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水事业单位考试原题

1-18 在收集过程中有部分真题遗失。

19.
【答案】B
【解析】我国现有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分别是：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新疆维

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和西藏自治区。

20.
【答案】A
【解析】消费是指利用社会产品来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过程。人们去博物馆看展览，即通过

支付相应费用达到观赏的目的，故选 A。
21.
【答案】C
【解析】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核心是要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经济增长包括两个相互

联系、相互制约的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规模扩大，二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的提

高。经济增长必须坚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把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提高统一起来。转变

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到新阶段提出的必然要求。C 项正确。A 项错误，积累与

消费关系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内容；B 项错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是经济效益的问题；

D项错误，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也不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核心问题。故正确答案为 C。
22.
【答案】D
【解析】我国只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战略，

才能把我国的对外开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一)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1.实施市场

多元化战略，扩大对外贸易；2.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水平。(二)实施

“走出去”战略。

23.
【答案】B
【解析】社会主义的文化产品应讲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社会主义的文化产品是为

人民服务的，因此应该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不忽视经济效益的提高。

24.
【答案】C
【解析】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因此应该把国家和人

民的利益置于首位，同时兼顾个人的合法利益。

25.
【答案】A
【解析】A 是我国实行“一国两制”政策的政治基础，B 适用于外交；C 的表述错误，应为

“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D 是宪法赋予港澳台地区的权利，而

非基础。

26.
【答案】A
【解析】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

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27.
【答案】D



【解析】我国的外交政策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根本性原则是独立自主，即不与任

何国家结盟，制定外交政策、方针时不受任何国家任何形式的干涉。

28.
【答案】B
【解析】传统历史学观点认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爆发（1640 年）,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资

本主义时代。

29.
【答案】D
【解析】长期以来，我们的农业尤其是粮食等大宗农产品生产，主要是以产量目标为主，努

力增加农产品社会供应量和安全保障程度。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升，

对农产品的消费需求结构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早已不是满足够吃吃饱问题，而是要吃好、

讲品质、讲安全、讲休闲、讲养生。由此导致一方面出现大量农产品过剩滞销，另一方面对

农业上的许多新兴需求却得不到满足，这种供需双方结构性的扭曲已经成为阻碍农业发展的

突出问题和矛盾。如果不对农业的供给侧进行结构的适应性改变和调整，不仅不能实现农业

资源的高效优化配置，导致资源浪费，也无法解决供需之间的不对接问题，无法实现农业增

长的消费需求拉动，因此把发展现代农业的着力点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项非常及时正

确的战略决策。

30.
【答案】C
【解析】“按常规”体现的是矛盾的共性即普遍性，而司马光没有按照常规，而是根据当时

的情况进行分析，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体现了做事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故本题答案

选 C。
31.
【答案】C
【解析】“共生”——现代汉语成语词典解释为：互相依靠着过日子，泛指互相依赖。其实，

动物和植物间也存在着这种微妙关系，生物学上称此为共生现象。例如，海葵常固定在寄居

蟹的外壳上，当它靠刺细胞防御敌害时，能对寄居蟹起到间接的保护作用。而寄居蟹到处爬

行，可使海葵得到更多的食物。再如，在巴西的丛林中生长着一种蚁栖树。这种树树干高大，

有节，叶片呈掌状，外形像蓖麻。蚁栖树因栖息蚂蚁而得名。树上栖息的蚂蚁叫益蚁，益蚁

能群起攻击专吃树叶的啮叶蚁，从而保护了蚁栖树；而蚁栖树叶柄基部丛生细毛，细毛中常

分泌含有丰富蛋白质和脂肪的类似物质，供益蚁食用。

32.
【答案】A
【解析】严守国家机密是法律规定的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我们每个公民热爱祖国、

捍卫国家利益的基本要求。故选 A。
33.
【答案】A
【解析】道德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有其自身的基本特征，主要包括社会性、共同性、继

承性、实践性和阶级性。故本题答案选 A。
35.
【答案】C
【解析】1945 年 4 月 23 日至 6 月 11 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是中共历史和中国革命历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一次盛会。这次会议不仅制定了“放手

