说法不正确的是（    ）。 

A.该票据只能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不能背书记载“质押”字样 

B.如乙公司在背书转让时于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丁公司再背书转让的，该转

让行为依然有效，但持票人不得向乙公司行使追索权 

C.乙公司背书转让时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D.如甲公司在出票时于汇票上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则乙公司背书行为无效，丁公

司不能获得票据权利 

【答案】A。根据题干，《票据法》第三十五条规定：“背书记载‘委托收款’字样的，

被背书人有权代背书人行使被委托的汇票权利。但是，被背书人不得再以背书转让汇票权

利。”“汇票可以设定质押；质押时应当以背书记载‘质押’字样。被背书人依法实现其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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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可以行使汇票权利。”该汇票可以记载“委托收款”或“质押”字样，可知 A 说法错误，

故应选择 A 项；《票据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

的，汇票不得转让。据此可知，甲公司作为出票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字样，乙公司

不能再背书转让，若乙公司背书转让，该转让无效，D 项正确，故排除 D 项；第三十三条第

一款规定，背书不得附有条件。背书时附有条件的，所附条件不具有汇票上的效力。据此可

知，乙公司在背书转让时不得附有条件，即便是实际上附加了条件，所附条件也不具有汇票

上的效力，C 项正确，故排除 C 项；第三十四条规定：“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不得转让’

字样，其后手再背书转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由此可见，法

律规定若原背书人在汇票上记载有“不得转让”字样时，汇票不得转让，若其后手再背书转

让的，原背书人对后手的被背书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并未规定该背书行为无效，因此选项 B

是正确的，故排除 B 项。故本题应选 A 项。 

行业测试-法律（共 8 题） 

1.某单位的工作人员甲因执行公务给乙造成了损害，对乙直接承担赔偿责任的是（    ）。 

A.工作人员甲       

B.甲所在的单位 

C.甲和甲所在的单位     

D.甲或甲所在的单位 

【答案】B。《国家赔偿法》第 7 条第 1 款规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行使行政职权

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该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所以答

案选 B。 

2.某市交通管理局发布文件，规定对高速公路过往车辆征收过路费。丁某驾车路过被征

收，认为属于乱收费，欲讨个说法。下列选项中不正确的是（    ）。 

A.丁某可以直接对该征收行为提起行政复议 

B.丁某可以针对该规范性文件要求复议审查 

C.丁某可以在申请复议征收行为时要求审查该规范性文件 

D.丁某不必经过复议，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答案】B。本题属于《行政复议法》第 7 条所规定之情形，因此 A 和 C 正确，B 错

误。至于 D，本题情形并不属于必须复议前置的种类，故 D 正确。所以答案选 B。 



银行备考交流 qq 群：701040956 

 

3.张某家住北京市东城区，在朝阳区有一套商业用房，市拆迁办（在西城区）决定对其

房屋拆迁，张某不服，诉至法院，应由（    ）受理。 

A.朝阳区法院       

B.东城区法院      

C.西城区法院    

D.以上三个法院都可以 

【答案】A。《行政诉讼法》规定：因不动产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

管辖。房屋属于不动产，因其引起的诉讼应由其所在地法院，即朝阳区法院管辖。所以答案

选 A。 

4.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行政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

应向（    ）申请行政复议。 

A.本级人民政府       

B.上一级主管部门 

C.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原行政机关   

D.行政监察机关 

【答案】B。行政复议法规定，对海关、金融、国税、外汇管理、国安等这些垂直领导

的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应向其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行政复议。所以答案选 B。 

5.甲、乙同在某农贸市场卖猪肉，一日，甲因抢了乙的顾客而被乙殴打，后被人拉开。

甲极为窝火，回到自己的摊位，拿起切肉刀向乙胸部刺去，致乙死亡。甲的行为属于（    ）。 

A.正当防卫 

B.防卫过当 

C.假想防卫 

D.事后防卫 

【答案】D。正当防卫指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

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防卫过当是指防卫明显超过必

要限度。假想防卫是指行为人由于主观认识上的错误，误认为有不法侵害的存在，实施防卫

行为结果造成损害的行为。事后防卫是指不法侵害结束之后，即行为人被制服、丧失侵害能

力、自动中止、逃离现场等情形下所进行的防卫。所以答案选 D。 

6.下列哪种情形是犯罪未遂（    ）。 

A.甲原本想打伤乙，欲实施暴力时发现乙身上有巨额现金，便拿走了现金，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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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的行为属于故意伤害未遂 

