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临猗公基事业单位真题解析

一、判断题

1.

【答案】A 正确

【解析】1949 年 10 月 1 日，开国大典在北京隆重举行，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新纪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此，中国

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人民从此站

起来了，成为国家的主人．新中国的成立，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鼓

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故本题说法正确。

2.

【答案】A 正确

【解析】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核心作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确保改革取得成功。故本题说法正确。

3.

【答案】A 正确

【解析】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工作路线，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

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故本题说法

正确。

4.

【答案】B 错误

【解析】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是坚持思想建党、组织建党、制度治党紧密结合的

有力抓手，是不断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途径，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性、基础性

工程。前半句表达正确，但“两学一做”内容指学党规党章、学习近平系列讲话，争做合

格党员，故本题说法错误。

5.缺

6.

【答案】A 正确

【解析】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的最重要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是在调节社会总供给与

社会总需求的关系中实现的。因此，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政府必须调节社会总供给与社会

总需求的关系，使之达到基本平衡。故本题说法正确。



7.

【答案】A 正确

【解析】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城乡发展一

体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故本题说法正确。

8.

【答案】B 错误

【解析】香港澳门为我过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区，包括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

的司法权和终审权，但国防权与外交权不享有。故本题说法错误。

9.

【答案】A 正确

【解析】社会主义改革的性质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故本题说法正确。

10.

【答案】B 错误

【解析】恐怖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因素但不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根源。造成

世界不安宁的因素包括：民族、宗教、领土、资源等因素引发的局部冲突；各种分裂势力、

恐怖主义势力和宗教极端势力；霸权主义。其中，霸权主义是威胁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

根源。故本题说法错误。

11.

【答案】B 错误

【解析】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社会物质生活

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规范体系。故本题说法错误。

12

【答案】B 错误

【解析】法律的运行是一个从创制、实施到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主要包括的环节有法律

制定、法律遵守、法律执行、法律适用等。故本题说法错误。

13.

【答案】B 错误

【解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只有解释宪法的权利，宪法的修改必须由全国人大做出，故本题

说法错误。

14.



【答案】B 错误

【解析】我国《民法通则》第 17 条第十七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的精神病人，由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一)配偶;(二)父母，(三)成年子女;(四)其他近

亲属;(五)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

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

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

院裁决。没有第一款规定的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

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未明确规定监护人必须是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故本题说法错误。

15.

【答案】B 错误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属于行政法律而不属于行政法规。

16.

【答案】B 错误

【解析】犯罪是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即具有应受刑罚惩罚性，但行为应不应当受刑罚惩

罚与需要不需要进行刑罚惩罚是两个范畴的问题。应不应当受刑罚惩罚解决行为是否构成

犯罪的问题。只有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才能构成犯罪，不应受刑罚惩罚的行为不能认定为

犯罪。而需要不需要进行刑事审判，即是否需要由“法院实际判处刑罚”，则是在行为构

成犯罪、应当受刑罚惩罚的前提下，对具体案件的具体行为人是否实际给予刑罚惩罚的问

题。如果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如情节轻微、行为人是未成年人、犯罪后有自首或立功表

现，认为不需要给予刑罚惩罚的，则可以免予处罚；对于超过追诉时效的，司法机关的求

刑权也归于消灭。因此，“只要没有被法院实际判处刑罚的，就不认为是犯罪”的论断是

错误的。

17.

【答案】B 错误

【解析】行政行为有以下特征：1．行政行为是执行法律的行为，任何行政行为均须有法律

根据，具有从属法律性，没有法律的明确规定或授权，行政主体不得作出任何行政行为。2．行

政行为具有一定的裁量性，这是由立法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和行政管理的广泛性、变动性、

应变性所决定的。3．行政主体在实施行政行为时具有单方意志性，不必与行政相对方协商

或征得其同意，即可依法自主作出。即使是在行政合同行为中，在行政合同的缔结、变更、



解除与履行等诸方面，行政主体均具有与民事合同不同的单方意志性。4．行政行为是以国

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带有强制性，行政相对方必须服从并配合行政行为。否则，行政主

体将予以制裁或强制执行。这种强制性与单方意志性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行政行为

的强制性，就无法实现行政行为的单方意志性。5．行政行为以无偿为原则，以有偿为例外。

行政主体所追求的是国际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对公共利益的集合、维护和分配，应当是无

偿的。当特定行政相对人承担了特别公共负担，或者分享了特殊公共利益时，则应该有偿

的，这就是公平负担和利益负担的问题。

18.