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



民主主义中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为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主

主义中国做了充分准备；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第一次明确地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

想，并庄严地写入党章：“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

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和经验主义的偏向。”

36.
【答案】D
【解析】个人可支配收入等于个人收入扣除向政府缴纳的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不动产

税、人头税、汽车使用税以及交给政府的非商业性费用等（统称非税支付）以后的余额。故

本题答案选 D。
37.
【答案】B
【解析】社会保险是一种有效的经济补偿手段。它通过所有成员的互助共济实现对少数遇险

成员的收入损失补偿，使遇险成员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程度。故本题答案选 B。
38.
【答案】C
【解析】在现实生活中，产品和劳务的最后使用主要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政府购买和出

口。因此，用支出法核算 GDP，就是核算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居民消费、企业投资、

政府购买和净出口这几方面支出的总和。其中，居民消费，包括购买冰箱、彩电、洗衣机、

小汽车等耐用消费品的支出，服装、食品等非耐用消费品的支出以及用于医疗保健、旅游、

理发等服务消费的支出。建造住宅的支出不属于消费。由此可判断家庭的教育支出也不属于

消费，而是人力资本投资。故本题答案选 C。
39.
【答案】D
【解析】市场经济是主要是依靠市场机制来运行，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

机制和风险机制，在风险机制中，破产又是风险机制运行的最关键条件。风险是市场经济中

不可避免的，也就是因为有破产的风险，才会存在优胜劣汰，市场经济才能不断得到发展。

所以 ABC 选顶错误，而 D 选顶正确。

40.
【答案】C
【解析】1940 年 10 月 19 日，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的名义，

强令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面驳

斥这种无理要求，一面从维护抗战大局出发，答应将皖南的新四军调到江北。1941 年 1 月 4
日，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的一个支队 9000 多人由云岭出发北移。6 日，当部队行至皖南泾县

茂林地区时， 遭到国民党军 8 万多人的伏击。新四军奋战七昼夜，弹尽粮绝，除约有 2000
人突围外，大部分壮烈牺牲。军长叶挺与国民党军队谈判时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

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

企图封锁消息，禁止报纸刊登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的文章，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愤然写

下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

41.
【答案】D
【解析】请示的结语可以写为复”、“请予审批”，应当用祈请性语气行文，“如无不妥，请批

准”、“当否，请批 D选顶“务必及时回复”不适宜与上级机关行文。故本题答案为 D.
42.
【答案】A



【解析】通知的标题可以省略发文机关和事由，通告的标题可以有三种，一是完全式标题(发
文机关伟由坟种)，二是发文机关加文种，三是仅用文种作为标题。因此 A 选顶正确。

43.
【答案】B
【解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

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主体；“三改”即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

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两翼”。

44.
【答案】B
【解析】作为由中国提出创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主要业务是援助亚

太地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在全面投入运营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将运用一系列支持

方式为亚洲各国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融资支持——包括贷款、股权投资以及提供担保等，以

振兴包括交通、能源、电信、农业和城市发展在内的各个行业投资。

45.
【答案】A
【解析】政府的正当权力，系得自被统治者的同意，这句话表明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故

属于宪法中的人民主权原则。

46.
【答案】C
【解析】特别程序是人民法院审理某些特殊类型的非民事权益争议案件所适用的程序。特别

程序适用于人民法院审理下列四类案件：选民资格案件、宣告公民失踪或者宣告公民死亡案

件、认定公民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案件和认定财产无主案件。

47.
【答案】C
【解析】古人为防止蠹虫咬食书籍，便在书中放置一种芸香草，这种草有一种清香之气，夹

有这种草的书籍打开之后清香袭人，故而称之为“书香”。故选 C。
48.
【答案】C
【解析】2012 年新的《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二章第八条第十款：“报告适用于向

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故选 C。
49.
【答案】A
【解析】B 选项，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简称为宁；C 选项河北省的简称为冀；D 黑龙江省的简

称为黑，A 选项完全正确，故选 A。
50.
【答案】B
【解析】我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题目问的是根源，C、D 是条件，故排