B.王某因情场失意，遂决定杀掉情敌张某，于是持刀尾随张某，王某行为属于故意杀人

未遂 

C.赵某在强奸李某的时候，遭到李某的强烈反抗，反被李某制服，赵某属于强奸未遂 

D.丙从行驶的大卡车上盗窃了一箱货物，随后抛在路边，而后返回抛货地点没有找到，

丙的行为属于盗窃未遂 

【答案】C。犯罪未遂是指犯罪分子已经着手实行犯罪，但由于其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

得逞。A 项中的甲是抢劫罪的既遂，故意伤害罪的中止。B 项中王某的行为属于故意杀人罪

的预备。C 项中赵某的行为是强奸未遂。D 项中丙的行为属于盗窃既遂。所以答案选 C。 

7.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紧急避险不负刑事责任，但其构成要件有明确的规定，关于紧

急避险的构成要件，下列表述不正确的是（    ）。 

A.必须且只能是为了使国家的利益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 

B.必须实在不得已情况下所采取 

C.不应超过必要的限度 

D.这种危险必须是正在发生的 

【答案】A。《刑法》第 21 条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

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发生的危险，不得已采取的紧急避险行为，造成损害的，不负刑事责

任。紧急避险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

处罚。第一款中关于避免本人危险的规定，不适用于职务上、业务上负有特定责任的人。所

以答案选 A。 

8.下列关于刑罚的说法正确的是（    ）。 

A.主刑的种类有管制、拘留、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 

B.管制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 

C.超过 75 周岁的人以及怀孕的妇女均不适用死刑 

D.对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答案】D。《刑法》第 33 条规定，主刑的种类如下：(1)管制；(2)拘役；(3)有期徒刑；

(4)无期徒刑；(5)死刑。A 选项错误。该法第 38 条第 1 款规定，管制的期限，为 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B 选项错误。该法第 49 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

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审判的时候已满 75 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

死亡的除外。故 C 选项错误。D 选项说法正确，所以答案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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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测试-管理（共 6 题） 

1.“我们需要做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由谁去做，什么时候做，在什么地方

做，怎么去做”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处理各类事务关系常常谈及的话题。后经人们

的不断运用和总结，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将其定义为“5W1H”模式。在管理学中，该模

式是下列哪项职能应解决的问题？（    ） 

A.控制职能 

B.领导职能 

C.计划职能 

D.组织职能 

【答案】C。本题考察计划职能。美国政治学家拉斯维尔的“5W1H”模式，就是对工作

进行科学的分析，对某一工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就其工作内容（What）、责任者（Who）、

工作岗位（Where）、工作时间（When）、怎样操作（How）以及为何这样做（Why），即“5W”、

“1H”进行书面描述，并按此描述进行操作，达到完成职务任务的目标。该模式相当于计划

职能的内容。C 项正确。控制职能控制是指检查工作是否按既定的计划、标准和方法进行，

发现偏差分析原因，进行纠正，以确保组织目标的实现的管理活动过程。A 项不合题意，错

误。领导职能是指导和影响群体或组织成员为实现群体或组织目标而做出努力和贡献的过

程或艺术。B 项不合题意，错误。组织职能是指所确定的任务由谁来完成以及如何管理和协

调这些任务的过程。管理者要根据组织的战略目标和经营目标来设计组织结构、配备人员和

整合组织力量，以提高组织的应变力。D 项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C。 

2.美国营销学者杰罗姆·麦卡锡将诸多市场营销因素概括为产品、定价、分销和促销，

即“4P”策略。据此，某银行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机场绿色通道增值服务属于（    ）。 

A.定价策略 

B.分销策略 

C.产品策略 

D.促销策略 

【答案】C。本题考察“4P”策略。在市场营销组合观念中，4P 分别是产品( product)，

价格( price)，渠道( place)，促销( promotion)。产品策略主要是指企业以向目标市场提供各种

适合消费者需求的有形和无形产品的方式来实现其营销目标。在产品策略中，我们不仅考虑

核心产品，还注意了附着在核心产品上的附加利益。某银行为高净值客户提供机场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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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值服务属于附加利益。C 项正确。定价策略是指企业以按照市场规律制定价格和变动价格

