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文职公基模拟卷解析

第一部分 基本知识

一、单项选择题(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共 50 题，

每题 0.5 分，共 25 分)

1.【答案】A

【解析】房价 60 万元，是商品的价格，首付 16 万元，货币在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

支付利息 10 万元是在赊购中货币被用来偿还债务，分别体现的货币职能是价值尺度、流通

手段、支付手段，选 A 。

2.【答案】A

【解析】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在国有企业主要是采取工资形式来实现的。另外国企的奖金、

津贴都是也是贯彻按劳分配的形式之一。

3.【答案】D

【解析】不变资本包括劳动资料（厂房、机器）和劳动对象（原材料），可变资本指的

是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主要指的是劳动力，所以给工人增加工资的 50 万美元

是可变资本。

4.【答案】A

【解析】A 正确。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决定，生产优质大米所需的人类劳动较多，所以优质大米价值高。

B错误。价格由价值决定，受供求关系影响。

C错误。使用价值是价值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使用价值高不是

优质大米价格高的根本原因；

D错误。优质大米价格高是因为所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较多，社会生产率低。

5. 【答案】D

【解析】本币贬值就是外汇汇率上浮，则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出口是收获外汇，

进口是支出外汇，因此出口增加，进口下降时，利于外汇增收节支，AB 都正确。本币升值，

利于进口，C也正确。持有该国币种债务的国家则要付出更多该币种来支付其债务，所以是

不利的。故 D 项不正确。

6.【答案】D

【解析】A 项“土地的等级差别和数量限制”是阶差地租产生的条件或基础；B项“土



地的资本主义经营垄断”是级差地租产生的原因；C 项“农业中土地所有权的垄断”是绝

对地租产生的原因。D 项“农业雇用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是绝对地租的源泉，也是阶差

地租产生的源泉。

所以本题选择 D项。

7.【答案】B

【解析】《三国演义》是我国章回小说的开山之作。故本题应选 B项。三国演义 120 回。

章回小说是我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一种，是分章回叙事的白话小说，是我国古典小说的主要形

式，分回标目，段落整齐，首尾完整，是其主要特点。

8.【答案】C

【解析】在陕西出土的西周青铜器“何尊”的铭文中，第一次出现了“中国”一词，但

真正以“中国”作为正式国名简称，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建立开始的。故本题应选 C

项。

9.【答案】C

【解析】A选项说法正确，“希腊三贤”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

是柏拉图的师父，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师父。他们三人在古希腊文学、艺术、哲学领域做

出的非凡贡献至今影响着世界范围内的文学艺术发展方向。 B 选项说法正确，颜回（前 521

年－前 491 年），字子渊，一作颜渊，又称颜子，孔庙大成殿四配之首——人称复圣，鲁国

人，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孔子七十二门徒之首，孔门十哲德行科的高材生，是孔门弟子中

德行修为最高者，所以得到特别的尊重。相传曾子是孔子七十二贤中唯一出书的一位。C 选

项说法错误，荀子是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弟子韩非子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D 选项说法正

确，康有为、梁启超都是“公车上书”的发起人。本题是选非题，故本题选择 C。

10.【答案】C

【解析】A选项，长平之战，是秦国名将白起率军在长平一带同赵国的军队发生的战争。

其间，赵王弃用名将廉颇，而起用纸上谈兵的赵括代替廉颇，最终导致战争的失败。 B 选

项，巨鹿之战，是项羽率领数万楚军同秦名将章邯、王离所率秦军主力在巨鹿进行的一场重

大决战性战役，项羽率领数万楚军破釜沉舟大败秦军。 D选项，淝水之战，是东晋时期北

方的统一政权前秦向南方东晋发起的侵略吞并的一系列战役中的决定性战役，拥有绝对优势

的前秦败给了东晋，其间，苻坚看到八公山上的草木以为是敌人的兵力。 C选项，投鞭断

流，东晋初年前秦的势力日趋强大，苻坚即位后一心想消灭东晋统一全国，他在朝会上就亲

征问题听取大臣们的意见。秘书监朱彤坚决支持，而左仆射权翼说晋有长江天险，不能进攻。



苻坚说我们百万雄师把马鞭投到长江里就可以把长江断流。赤壁之战是三国形成时期，孙权、

刘备联军于建安十三年在长江赤壁一带大破曹军，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著名战役。两者对应