【答案】A 正确

【解析】《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

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第九十一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者调解

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九条第三款规定，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其效力与判决相同。也就是说，调解书送

达后，就产生以下后果：

（1）当事人不能以经过调解解决的同一事实和理由，对另一方再行起诉；

（2）调解协议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当事人不得上诉；

（3）调解书具有强制执行的效力，调解书送达后，如发现确有错误，当事人可以申诉，人

民法院应按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19.

【答案】B 错误

【解析】我国刑法的目的是：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我国同犯罪作斗

争的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我国刑法的任务是：用刑罚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

以保卫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

体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财产；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维护

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概括地说，我国刑法的任务就

是惩治犯罪，保护人民。惩治犯罪归根到底是为了达到保护人民的目的。

20.

【答案】B 错误

【解析】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人民检察院。

21.



【答案】A 正确

【解析】诗经根据乐调的不同分为风、雅、颂三类，赋比兴是诗经的主要三种表现手法。

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即所谓正声雅乐，颂是宗庙祭祀

的舞曲歌辞，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 赋：平铺直叙，铺陈、排比。 比：比喻。 兴：

托物起兴，先言他物，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所要表达的事物、思想、感情。

22.

【答案】B 错误

【解析】《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创作杂剧，《牡丹亭还魂记》（简称《牡丹亭》，也称

《还魂梦》或《牡丹亭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创作的传奇（剧本）。

23.

【答案】B 错误

【解析】“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出自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的是唐玄宗

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24.

【答案】B 错误

【解析】《诗词散论·宋诗》中说：“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蕴藉空灵；宋诗以意胜，

故精能，而贵深折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这番话

说的便是唐、宋诗各自的特色。

25.

【答案】B 错误

【解析】《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

294 卷,历时 19 年完成。

26.

【答案】B 错误

【解析】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维新变法、维新运动，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

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

发展农、工、商业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运动。

27.

【答案】B 错误

【解析】会试是中国古代科举制度中的中央考试。应考者为各省的举人及国子监监生，录



取者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

28.

【答案】B 错误

【解析】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9.

【答案】B 错误

【解析】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

国太平洋舰队所在地是珍珠港，不是中途岛。故本题说法错误。

30.

【答案】B 错误

【解析】伏尔泰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卓越领袖，反对君主专制，倡导君主立宪制，提倡天赋

人权，他主张法律应以人性为出发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出三权分立学说的是孟德斯

鸠，故本题说法错误。

31.

【答案】B 错误

【解析】职业道德是所有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从业人员与

服务对象、职业与职工、职业与职业之间等关系，不是仅限于公务员，本题说法错误。

32.

【答案】B 错误

【解析】职业道德不是法律规范，因此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约束力；职业道德规范并非从

法律责任的角度界定一个行业的执业标准，而是通过行业自律机制确立一个行业的道德准

则；职业道德规范的实行，依靠的是从业人员的自觉和集体约束行为，不是由国家机关依

靠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实施的。本题说法错误。

33.

【答案】B 错误

【解析】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途径：

第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围绕社会主义这一主题进行。

第二，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围绕当代中国的实际进行。

第三，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

实践和社会治理中。



第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渠道，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

育全过程。

第五，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需要全社

会的广泛配合。本题说法错误。

34.

【答案】B 错误

【解析】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主流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日益深入人心，

为人民服务精神不断发扬光大，崇尚先进、学习先进蔚然成风，追求科学、文明、健康生

活方式已成为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社会道德风尚发生了可喜变化，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相融合，成为我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的主流。本题说法错

误。

35.