等方式来实现其营销目标。A 项不合题意，错误。分销策略主要是指企业以合理地选择分销

渠道和组织商品实体流通的方式来实现其营销目标。B 项不合题意，错误。促销策略主要是

指企业以利用各种信息传播手段刺激消费者购买欲望，促进产品销售的方式来实现其营销

目标。D 项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C。 

3.某设计公司专注于办公室软装修这一细分市场而放弃其他装修产品，通过不断设计精

品方案，该公司在资源整合、产品研发、客户三大方面显示了强大的增长后劲，在办公室软

装修市场居于领先地位。该公司的目标市场选择策略属于（    ）。 

A.产品/市场集中化策略 

B.市场专业化策略 

C.选择性专业化策略 

D.产品专业化策略 

【答案】A。本题考察目标市场选择战略。根据目标市场进行划分，目标市场选择战略

一般有五种。产品一市场集中化战略是指企业的目标市场无论从市场(顾客)或是从产品角度，

都集中于一个细分市场。某设计公司专注于办公室软装修这一细分市场而放弃其他装修产

品，属于产品一市场集中化战略。A 项正确。产品专业化战略是指企业面对所有的细分市场

只生产经营一种产品。D 项不合题意，错误。市场专业化战略是指企业向同一细分市场提供

不同类型的产品。B 项不合题意，错误。选择性专业化战略是指企业有选择地进人多个细分

市场，并向这些细分市场分别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C 项不合题意，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A。 

4.某旅游公司总经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以过人的职业洞察力发现海外度假旅游项

目与 25-35 岁新婚家庭消费群体之间的关联性，并针对这部分群体快速设计出一套新的旅游

路线和体验项目，在广泛宣传后收到丰硕的订单。但由于涉及到与交通管理、签证、保险等

机构的协调，新项目一直未能批准，信任危机造成该公司丧失大量的市场机会，公司经营每

况愈下。下列说法那种最能概括该总经理的管理能力？（    ） 

A.技术技能和概念技能强，人际技能弱 

B.技术技能和人际技能强，概念技能弱 

C.人际技能和概念机能强，技术技能弱 

D.技术技能、人际技能和概念技能都弱 

【答案】A。本题考察管理技能。管理技能是指组织各级管理者运用流程、技术和知识

完成管理任务的能力。管理者需要三种基本：技术技能、人际技能和概念技能。技术技能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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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某一专业领域内有关的工作程序、技术、知识和方法完成组织任务的能力。人际技能指

处理与人事关系有关的技能，即理解、激励他人并与他人共事的能力。概念技能指能够洞察

组织与环境相互影响的复杂性，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分析、判断、抽象、概括并迅速做出正确

决断的能力。某旅游公司总经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快速设计出新的旅游路线和体验项

目，在广泛宣传后收到丰硕的订单，说明其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正确决策能力和丰富的专业

知识，技术技能和概念机能强。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没有协调好与交通管理、签证、保险

等机构的关系，导致新项目一直未能批准，说明其技术技能弱。所以 B、C、D 项不合题意，

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A。 

5.某银行网点一直以小型企业业务为自身优势。但随着当地经济开发区的简历，网点周

边的小企业逐渐搬迁，网点负责人制定了两种应对措施：一是跟踪维护原有客户以及深入挖

掘周边潜在的小企业客户；二是把业务重心转移到拓展周边个人客户。这两种措施依次分别

属于管理中的（    ）。 

A.前馈控制和反馈控制 

B.反馈控制和前馈控制 

C.调整计划和纠正偏差 

D.纠正偏差和调整计划 

【答案】B。本题考察控制类型。根据控制信息的来源控制分为反馈控制和前馈控制。

反馈控制就是用过去的情况指导现在和将来的工作，从而实现对管理过程的控制。前馈控制

又称指导未来的控制，它的具体办法是不断利用最新信息进行预测，把所期望的结果同预测

的结果进行比较，采取措施使实际活动与期望的结果相吻合。某银行网点负责人制定了第一

条措施是根据周边的小企业逐渐搬迁而制定的，属于反馈控制；第二条措施把业务重心转移

到拓展周边个人客户是指导未来业务的控制，属于前馈控制。所以 B 项正确，A 项说法正

好相反，错误。该银行网点的服务宗旨，目标没有改变，工作过程也没有出现错误，所以不

需要调整计划与纠正偏差，C、D 错误。故正确答案为 B。 

6.生活方式营销是指以消费者所追求的生活方式为诉求，通过将公司的产品或品牌演化

成某一种生活方式的象征甚至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识别标志，而达到吸引消费者、建立起稳