错误，故本题选择 C。

11. 【答案】D

【解析】“国际军事比赛-2019”中国承办赛事于 8 月 3 日正式拉开帷幕，这是我军连

续第六年参赛、第三年办赛。在今年的比赛中，我军有三个首次值得关注：首次派队参加

“深海”潜水员比赛，首次派队赴印度和伊朗参赛，首次由空军、海军联合组队参加“航空

飞镖”航空兵机组比赛。

所以 D项错误，当选。

12.【答案】C

【解析】选项 C，三国形成时期，孙权、刘备联军于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 年)在长江

赤壁一带大败曹操军队，奠定三国鼎立基础的著名战役。选项 A，东晋初年由祖逖领导的北

伐，不计成败利钝，生死以之，以攻为守，保障了东晋偏安。选项 B，官渡之战是奠定曹操

统一北方基础的战略决战。选项 D，八王之乱是中国西晋时统治集团内部历时 16 年(291―

306 年)之久的战乱。战乱参与者主要有汝南王司马亮、楚王司马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

马同、长沙王司马义、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禺贞、东海王司马越等八王。因此，正确

答案是 C。

13.【答案】B

【解析】王羲之喜爱养鹅，这不仅是文人雅事、陶冶情操，更为关键的是，他从鹅的体

态、行走、游泳等姿势中，体会出书法运笔的奥妙，领悟到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他认为

执笔时食指要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要像鹅掌拨水，方能使精神贯注于笔端。

14.【答案】D

【解析】扁鹊是战国时期医学家，约生于周威烈王十九年（（公元前 407），卒于赧王

五年（前 310）。张仲景，名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经后人考证，约生于东汉和平元

年（150 年），卒于建安二十四年（219 年）。孙思邈（581 年～682 年）为唐代著名道士，

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王”。从他们的生活年代即可判断，只有张仲景和曹操同时代。

15.【答案】B

【解析】中立型国防主要指中小发达国家，为保障本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实行和平

中立的国防政策，实施总体防御战略和寓兵于民的防御体系。有的国家则采取完全不设防的

方式，国家没有军队，只有少数警察维护社会秩序。这类国家有瑞士、瑞典。所以选择 B



项。中国属于自卫型，韩国、日本属于联盟型。

16.【答案】C

【解析】随着冶铁业的发展，战国时期铁兵器已大量应用于战场，使军队由单一兵种向

多兵种发展

17.【答案】C

【解析】国家主席的国防领导职权有：

（1）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宣布战争

状态。

（2）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动员

令。

（3）公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有关国防方面的法律。

（4）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授予在国防方面国家的勋章和荣誉称

号。

（5）公布国防方面的条约和重要协定。所以 ABD 三项错误，不是决定权，而是宣布战

争状态、发布动员令、和公布国防方面的条约和重要协定的权利。所以本题选择 C 项。

18.【答案】A

【解析】《文职人员条例》第十二条 军队文职人员岗位的编制员额，由中央军事委员

会确定。所以 A 项错误；第十四条 文职人员岗位，分为管理岗位和专业技术岗位两种类别。

所以 B项正确；第十五条 文职人员的岗位等级设置：（一）管理岗位由高到低分为九个等

级，即部级副职、局级正职、局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科员、

办事员；（二）专业技术岗位分为高级、中级、初级岗位，由高到低设一级至十三级。所以

CD 项正确。故本题的错误选项是 A。

19.【答案】D

【解析】《文职人员条例》第十七条 文职人员首次招录聘用的最高年龄分别为：

（一）局级副职以上或者专业技术七级以上岗位的，50 周岁；

（二）处级正职至科级正职或者专业技术八级至专业技术十级岗位的，45 周岁；

（三）科级副职以下或者专业技术十一级以下岗位的，35 周岁。

20.【答案】C



【解析】

十一届

六中全

会

1981
北

京

1.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中国

共产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先在党内胜利完成。

2.肯定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地评价了

建国以来的功过是非。

3.第一次使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4.首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

21.【答案】A

【解析】题干时间：毛泽东思想形成时期。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步形成的标志。提出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

道路。

22.【答案】B

【解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统一战线中有两个联盟：第一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农民

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第二个联盟是工人阶级同可以合作的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指无

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也包含特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阶级、带买

办性的大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基本的、主要的，参加这个联盟

的是属于进步势力的阶级、阶层和集团，人数上占绝对优势，政治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是