除；历史发展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影响的作用，而不能起到决定作用。综上所述，故选 B。
51.
【答案】A
【解析】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劳动力市场是市场体系的最基本内容，是市场体系的三大支

柱。

52.
【答案】A



【解析】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最根本的是要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

有机统一起来。而其本质和核心就是要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故答案选 A。
53.
【答案】A
【解析】《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规定，各级党委应当支持和保证同级人大、政府、监

察机关、司法机关等对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依法进行监督，人民政协依章程进行民主监督，

审计机关依法进行审计监督。

54.
【答案】C
【解析】转移支付的主体是政府，而非企业，所以本题选 C。
55.
【答案】A
【解析】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

56.
【答案】A
【解析】三国指的是东汉末年后形成的魏蜀吴。

57.
【答案】B
【解析】抗日战争历史由 8 年抗战变为 14 年抗战，以强调九一八事变后抗战历史是前后贯

通的整体。

58.
【答案】D
【解析】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

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

59.
【答案】A
【解析】四大文明古国指的是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中国，不包括古波斯国。

60.
【答案】C
【解析】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各民族共同繁荣。

61.
【答案】A
【解析】党内监督必须把纪律挺在前面，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

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党纪轻处分、组织调整成为违纪处理的

大多数；党纪重处分、重大职务调整的成为少数；严重违纪涉嫌违法立案审查的成为极少数。

62.
【答案】B
【解析清明节是中国民间重要传统节日。一般是在公历的四月五日而非农历四月初五。

63.
【答案】A
【解析】党员应当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积极行使党员权利,加强对党的领导

干部的民主监督,及时向党组织反映群众意见和诉求。

64.
【答案】



【解析】

65.
【答案】A
【解析】面对产品附加值较低、拥有自主品牌较少、营销网络不健全等现象，我国要想从贸

易大国变成贸易强国，需要用科技创新提高知识密集型服务产品的出口比例，本题选 A。
66.
【答案】C
【解析】党的建设的主线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

线。

67.
【答案】A
【解析】消费者通过网络交易平台购买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

销售者或者服务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销售者或者服务者的真实名称、

地址和有效联系方式的，消费者也可以向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网络交易平台提供

者作出更有利于消费者的承诺的，应当履行承诺。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赔偿后，有权向销售

者或者服务者追偿。

68.
【答案】C
【解析】苏武是汉武帝时期派往匈奴的使者，即“苏武牧羊”的主人公。

69.
【答案】D
【解析】酸雨能使非金属建筑材料（混凝土、砂浆和灰砂砖）表面硬化水泥溶解，出现空洞

和裂缝，导致强度降低，从而损坏文物古迹，A 项正确。酸雨可导致土壤酸化，B 项正确。

酸雨能使建筑材料变脏，变黑，影响城市市容质量和城市景观，C 项正确。D项气温升高与

酸雨无关。

70.
【答案】A
【解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的本质属性在于它的社会属性。

71.
【答案】A
【解析】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基本的国情，该阶段我国生产力不够

发达，所以相应的所有制结构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说明生产力的

发展状况决定了生产关系。

72.
【答案】C
【解析】共享单车是一种新型共享经济，共享单车就其实质是一种新型的交通工具租赁业务

-自行车租赁业务，属于使用权的暂时让渡。

73.
【答案】C
【解析】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74.
【答案】B
【解析】每届全国人名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由上一届人大常委会召集。

75.



【答案】C
【解析】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76.
【答案】D
【解析】民事法律事实是根据民法（民事法律规范）的规定，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

变更或消灭的客观事实。

77.
【答案】C
【解析】立法解释指的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宪法和法律的解释。

78.
【答案】C
【解析】于归之喜指女子出嫁。

79.
【答案】A
【解析】新时期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全体社会主义

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

联盟。

80.
【答案】A
【解析】人民政协有三项主要职能:1、政治协商、2、民主监督、3、参政议政。

81.
【答案】A
【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

事业得出的一条基本结论。

82.
【答案】A
【解析】《侵权责任法》第四十九条因租赁、借用等情形机动车所有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