定的消费群体的目的。下列不属于生活方式营销的是（    ）。 

A.某手机广告展示了生活中不同场景下人们使用该手机拍照，将其塑造为热爱生活的人

们随时随地记录影响的工具 

B.某笔记本电脑广告模拟了工作中咖啡杯被碰倒、咖啡洒在键盘上的场景，以展示其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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泼溅键盘对数据安全的意义 

C.某化妆品广告中，女主角在患病、万般疼痛的时候，也要在去医院之前换上自己的印

花裙子，用该化妆品描着口红，强调“美丽带来的积极生活状态” 

D.某款汽车定位城市白领渴望突破都市工作和生活束缚的心理，在广告中提出驾着它

“开溜”的口号 

【答案】B。本题考察生活方式营销。生活方式营销是针对生活方式中活动、兴趣、态

度、消费、期望、情感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作出的营销组合策略。A 项在不同场景下人们使

用该手机拍照，将手机塑造为热爱生活的人们的工具，属于生活方式营销。C 项化妆品描着

口红，强调消费者的积极生活状态，属于生活方式营销。D 项某款汽车定位城市白领渴望突

破都市工作和生活束缚的心理期望，属于生活方式营销。B 项是强调笔记本电脑防水功能，

对数据安全的保护。不是针对生活方式对消费行为的影响作出的营销决策，不属于生活方式

营销。故正确答案为 B。 

行业测试-信息科技（共 6 题） 

1.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程序设计语言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整个发展过程中，程序设

计语言可以分为四代，以下四种语言按照先后顺序排列正确的一组是（    ）。 

（1）机器语言（2）汇编语言（3）高级语言（4）非过程化语言 

A.（3）（2）（1）（4） 

B.（4）（1）（3）（2） 

C.（1）（3）（4）（2） 

D.（1）（2）（3）（4） 

【答案】D。计算机语言是人与计算机进行信息交换的工具，可以分为四代，按先后顺

序分别为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非过程化语言以及智能化语言。 

2.“阿尔法围棋”（Ralph A. Go）在几次世界瞩目的人机大战后站在了围棋之巅，现在

它又以一种新的方式超越了自己：新版本“从零开始”自学围棋，仅用 3 天就击败其前辈版

本，成为新的王者。“阿尔法围棋”主要采用的技术是（    ）。 

A.虚拟现实 

B.仿真技术 

C.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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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多媒体技术 

【答案】C。“阿尔法围棋”主要采用的技术是人工智能（AI），所以本题选 C。 

3.数据挖掘算法主要有聚类算法、关联算法、决策树算法和回归分析等，各种算法用于

解决不同的实际问题，某分行拟通过对县域机构数量与存款市场竞争力的相关性分析，进而

建立两者之间的函数表达式，用新思维拓展县域市场，提升县域存款的市场竞争力。则可以

采用的是（    ）。 

A.关联算法 

B.决策树算法 

C.聚类分析 

D.回归分析 

【答案】D。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是确定两种或两种以上变量间相互依赖的定量

关系的一种统计分析方法。所以答案选 D。 

4.某大型超市中的几台收银机突然同时发生了网络故障，无法提供收银服务，收银员很

抱歉地请排队等候的顾客移至其他收银台完成付款，却发现所有的收银台都不可以付款。最

终维修人员发现是由于控制室中央设备出现故障导致的。据此可以推断，这个大型超市中收

银台网络互连的拓扑结构可能属于（    ）。 

A.树形结构 

B.星型结构 

C.总线型结构 

D.环形结构 

【答案】A。树形拓扑形状像一棵倒置的树，顶端是树根，树根以下带分支，每个分支

还可再带子分支。一般树形网上的链路相对具有一定的专用性，无须对原网做任何改动就可

以扩充工作站。它是一种层次结构，结点按层次连结，信息交换主要在上下结点之间进行，

相邻结点或 同层结点之间一般不进行数据交换。但是如果中央设备出现故障，就会导致全

体瘫痪，所以答案选 A。 

5.在 excel 中的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之前，应先对分类字段进行（    ）。 