统一战线的基础。

23.【答案】C

【解析】在 1938 年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

国具体化”的科学命题。这一划时代命题的提出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主要在于毛泽东长期对

中国革命路线的深刻思考，包括他对国共合作与大革命时期经验的总结和教训的吸取、在遵

义会议上对“左”倾错误的初步纠正以及对共产国际指导方针和工作方式的反思。

所以本题选择 C项。

24.【答案】C

【解析】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根本方针，是

中国革命和建设所必须坚持和遵循的基本立足点，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

智慧和力量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必然结论。

所以本题选 C。



25.【答案】A

【解析】发展是硬道理是邓小平南方讲话关于发展问题最著名的观点。1992 年初，邓

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视察，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回答了困扰和束缚人们

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鲜明地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等著名论断。

26.【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国家安全。所谓三股势力是指暴力恐怖势力 民族分裂势力 宗教

极端势力。故本题选项为 B。

27.【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地理常识。A.选项，核能发电是利用核反应堆中核裂变所释放出的热

能进行发电的方式，没有核聚变；B.选项，氢气是一种理想的二次能源，燃烧的副产品是水；

C.选项，太阳电池是通过光电效应或者光化学效应直接把光能转化成电能的装置。以光电效

应工作的薄膜式太阳电池为主流，而以光化学效应工作的湿式太阳电池则还处于萌芽阶段；

D.选项，可燃冰被西方学者称为“21 世纪能源”或“未来新能源”。迄今为止，在世界各地

的海洋及大陆地层中，已探明的“可燃冰”储量已相当于全球传统化石能源（煤、石油、天

然气、油页岩等）储量的两倍以上，其中海底可燃冰的储量够人类使用 1000 年。并不是稀

缺资源。因此答案为 B.项。

28. 【答案】D

【解析】2019 年 9 月 17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授予下列人士“共和国勋章”：于敏、申纪兰（女）、孙家栋、李延年、张富清、袁隆平、

黄旭华、屠呦呦（女），共 8 位人员。

所以本题选择 D项。

29.【答案】B

【解析】开普勒通过总结大量行星观测数据发现行星运动三定律，第一定律为椭圆定律，

第二定律为面积定律，第三定律为周期定律。

30.【答案】C

【解析】计算机软件主要分为系统软件和应用软件两大类。其中系统软件又可以分为

操作系统、语言处理系统、数据库管理系统等，常用的操作系统有 Windows、Unix、Linux、

DOS、MacOs、Netware 等，所以 ABD 三项都属于操作系统软件；C 项的 Office 则是属于计

算机的应用软件。

所以本题选 C 项。



31.【答案】A

【解析】2019 年 6 月 19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艰苦边远

地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意见》指出，支持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加快发展，人才是关键。

所以本题选择 A项。

32.【答案】B

【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坚持爱作者为主体的“港人治港”、“澳人治澳”，

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增强香港、澳门同胞的国家意识和爱国精神，让香港、澳门

同胞同祖国人民共担民族复兴的历史责任、共享祖国繁荣富强的伟大荣光。

所以本题选 B 项。

33.【答案】A

【解析】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群众游行活动以“同心共筑中国梦”为主题，约 10

万名群众、70 组彩车组成 36 个方阵和 3 个情境式行进，总时长约 65 分钟。

所以本题选 A 选项。

34.【答案】A

【解析】中国政府 2019 年 7 月 24 日发表《新时代的中国国防》白皮书。白皮书说：

“坚持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这是新时代中国国防的鲜明特征。

所以本题选 A 项。

35.【答案】B

【解析】当地时间 2019 年 7 月 6 日 10 时 43 分（北京时间 14 点 43 分），在阿塞拜疆

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通过决议，根据世界遗产

第 3、4 条标准，将中国世界文化遗产提名项目“良渚古城遗址”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至此，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 55 处，位居世界第一。

贵州梵净山是在2018年 7月 2日在巴林首都麦纳麦举行的第 42 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厦门鼓浪屿是在 2017 年 7 月 8 日，在波兰历史文化名城克拉科夫举行的第 41 届世界

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是在 2019 年 7 月 5 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第 43 届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被通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

所以本题选择 B项。



36.【答案】D

【解析】社会意识和社会存在的辩证关系。题干中“幸福感与物质财富并不同步”说明

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故②正确；而幸福感需要一定的物质财富作为基础，说明社会存在决