【答案】A 正确

【解析】职业道德虽有共同的特征和要求，存在职业道德的通用内容，如敬业、诚信、互

助等，但在某一特定的行业和具体的岗位上，必须有与该行业和该岗位相适应的具体职业

道德规范。例如“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适用于医务工作者，而医务工

作者“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业道德要求不适用于教师。因此，职业道德的适用范围

不是普遍的，而是特定的，有限的。本题说法正确。

36.

【答案】B 错误

【解析】关于印章：公文中有发文机关署名的，应当加盖发文机关印章，并与署名机关相

符。有特定发文机关标志的普发性公文和电报可以不加盖印章。联合上报的公文，由主办

机关加盖印章，联合下发的公文，发文机关都应加盖印章。本题说法错误。

37.

【答案】A 正确

【解析】某学校拟处分违纪学生可通报行文，通报是用来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

指示精神或情况时使用的公务文书。本题说法正确。

38.

【答案】B 错误

【解析】公报和公告党委机关和行政机关都可以使用。本题说法错误。



39.

【答案】A 正确

【解析】有一份“请示”，应就有一份“批复”。无论是“批复”还是“批示”，都应坚

持一文一事的原则，一份“批复”，针对一份“请示”。在同一办公会议上审批若干同一

内容或一个单位的数份“请示”，应坚持“一文一事”的原则，分别进行“批复”，而不

应在一份“批复”中包括数份“请示”的内容。本题说法正确。

40.

【答案】B 错误

【解析】汉语是我国汉民族的共同语，我国除占总人口 91.59%的汉族使用汉语外，有些少

数民族也转用或兼用汉语。除汉族外，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约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8.41%，除

回族、满族已全部转用汉语，其他 53 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有些民族许多人转用或兼用

汉语或其他民族语言；有些民族内部不同支系还使用不同的语言。本题说法错误。

41.

【答案】A 正确

【解析】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规定：事业单位与其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合同，

期限一般不低于 3年。本题说法正确。

42.

【答案】B 错误

【解析】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

的事业单位工资制度。本题说法错误。

43.

【答案】B 错误

【解析】说的是周瑜赤壁之战火烧曹营。墙橹灰飞烟灭:是指战船的桅杆和船壁都被烧成灰

烬。故本题说法错误。

44.

【答案】A 正确

【解析】我国水利资源蕴藏量居世界第一的原因，主要是由地理走势，河流流向和巨大落

差决定的。即我国的地形特征是西高东低，而大多数河流又是东西流向，形成了河流的巨

大落差。故本题说法正确。

45.



【答案】B 错误

【解析】法是由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或经济基础决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经济基础，生产

力决定生产关系，故生产力对于法有影响但并非直接影响。故本题说法错误。

46.

【答案】A 正确

【解析】我国刑法对刑事责任年龄作了如下规定：(1)不满 14 周岁的人，一律不负刑事责

任。此即绝对无刑事责任时期或完全无刑事责任时期。(2)已满 14 周岁不满 16 周岁的人，

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

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此即相对负刑事责任时期。(3)已满 16 周岁的人犯罪，应

当负刑事责任。此即完全负刑事责任时期。(4)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

轻或者减轻处罚。此即减轻刑事责任时期。故本题说法正确。

47.

【答案】B 错误

【解析】第 18 届亚洲运动会于 2018 年 08 月 18 日至 2018 年 09 月 02 日在印度尼西亚雅加

达举行，雅加达是继曼谷、新德里后第三个取得第二次亚运会主办权的首都城市。9 月 2 日,

第 18 届亚运会闭幕式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举行。故本题说法错误。

48.

【答案】B 错误

【解析】违反道德的行为不一定是违法行为，违反法律的行为也不一定是违反道德的行为。

故本题说法错误。

49.

【答案】B 错误

【解析】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经历了两个时期 ,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

社会主义时期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级专政 ,但它在所承担的任务、阶级构成、

概念表述、政权组织形式和国家结构形式方面都具有鲜明的特点，是有中国特色的无产阶

级专政。故本题说法错误。

50.