A.排序 

B.索引 

C.筛选 

D.不需要任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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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在对数据进行分类汇总之前，首先要进行的操作是排序，排序的目的是使

相同字段的记录（数据行）排列在一起，以便进行分类汇总。故本题应选 A 项。 

6.（    ）中的数据，根据需要可读可写。 

A.CD－BCM 

B.RAM 

C.ROM 

D.CPU 

【答案】C。A 选项 CDROM 是指光驱。属于外存，和内存无关，C 选项 ROM 只读存

储器，一般用来存储电脑主板的 bios。C 选项 RAM 随机存储器，这个也叫电脑的主存，可

读可写，RAM 一般是以内存条的形式出现的，可以替换也可以扩充。少数的电脑是焊死在

主板上的。一般是集成设备或笔记本。D 选项中央处理器（CPU，Central Processing Unit）

是一块超大规模的集成电路，是一台计算机的运算核心（Core）和控制核心。故本题应选 C

项。 

行业测试-邮政储蓄银行特色知识（共 8 题） 

1.日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成为全国网点规模最大、覆盖面最广、服务客户最多的商

业银行，截止 2016 年 3 月末，邮储银行拥有网点超过（    ）万个，打造了包括网上银行、

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博银行、微信银行和易信银行在内的点子啊金融服务网站，服务触

角遍及广袤城乡，服务客户近（    ）亿人。 

A.4、5 

B.3、4 

C.5、6 

D.2、3 

【答案】A。截止 2016 年 3 月末，邮储银行拥有网点超过 4 万个，打造了包括网上银

行、手机银行、电话银行、微博银行、微信银行和易信银行在内的点子啊金融服务网站，服

务触角遍及广袤城乡，服务客户近 4.9 亿人。所以答案选 A。 

2.邮储银行为大力扶持小额贷款，再就业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等贷款业务，深

化“银政”、“银企”、“银协”和（    ）等五大平台的合作。 

A.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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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银卡 

C.银保 

D.银农 

【答案】C。为深化“银政”、“银企”、“银协”和“银保”等五大平台的合作，邮储银

行为大力扶持小额贷款，再就业贷款、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贷款等贷款业务。所以答案选 C。 

3.2016 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位列“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第（    ）位。 

A.三 

B.四 

C.五 

D.六 

【答案】D。《2016 亚洲银行竞争力排名报告》发布，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位列“亚洲银

行竞争力排名”第六位。所以答案选 D。 

4.截至 2016 年年底，邮储银行总资产达 8.27 万亿元，总比增长（    ）%。 

A.13.28% 

B.15.28% 

C.16.28% 

D.19.28% 

【答案】A。截至 2016 年年底，邮储银行总资产达 8.27 万亿元，总比增长 13.28%；净

利润 397.7 亿元，同比增长 14.11%。所以答案选 A。 

5.为方便客户小额便捷支付需求，邮储银行将对签约财付通快捷支付业务的借记卡客户，

凡单笔金额（    ）元（含）以下的交易，本行将交易验证短信的发送权转交给财付通。 

A.100 

B.200 

C.300 

D.400 

【答案】B。2016 年 12 月，为方便客户小额便捷支付需求，邮储银行将对签约财付通

快捷支付业务的借记卡客户，凡单笔金额 200 元（含）以下的交易，本行将交易验证短信的

发送权转交给财付通。所以答案选 B。 

6.2016 年 2 月起，邮政储蓄银行的客户可以通过银行卡使用（     ）来进行支付。 

A.Huawei P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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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pple Pay 