定社会意识，故①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 D。

37.【答案】D

【解析】杨泉的水一元论,认为水是根本.水里的混浊部分,下沉就成为了土,水变为蒸汽,

就成为了天.这种观点属于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观点。

38.【答案】D

【解析】题干中强调事物之间具有不同特点，也就是矛盾的特殊性，因此，正确答案为

D。

39．【答案】D

【解析】守法是爱国规范的延伸，是公民对国家的道德责任的“底线”；公民道德基本

规范“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排在最前面的就是爱国守

法。

40．【答案】A

【解析】职业道德的基本规范包括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

会。

41.【答案】B

【解析】目前市场上汽油有 90、93、95、97 等标号，这些数字代表汽油的辛烷值，也

就是代表汽油的抗爆性。故本题答案选 B.。

42.【答案】D

【解析】犯罪中止，是指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

止犯罪结果发生的行为。其构成要素有：（1）犯罪中止的时间性，即必须发生在犯罪过程中；

（2）犯罪中止的自动性，即犯罪行为人必须基于自己的意志而放弃自认为可以继续下去的

犯罪行为；（3）犯罪中止的有效性，即有效地停止了犯罪行为或者有效地避免了危害结果。

D项符合犯罪中止，A、B、C 三项属于犯罪既遂。故本题答案为 D。

43.【答案】B

【解析】殷某挖了一个陷阱，应该知道陷阱可能对人造成伤害，所以不能算意外；殷某

挖陷阱的动机是为捕杀大熊猫，所以不能构成间接故意杀人罪；殷某没有捕到大熊猫，也不

https://www.baidu.com/s?wd=%E9%97%B4%E6%8E%A5%E6%95%85%E6%84%8F%E6%9D%80%E4%BA%BA%E7%BD%AA&tn=44039180_cpr&fenlei=mv6quAkxTZn0IZRqIHckPjm4nH00T1dBPj7BPAcdmvc4mHwWnAD30ZwV5Hcvrjm3rH6sPfKWUMw85HfYnjn4nH6sgvPsT6KdThsqpZwYTjCEQLGCpyw9Uz4Bmy-bIi4WUvYETgN-TLwGUv3EnWm4nHRLPH6


能构成非法捕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罪。

44.【答案】B

【解析】B项符合题意：我国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

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

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

自由和通信秘密。”可知，审判机关无权对公民的通信进行检查，当选；A、C、D项说法均

符合我国现行宪法的规定，排除。本题为选非题，故正确答案为 B。

45.【答案】A

【解析】“法不阿贵，绳不绕曲”意思是法律即使是对高贵的人、有权势的人也不徇情。

形容执法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不能充当自己案件的法官”体现的是程序正

当的基本要求。“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这句话表明权利义务是对立统

一的，在结构上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法官乃会说话的法律，法律乃沉默的法官”是说法

官与法律的关系。故本题答案选 A项。

46.【答案】C

【解析】公民和组织因国防建设和军事活动在经济上受到直接损失的，可以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取得补偿，而不是赔偿。

47.【答案】D

【解析】注册商标有效期满，需要继续使用的，商标注册人应当在期满前十二个月内按

照规定办理续展手续；在此期间未能办理的，可以给予六个月的宽展期。

48.【答案】B

【解析】专利权人的权利包括专利人身权和专利财产权，其中专利财产权包括独占权、

许可权和转让权。ACD 都属于专利权人的权利，B 出口权不属于。选择 B。

49.【答案】C。根据新《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

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所以本题选 C。

50.【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规定合同期限三个月以

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

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协议肖某

的试用期为四个月，符合法律规定，协议有效。

故本题正确答案是 A项。



二、多项选择题(请根据题目要求，在五个选项中选出两个或两个以上恰当的答案，错

选或多选均不得分，少选且选择正确的每个选项得 0.3 分。共 10 题，每题 1.5 分，共 15

分。)

1.【答案】AE

【解析】固定资本指用于购买机器、设备、工具、厂房等耐用的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

属于不变资本的一部分，购买机器设备的资本属于此类；流动资本包括国债、可在全国银行

间同业市场流通的其他债券、自营股票、银行存款和现金，显然机器设备不属于此类；商品

资本是指以商品形式存在的资本，是产业资本在其循环中所采取的第三种职能形式，即在出

卖阶段采取的形式，显然机器设备并不属于此类。

所以本题选 AE。

2.【答案】ABCD

【解析】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求政府当好国民经济的“掌舵人”、市场规则的

制定者、市场运行的“裁判员”、基本服务的提供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

所以本题选 ABCD。

3.【答案】ABCE

【解析】国防因国家性质、制度、国力及其推行的政策不同而具有不同的特征。所有国

防的着眼点都是捍卫和扩大国家利益。所以 A正确；国防为国家和民族提供安全保障，并为

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服务，所以 B正确；国防是为维护国家利益服务的，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