【答案】B 错误

【解析】间接经验以及书本知识等都是实践的总结，同样来源于实践。实践是一切认识的

来源。故本题说法错误。



二、单选题

51.

【答案】D 人民要求建立先进工业国同落后农业国现实的矛盾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三大改造完成后，我国国

内的主要矛盾是人民要求建立先进工业国同落后农业国之间的矛盾，因为此时，帝国主义

势力早已被中国人民赶出中国，资产阶级也已被改造成社会主义劳动者。故答案选 D。

52.缺

53.

【答案】C 依法治国

【解析】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是有法可依。故

本题答案选 C。

54.

【答案】C 速度与效益关系

【解析】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道路，经济效益相当低下，经济的

高速增长是以大量的资源消耗、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为代价的。我们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走集约发展的道路，就是要将经济增长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提高上来。

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追求较快的发展速度，更要追求较高的经济效益，

核心是处理好速度与效益的关系。故本题答案选 C。

55.

【答案】B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解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

治国家。依法治国，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重要保障，依法治国事

关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人民的幸福安康，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故本题答案选 B。

56.

【答案】A 不断改善人民生活

【解析】改革的落脚点和归宿就是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发展归根结底也是不断改善

人民生活：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因此三者

的重要结合点是不断改善人民生活。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57.

【答案】A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共同繁荣和发展

https://www.baidu.com/s?wd=%E9%95%BF%E6%B2%BB%E4%B9%85%E5%AE%89&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解析】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两大主题，维护世界和平、谋求人类的共同繁荣与发展，

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也是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目标。故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 A。

58.

【答案】B “一国两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了实现中国统一的目标而创造

的方针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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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为选非题，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59.

【答案】B 姓“社”姓“资”

【解析】改革是指在社会性质不变的前提下,对于生产关系,以及其他政策进行局部调整中

国的改革开放,是对中国的对外政策进行的局部调整,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改革

开放一开始就遇到的争论就是姓“社”姓“资”的问题。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60.

【答案】A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解析】1945 年 4 月 24 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说：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

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

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

队的唯一的宗旨。”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61.

【答案】A 独立自主的作风

【解析】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逐步形成

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

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故本题的正确答案 A。

62

【答案】C 社会主义工业化

【解析】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

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8D%8E%E4%BA%BA%E6%B0%91%E5%85%B1%E5%92%8C%E5%9B%BD/10655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F%B0%E6%B9%BE%E9%97%AE%E9%A2%98/11768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5%88%AB%E8%A1%8C%E6%94%BF%E5%8C%BA/241115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9%B9%E5%88%AB%E8%A1%8C%E6%94%BF%E5%8C%BA/2411153


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

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63.

【答案】A 两步走

【解析】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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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从 2020 年到 2035 年，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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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64.

【答案】C 中国共产党领导

【解析】十九大报告指出，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

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65.

【答案】C 高速增长 高质量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时事政治。党的十九大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转向高质量发展”这一论断的本质

含义，就是我国经济已经从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实现的粗放型高速增长，转变为主

要依靠技术进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实现的集约型增长。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66.

【答案】B 我国宪法采用的是一切国家权力属于中国公民原则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依照法律规

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故本题

的正确答案是 B。

67.

【答案】D 担任个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

【解析】根据《刑法》第 54 条的规定，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下列权利：(1)选举权和被选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9%9D%A2%E5%BB%BA%E6%88%90%E5%B0%8F%E5%BA%B7%E7%A4%BE%E4%BC%9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A8%E9%9D%A2%E5%BB%BA%E6%88%90%E5%B0%8F%E5%BA%B7%E7%A4%BE%E4%BC%9A


举权；(2)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3)担任国家机关职务的权

利；(4)担任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领导职务的权利。D 项中个体经济组织

并不属于“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团体”的范围，因此张某被剥夺政治权利，

并不影响其成为个体经济组织的法定代表人的资格。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68.

【答案】D 年龄必须达到 18 周岁以上

【解析】民事法律行为应具备的条件：(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2)意思表示

真实；(3)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或损害社会公共利益。D 选项不属于民事法律行为必须具

备的条件。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69.