时，发生交通事故后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

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

的，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A 正确，BCD 错误。

83.
【答案】C
【解析】“三会”指定期召开支部党员大会、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会，“一课”指按时上好

党课。“三会一课”是党组织生活的基本形式，是加强党员日常教育管理监督的主要途径。

84.
【答案】B
【解析】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

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85.
【答案】B
【解析】经济全球化，是指在国际分工的基础上，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等各类生产要

素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流动和配置，推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的相互联系的过程。对经



济全球化可以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世界各国经济联系加强和相互依赖程度日益提高。各国

经济规则不断趋于一致;国际经济组织协调机制强化，对世界经济的协调和约束作用越来越

强。而 B 选项中资本、人员、商品在各国间流动根据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将会有限制。

86.
【答案】B
【解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势力包括:即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

爱国华侨、无党派人士和民主人士。

87.
【答案】A
【解析】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于 1939 年 9 月 1 日，是从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

88.
【答案】A
【解析】成文日期的确定有以下情况：会议通过的公文，以会议通过的日期为准；领导人签

发的公文，以签发日期为准；联合行文，以最后签发机关领导人的签发日期为准；法规体公

文以批准日期为准；电报及一般信函以实际发出日期为准。

判断题

1.
【答案】正确

【解析】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坚持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党的思想建

设中的根本任务。故该题目说法正确。

2.
【答案】错误

【解析】党的“十八”大将“科学发展观”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入党章。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3.
【答案】错误

【解析】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4.
【答案】正确

【解析】我过刑法根据犯罪行为侵犯的客体不同，将犯罪归为十类：

一、危害国家安全罪二、危害公共安全罪三、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轶序罪

四、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五、侵犯财产罪六、妨害社会管理轶序罪

七、危害国防利益罪八、贪污贿赂罪九、渎职罪十、军人违反职责罪。故该题目说法正确。

5.
【答案】正确

【解析】在我国的国家机关中有国家主席，在该机关中包括正主席和副主席。故本题的说法

正确。

6.
【答案】错误

【解析】党的十六大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十六

大报告指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

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故本题的说法错误。



7.
【答案】错误

【解析】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核心问题事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应当发挥好政府的宏观

调控作用，而不是对微观事务的管理。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8.
【答案】正确

【解析】按政府是否借用市场的力量划分为直接调控和间接调控。直接调控是指政府通过行

政管理的手段直接调控企业等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以直接配置资源。间接调控是指政府

不直接干预各微观经济单位的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财政、税收、货币政策等经济手段和制

定规划、发布信息以及法律手段，来引导和影响微观经济单位的决策和经营的方向，使之符

合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其中以间接手段为主。故该题目的说法正确。

9.
【答案】错误

【解析】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质决

定的。故本题的说法错误。

10.
【答案】错误

【解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11.
【答案】正确

【解析】明晰国有企业产权主体，建立并强化自负盈亏的权责机制，使其成为逐步能够真正

参与市场竞争的微观经济主体，是国有企业改革的基本取向。故该题说法正确。

12.
【答案】错误

【解析】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市场是"看不见的手"，而政府的引导被称为"看得见的

手"。为了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人们普遍寄希望于"两只手"的配合运用，以实现在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职能的转变。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13.
【答案】错误

【解析】中共三大提出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14-22 无

23.
【答案】错误

【解析】党的十三大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概括为：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24.
【答案】错误

【解析】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产业主要指经济社会的物质生产部门，一般而言，

每个部门都专门生产和制造某种独立的产品，某种意义上每个部门也就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

产业部门，如"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将产业等同于优惠政策。故该题目说法错

误。

25.
【答案】错误



【解析】“师夷长技以制夷”出自于魏源的《海国图志》。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26.
【答案】正确

【解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故本题说法正确。

27.
【答案】正确

【解析】我国仍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国情。故本题说法正确。

28.
【答案】正确

【解析】世界上在国家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领导人是列宁，在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中提出计划经济。故本题说法正确。

29.
【答案】正确

【解析】《刑事诉讼法》第七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进行刑事诉讼,应当

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

30.
【答案】错误

【解析】资源配置的方式是计划于市场。故该题目说法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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