的利益目标。这种不同的利益目标决定着不同的国防建设，而各种利益目标又是由国家的性

质、制度和政策决定的。因此国防建设最终是由国家的性质、制度和政策决定的。所以 C

正确；国防产生于国家形成之后，是国家为抵御外来侵略与颠覆，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

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发展，而进行的军事及与军事有关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教育、

外交等方面的建设和斗争。所以 D错误，E正确；

所以本题选 ABCE 项。

4.【答案】AB

【解析】联盟型国防是指该类国家为弥补自身力量的不足，以结盟的形式联合相关国家

进行防卫。联盟型国防又分为两种：一是一元体联盟；二是多元体联盟。所谓一元体联盟，

就是有一个大国处于盟主地位，其他国家则从属于该大国。所谓多元体联盟，则是各国基本

处于伙伴关系，共同协商防卫大计。

所以本题选 AB。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8%B5%84%E6%9C%AC/7563687


5.【答案】ABCDE

【解析】本题考查科技常识。量子通信是利用光子的量子状态加载并传输信息。“从原

理上来说，量子通信是无条件安全的通信方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潘建伟院士

说，由于能保证用其加密的内容不可破译，芯片后门、光缆窃听、“棱镜门”等窃听与黑客

攻击等困扰将轻松解决。目前，欧美、日本等国家正加大量子通信的投入，考虑推出空间量

子通信计划或建设量子通信干线。我国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已经发射成功，将

在世界上首次实现卫星和地面之间的量子通信。潘建伟说，未来量子通信可通过光纤实现城

域量子通信网络、通过中继器连接实现城际量子网络、通过卫星中转实现远距离量子通信，

最终构成广域量子通信网络。据了解，京沪干线大尺度光纤量子通信骨干网将于 2016 年下

半年建成，属世界首例。量子通信是指利用量子纠缠效应进行信息传递的一种新型的通讯方

式。

所以本题正确答案为 ABCDE 项。

6．【答案】ADE

【解析】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组织路线对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

的建设、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全面贯彻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着力培养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着

力集聚爱国奉献的各方面优秀人才，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任人唯贤，为坚持和加强党

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是理论

的也是实践的，要在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中切实贯彻落实。

所以本题选择 ADE 项。

7.【答案】AB

【解析】“既要注重总体谋划，又要注重牵住‘牛鼻子’”，说明要全面的分析事物

做到两点论，又要在众多矛盾中抓住重点，这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的原理；其中“注

重牵住牛鼻子”就是强调抓主要矛盾，所以也涉及了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的辩证关系原理。

所以本题选择 AB 项。

8．【答案】ABCD

【解析】考点：刑事责任。根据刑法第 17 条的规定，己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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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毒罪的，

应当负刑事责任，即为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14 周岁至 16 周岁的人不犯上述之罪的，不追

究刑事责任。题干中的 ABCD 是个选项都是上述情况之一。E选项，13 岁的乙，对放火即烧



这种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故正确答案为 ABCD。

9．【答案】ACD

【解析】本题考查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

A 项，《合同法》规定，客运合同自承运人向乘客交付客票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或

另有交易习惯的除外。出租车运输合同多为不要式的口头合同。故 A 项正确，当选。

BCD 项，可撤销民事法律行为的情形：⑴重大误解；⑵显失公平（包括乘人之危）：一

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

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乘人之危订立的合同不损害国家利益时才构成可撤

销行为，否则属于无效民事行为。⑶欺诈；⑷胁迫。故王某的行为属于乘人之危，张某与王

某之间的合同属于可撤销合同，故 B 项、E项错误，排除。CD 项正确，当选。

故本题选择 ACD 项。

10.【答案】ACD

【解析】《文职人员条例》第五十五条 用人单位可以依法辞退文职人员或者单方面解

除聘用合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不得辞退文职人员或者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

（一）患职业病的；

（二）因公负伤，治疗终结后经劳动能力鉴定机构鉴定为一级至四级伤残的；

（三）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四）女性文职人员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所以 B项、E 项不在此范围，故选 ACD 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