【答案】D 本案证人

【解析】《民事诉讼法》第 45 条规定，审判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必须回避，当事人有

权用口头或者书面方式申请他们回避： (一) 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的近

亲属； (二)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三) 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对案件公正

审理的。适用回避的人员包括: 审判人员(包括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书记员、翻译人员、

鉴定人、勘验人。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70.

【答案】C 王家承担

【解析】《侵权责任法》第 78 条规定：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

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

担或者减轻责任。本题中，甲、乙受到损害都是由于王家的狗造成，因此王家应当承担民

事责任，除非受害人甲、乙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而本题中不能认为甲、乙及其监护

人对所受伤害有过错，也不能认为乙及其监护人对甲所受损害有过错。故本题的正确答案

为 C。

71.

【答案】D 自然人和公民是一个概念

【解析】自然人和公民不是同一个概念。公民是从国籍角度来说的，自然人是民法上的概

念，自然人并非一定是公民，因为自然人中还包括在本国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本题为选

非题，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72.



【答案】B 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

【解析】公民依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表达意愿的权利和自由，

就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我国宪法对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自由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公民

的政治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监督权，政治自由包括言论、出版、集

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监督权包括批评权、建议权、检举权、申诉权、控告

权。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的义务属于公民履行的政治性义务。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73.缺

74.缺

75.

【答案】A 合议制

【解析】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六条，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

审判员、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成员,应当是三人以上的单数。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76.

【答案】A 《独立宣言》

【解析】A 选项《美国独立宣言》是北美洲十三个英属殖民地宣告自大不列颠王国独立，并

宣明此举正当性之文告。1776 年 7 月 4 日，本宣言由第二次大陆会议于费城批准，这一天

后成为美国独立纪念日。BC 选项《解放黑人奴隶宣言》（简称《解放宣言》），它是 1863

年 1 月 1 日，总统林肯颁布的一项旨在让美国南部叛乱州的黑人奴隶成为自由民的法令。

题干时间 1789 年，BC 选项与题干时间不符，排除。D 选项林肯早在 1863 年 12 月 8 日就在

《大赦与重建宣言》中提出宽大和解的重建纲领，并于 1864 年春～1865 年春之间，在路易

斯安那、弗吉尼亚、阿肯色和田纳西 4 个州开始付诸实施。D 项时间与题干不符，排除。故

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77.

【答案】A 莫泊桑

【解析】19 世纪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是指法国的莫泊桑(1850-1893)，俄国的契诃夫

(1860-1904)，美国的欧·亨利(1862-1910)。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A。

78.

【答案】A 父亲

【解析】对已离世的父亲的称呼， "先"含有怀念、哀痛之情，是对已死长者的尊称。故本

题的正确答案为 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7%BE%8E%E6%B4%B2/13546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E%96%E6%B0%91%E5%9C%B0/8501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8%8D%E5%88%97%E9%A2%A0%E7%8E%8B%E5%9B%BD/572195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4%B9%E5%9F%8E/18188
https://www.baidu.com/s?wd=%E8%8E%AB%E6%B3%8A%E6%A1%9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A5%91%E8%AF%83%E5%A4%A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A5%91%E8%AF%83%E5%A4%A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6%AC%A7%C2%B7%E4%BA%A8%E5%88%A9&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A%E7%A7%B0/9759977


79.

【答案】D 陆游

【解析】唐宋八大家，又称为“唐宋散文八大家”，是中国唐代柳宗元、韩愈和宋代欧阳

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位散文家的合称。其中韩愈、柳宗元是唐代古文

运动的领袖，欧阳修、三苏等四人是宋代古文运动的核心人物，王安石、曾巩是临川文学

的代表人物。韩愈和柳宗元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先后掀起的古文革新浪潮，使

诗文发展的陈旧面貌焕然一新。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D。

80.