C.Android Pay 

D.Mi Pay 

【答案】B。2016 年 2 月起，邮政储蓄银行的客户可以通过银行卡使用 Apple Pay 来进

行支付。所以答案选 B。 

7.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客服电话是（    ）。 

A.95580 

B.95588 

C.95595 

D.95533 

【答案】A。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客服电话是 95580。所以答案选 A。 

8.2016 年 11 月-12 月，邮储银行将举办第（    ）届“璀璨金生邮储喝彩”代理金属实

盘交易大赛活动。 

A.一 

B.二 

C.三 

D.四 

【答案】B。2014 年末，邮储银行举办了第一届，2016 年底邮储银行将举办第二届“璀

璨金生邮储喝彩”代理金属实盘交易大赛活动。所以答案选 B。 

行业测试-时事（共 10 题） 

1.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Thales)，以表彰其在

以下哪一领域做出的巨大贡献？（    ） 

A 契约理论 

B.消费、贫困以及福利制度 

C.行为经济学 

D.宏观经济学 

【答案】C。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行为金融学奠基者、芝加哥大学教授理查德

•塞勒（Richard Thaler），表彰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所以本题选 C。诺贝尔奖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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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奖是银行时政必考题，这个大家在以后的考试复习中一定要知道。 

2.《人民日报》今年 7 月 17 日在头版刊发题为“有效防范金融风险”的评论员文章中

写道：“既防‘黑天鹅’也防‘灰犀牛’，对各类风险苗头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能置若罔闻。”

文中所谓的“灰犀牛”，是比喻（    ）。 

A.难以预见或突如其来的大灾难 

B.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潜在危机 

C.小概率而影响巨大的事件 

D.随机突发的大危机事件 

【答案】B。黑天鹅比喻小概率而又影响巨大的事件，灰犀牛比喻大概率且影响巨大的

潜在危机。比黑天鹅更危险的是什么？其实是灰犀牛！它生长于非洲草原，体型笨重、反应

迟缓，你能看见它在远处，却毫不在意，一旦它向你狂奔而来，憨直的路线、爆发性的攻击

力定会让你猝不及防，直接被扑倒在地！所以危险并不都来源于突如其来的灾难、或者太过

微小的问题，更多只是因为我们长久地视而不见。所以答案选 B。 

3.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要坚持（    ）的定

位，综合运用金融、土地、财税、投资、立法等手段，加快研究建立符合国情、适应市场规

律的基础性制度和长效机制，既抑制房地产泡沫，又防止出现大起大落。 

A.“不做土地财政” 

B.“严格控制房价” 

C.“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D.“不依赖房地产推动经济发展” 

【答案】C。2017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要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的定位，所以答案选 C。 

4.2017 年 10 月 18-24 日，中国共产竞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开。十九大

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转化为（    ）。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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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更和不平衡不充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C.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D.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答案】A。2017 年 10 月 18-24 日，中国共产竞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胜利召

开。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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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所以答案选 A。 

5.2017 金砖五国峰会的参与国家是（    ）。 

A.中国、美国、俄罗斯、巴西、南非 

B.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南非 

C.中国、俄罗斯、加拿大、南非、泰国 

D.中国、印度、俄罗斯、意大利、希腊 

【答案】B。从 2006 年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四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首次

会晤，到 2010 年南非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金砖国家扩大为五国。2017 年 9 月 3 日至 5

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在福建厦门举行，主题是：“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

光明未来”。金砖合作已经步入第二个“黄金十年”。所以本题答案选 B。 

6.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安排，其中第一阶段时间计划是（    ）。 

A.2020 年至 2035 年 

B.2020 年至 2030 年 

C.2018 年至 2030 年 

D.2015 年至 2030 年 

【答案】A。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从 2020 年

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

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

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所

以本题答案选 A。 

7.我国机构中，（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和专门协商机构。 

A.人民政协 

B.国务院 

C.人大常委 

D.民政部 

【答案】A。在我国机构中，人民政协履行参政议政、民主协商的职能，国务院是最高

的行政机关，人大常委是人大的常设机构，属于权力机关。所以本题答案选 A。 

8.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    ）。 

A.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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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0% 

C.20% 

D.40% 

【答案】A。“十二五”时期，按照 2010 年美元不变价计算，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

增长的年均贡献率达到 30.5%，跃居全球第一。所以本题答案选 A。 

9.坚持（    ），是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加强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基本方针。 

A.一个中国原则 

B.一国两制 

C.互通有无 

D.两岸互通 

【答案】A。“一国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

而创造的方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主要方针，也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别

行政区所采用的制度。所以本题答案选 A。 

10.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的民生和社会治理版块，提到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

育，普及（    ）。 

A.义务教育 

B.职业能力教育 

C.高中阶段教育 

D.大学生阶段教育 

【答案】C。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

社会治理。首先是优先发展教育事业，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推动城

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所以本题答案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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