【答案】C 有广阔的海外市场

【解析】19 世纪下半叶，美国由落后的农业国一跃变成了工业强国，美国工业革命迅速发

展，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奴隶制度废除后出现了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局面。

2、国内资源丰富，市场广阔。

3、注重科学技术研究，充分采用外国新技术并重视独创，是工业迅速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4、政府对产业革命所作出的积极对策是工业起飞的重要保证。

5、大量移民涌进，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大量劳动力、技术和经验。

6、国际环境优越，少受战争之祸。

7、对外侵略和掠夺也是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81.

【答案】B 元朝

【解析】行省制是 13 世纪以来中国的主要行政模式，起源于元朝，明清两朝得到发展，最

终影响了现代中国的行政体制。忽必烈建元朝后，正式在朝廷设置中书省总领全国政务，

时称“都省”。元朝在全国共设 10 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

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

省直辖。故本题的正确答案为 B。

82.

【答案】D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

【解析】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揭开了欧洲和北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序幕,推动了世界历史发

展的进程,是世界近代史的开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从 1640 年查理一世召开三级会议的

事件开始到 1688 年詹姆斯二世退位的事件结束,以新贵族阶级为代表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起



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革命,也称又称英国内战、清教徒革命.因此选择 D。

83.

【答案】C 北宋

【解析】清明上河图，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为北宋风俗画，北宋画家张择端仅见的存

世精品，属国宝级文物，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因此选择 C。

84.

【答案】C 齐桓公称霸→商鞅变法→秦统一天下

【解析】A 选项的正确顺序为：文景之治→司马迁修《史记》→王莽篡权；B 选项的正确顺

序是：杯酒释兵权→王安石变法（1069）→岳飞抗金（1134-1140）；D 选项的正确顺序是

玄武门之变→安史之乱（755）→黄巢起义（875）；因此选择 C。

85.

【答案】B 华佗

【解析】华佗被后人称为“外科圣手”、“外科鼻祖”，被后人多用神医华佗称呼他，又

以“华佗再世”、“元化重生”称誉有杰出医术的医师，其成就有“五禽戏”、麻沸散。

因此选择 B。

86.

【答案】D 蜀道难

【解析】浪漫主义诗人的有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有,杜甫,白居易。 晚唐后期,出现了一批继

承中唐新乐府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代表人物是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他们的诗锋芒毕

露,直指时弊.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和新乐府运动以七五五年的安史之乱为分界线的唐代文

学,随着社会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也起了一个很大的转变.这转变,总的说

来,便是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杜甫是这一转变的旗手。《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

因此属于浪漫主义风格作品。因此选择 D。

87.

【答案】B 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解析】话本是宋代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形式，促使它兴起的直接社会原因是"商业和城市

的繁荣"。宋代出现的话本是一种市民文学，随着商业和城市的繁荣，适应市民文化需求的

话本应运产生。因此选择 B。

8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5%9B%BD%E5%8D%81%E5%A4%A7%E4%BC%A0%E4%B8%96%E5%90%8D%E7%94%BB/767173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8E%E4%BF%97%E7%94%BB/34064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C%A0%E6%8B%A9%E7%AB%AF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BD%E5%AE%9D%E7%BA%A7%E6%96%87%E7%89%A9/557911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C%97%E4%BA%AC%E6%95%85%E5%AE%AB%E5%8D%9A%E7%89%A9%E9%99%A2/8663390


【答案】C 犹太

【解析】圣经是犹太人和欧洲人的信仰经典，讲述古时犹太人、耶和华的历史，并记录先

知预言。当犹太教经典大量译成希腊文本后，希腊文 ta biblia（复数，原意为“诸书”）

遂被用以专指这些经典；拉丁文衍为单数词 Biblia，后成为犹太教、基督教正式经典的专

称，汉译作“圣经”。因此选择 C。

89.

【答案】A 文天祥

【解析】“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出自《过零丁洋》，是宋代大臣文天祥所

作。因此选择 A。

90.

【答案】A 《吕氏春秋》

【解析】秦代由于时代短暂，在文章典籍上的建树很少，而可以称述者，只有在统一六国

之前由秦相吕不韦召集门客编成的《吕氏春秋》和李斯的《谏逐客书》。前者文风畅达，

后者辞采华美。这两部作品代表了秦代文学宝藏的最高成就。因此选择 A。

91.

【答案】A 集体主义

【解析】社会主义道德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的反映；是在无产阶级自发

形成的朴素的道德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为指导，由无产阶级自觉培养起来的道

德；是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诚实守信为重点，以社会主义公民基

本道德规范和社会主义荣辱观为主要内容，以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和长

远利益的先进道德体系。因此选择 A。

92.缺

93.缺

94.

【答案】C 职业道德在适用范围上具有普遍性

【解析】职业道德是任何行业、任何职业都需要遵守的道德规范，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

行业的不同没有关联，因此 A 错误，C 正确。职业道德规范是在长期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具

有相对稳定性。因此 B 错误。D 的表述是错误的，讲求职业道德会与企业的人力资源从业考

试竞争力没有关系。因此选择 C。

95.缺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A%B9%E5%A4%AA%E4%BA%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C%A7%E6%B4%B2%E4%BA%BA/734353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A%B9%E5%A4%AA%E4%BA%BA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0%B6%E5%92%8C%E5%8D%8E/6856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7%9F%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5%88%E7%9F%A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8%8C%E8%85%8A
https://www.baidu.com/s?wd=%E6%96%87%E5%A4%A9%E7%A5%A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5%85%AC%E6%9C%89%E5%88%B6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B%86%E4%BD%93%E4%B8%BB%E4%B9%8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4%BE%E4%BC%9A%E4%B8%BB%E4%B9%89%E8%8D%A3%E8%BE%B1%E8%A7%82


96.缺

97.

【答案】B 分级分类

【解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一章第二条指出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

党管人才原则，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国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

行分级分类管理。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98.

【答案】C30

【解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的、连续两年年度考核

不合格的，事业单位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可以解除聘用合同。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99.

【答案】D 实绩

【解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指出，事业单位考核工作人员的德、能、勤、

绩，重点考核工作绩效（实绩）。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100.

【答案】A 竞争

【解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 2 条规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党

管人才原则，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国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

分级分类管理。故本题答案选 A。

101.

【答案】A 5

【解析】按《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规定，职工累计工作已满 1 年不满 10 年的，年休假为

5 天;已满 10 年不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0 天;已满 20 年的，年休假为 15 天。故本题的正

确答案是 A。

102.

【答案】D 职业道德表现

【解析】《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考核暂行规定》第二章第四条指出事业单位考核的内容包括

德、能、勤、绩四个方面，重点考核工作实绩。德，主要考核政治、思想表现和职业道德

表现；能，主要考核业务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的运用发挥，业务技术提高、知识更新情况；

勤，主要考核工作态度、勤奋敬业精神和遵守劳动纪律情况；绩，主要考核履行职责情况、

完成工作任务的数量、质量、效率，取得成果的水平以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D 项职业道



德表现属于“德”的考核。本题为选非题，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103.

【答案】C 指示

【解析】A 项，通知，是运用广泛的知照性公文。用来发布法规、规章，转发上级机关、同

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要求下级机关办理某项事务等。B 项，

通告，是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事项的周知性公文。C 项，指示是领导

机关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要点及要求、步骤和方法时所使用的一种具有指

导原则的下行公文。《办法》规定："指示，适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阐明工作活动的

指导原则。"《条例》规定："指示，用于对下级机关布置工作，提出开展工作的原则和要

求。"D 项，公告，是指政府、团体对重大事件当众正式公布或者公开宣告，宣布。故本题

的正确答案是 C。

104.

【答案】C 三

【解析】会议纪要常常采用第三人称写法,如“会议讨论了”“会议认为了”“会议同意”

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C。

105.

【答案】A 通知属于下行文,受文机关较多

【解析】通知的应用极为广泛。下达指示、布置工作、传达有关事项、传达领导意见、任

免干部、决定具体问题，都可以用通知。一般来讲，上级机关对下级机关可以用通知；特

殊情况下，平行机关之间有时也可以用通知。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A。

106.

【答案】D 民政局关于增加干部编制名额的请示

【解析】A 项错误，一个标题中只能使用一个文种，正确的表述为“A 厂关于请求购买复印

机的请示”，报告和请示不能同时使用。B 项错误，“B 公司关于铺张浪费的请示”这一标

题中事由表述不合理、不清晰。C 项错误，“M 省人民政府精简机构的请示”这一标题中缺

少连接词“关于”，表述不准确。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D。

107.

【答案】B 介绍信

【解析】从题干中“兹介绍”可知这篇公文为介绍信。为荷,表示希望与感谢之意,是很多

应用写作里的客套话,意思是麻烦人家了。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4%BF%E5%BA%9C/1416952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B%A2%E4%BD%93/10845727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4%A7%E4%BA%8B%E4%BB%B6/2529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E%A3%E5%B8%83/33456


108.

【答案】A 通知

【解析】本题考察公文。通知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符合

题干中“国庆节调课”的要求。故本题选择 A。

109.

【答案】A 决定

【解析】本题考察公文知识。“决定”适用于“变更或者撤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与题干中“撤销”的关键词对应。故本题选择 A。

110.

【答案】C 一个中国原则

【解析】本题考察时政。十九大报告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的政治基础。故

本题选择 C。

111.

【答案】C 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

【解析】本题考察时政。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故本题选择 C。

112.

【答案】C 教育强国

【解析】本题考察时政。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

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故本题

选择 C。

113.

【答案】C “金砖四国”指的是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四个国家

【解析】本题考察经济。通常对 CDP 的定义为：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提供劳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值，它不包括生态与

环境变化的影响。故 A 错误。G20 峰会宗旨：推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

题进行讨论和研究，以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故 B 错误。“金砖

四国”是指巴西(Brazil)、俄罗斯(Russia)、印度(India)和中国(China)，将它们的英文

起首字母组合起来为 BRICs(发音类似英文砖块)。东南亚国家联盟，简称东盟，它的前身是

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于 1961 年 7 月 31 日在曼谷成立的东南亚联盟。1967



年 8 月 7～8 日，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四国外交部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在曼

谷举行会议，发表了《曼谷宣言》，正式宣告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1976 年 8 月 28～29 日，

马、泰、菲三国在吉隆坡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由东南亚国家联盟取代东南亚联盟。故 D

错误。故本题选择 C。

114.

【答案】A 实体经济

【解析】本题考察时政。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

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故本题

选择 A。

115.

【答案】C “一带一路”

【解析】本题考察时政。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开放带来进步,

封闭必然落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

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故本题选择 C。

116.

【答案】BCE

【解析】本题考察毛概。1939 年 10 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指出：“统

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117.

【答案】AC

【解析】本题考察宪法。《宪法》第 34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

不分民族、种族、性第九页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

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由此可知，我国

公民的选举权的条件是：(1)年满 18 周岁;(2)未被依法剥夺政治权利。选项 A、C 不满足这

两项条件，故本题选择 AC。

118.

【答案】BD

【解析】本题考察经济。企业有保护生态环境的责任和义务，要节约使用自然资源。故 A、

C 的做法错误。故本题选择 BD。



119.

【答案】AD

【解析】本题考察传统节日。吃粽子，赛龙舟，挂菖蒲、蒿草、艾叶，薰苍术、白芷，喝

雄黄酒，佩香囊，悬钟馗像，挂荷包和拴五色丝线，驱五毒；故 AD 正确。煮元宵、踩高跷

属于元宵节的习俗。故本题选择 AD。

120.

【答案】AC

【解析】本题考察地理知识。东西走向的三列：由北而南为天山—阴山—燕山；昆仑山—

秦岭；南岭。东北—西南走向的三列：从西而东为大兴安岭—太行山—巫山—雪峰山；长

白山—武夷山；台湾山脉。南北走向的两条：贺兰山；横断山。西北一东南走向的有两条：

阿尔泰山、祁连山。故本题选择 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