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岗位能力

一、言语理解与表达（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共 15

题，每题 1 分，共 15 分。）

61.（单选题） 雄关漫道真如铁，人间正道是沧桑。70 年巨变，让一个古老的国家焕

发出奋斗的________，让神州大地激荡起________的复兴气象。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活力 姹紫嫣红

B. 景象 万马奔腾

C. 神采 生机勃勃

D. 热情 风光旖旎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填入词语与“焕发”搭配，表示古老的国家斗志昂扬，A 项“活

力”、C 项“神采”、D 项“热情”均符合文意，B 项“景象”搭配不当，排除。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由“复兴气象”可知，填入词语修饰“复兴气象”，A 项“姹紫

嫣红”形容各种花朵娇艳美丽，D 项“风光旖旎”形容景色柔和美好，二者都体现不出“神

州大地”充满生机活力、复兴的迹象，排除 A、D 项。C 项“生机勃勃”形容自然界充满生

命力，或社会生活活跃，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逻辑填空*实词与成语综合考查

【难度】中等

62.（单选题） 下列各句中，没有语病的一句是：



A.二十几年前我们在游击队里跟这个地区建立起来的血肉感情，现在依然是炽热的。

B.虽然在跑步比赛中远远落后于其他选手，但还是毫不放弃坚持跑完。

C.《三只狼》写了一个农民在路上遇见了三只狼，刚开始想给狼扔几块肉以甩掉它们，

但后来发觉狼贪得无厌，终于下决心将狼打死了。

D.如何预防“鼠标手”？关键是要尽量避免减少上肢长时间处于机械而频繁的工作状态

之中。

【答案】A

【解析】

A 项表述明确，没有语病。B 项缺少主语，谁在参加跑步比赛。C 项成分残缺，应在句

尾加上“的故事”。D项成分赘余，“避免”和“减少”择一删除。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语句表达*病句辨析

【难度】中等

63.（单选题） 下列各句中诗文引用不恰当的一项是：

A.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如果理想信念立不起来，那么思想上就会软弱怯懦、

逡巡摇摆，行动上就会畏风畏雨、望秋先零

B.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车之鉴应当时刻牢记；“一篙松劲退千寻”，信念之基不

容动摇

C. 理想信念坚定了，目标自然就崇高了，就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就能“心底无私

天地宽”，就能“风雨不动安如山”

D.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只有理想信念这个“本”坚固了，党性才能纯正，政

治才能坚定，才能心无旁骛，一往无前地拼搏奋斗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审题干，找出有引文不恰当的一项。

第二步，辨析选项。“长江后浪推前浪”比喻人或事物不断发展更迭，新陈代谢。B项

表达的意思是要吸取以前的经验教训，二者意思不符。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指志向不确定，则什么事情也干不成功。

一篙松劲退千寻：指逆水行舟的时候，用竹篙撑船，稍微一松劲，就会后退很远的距离。



不畏浮云遮望眼：不怕浮云会遮住我的视线。

心底无私天地宽：内心没有什么欲望，正义、无私、心胸宽广，学会包容。那么这天地

间的一切事物看出去都是美好的，很多问题就能够去解决。

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经历风吹雨打，也能像山一样安稳。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君子专心致力于根本的事务，根本建立了，治国做人的原则也

就有了。

【标签】

【知识点】基础知识*诗词鉴赏

【难度】中等

64.（单选题） 跨界营销大大避免了商家单独作战的乏力感，借助双方内在特质的相关

性而进行“有型有趣”的营销攻略，既令营销活动充满趣味性，又能取得________的效果，

可谓________。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出乎意料 多劳多得

B. 事半功倍 一举多得

C. 事倍功半 举足轻重

D. 神乎其神 大获全胜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分析第一空。前文阐述了“跨界营销”的多方作用，填入内容与“充满趣味性”

并列，表示对营销活动的积极效果，A 项“出乎意料”、B 项“事半功倍”符合文意。C 项

“事倍功半”指工作费力大，收效小，与文意不符，排除。D 项“神乎其神”形容非常奇妙

神秘，文中并无“奇妙神秘”之意，排除。

第二步，分析第二空。结合语境，填入成语是对跨界营销给营销活动带来的多方面积极

效果的概括。A项“多劳多得”强调多劳动多收益，文中并无劳动“多少”的意思，排除。

B项“一举多得”指做一件事得到多方面的好处，符合文意。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出乎意料：事先对情况与结果的估计，超出人们的料想猜测。举足轻重：指处

于重要地位，一举一动都足以影响全局。大获全胜：战胜对方，取得全部胜利。

【标签】

【知识点】逻辑填空*成语辨析

【难度】中等

65.（单选题） 位于印尼极西地带的锡纳朋火山大规模喷发，冲上数千英尺的高空，多



个村庄被炙热的火山灰吞噬，遇难人数不断增加，灾情极为严重。

以上句子的语病类型是:

A.成分赘余

B.语序不当

C.动宾搭配不当

D.成分残缺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审题干，找出句子语病。“冲上数千英尺的高空”缺少主语，属于成分残缺，

应该是“火山灰冲上数千英尺的高空”。

第二步，对比选项。D 项“成分残缺”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语句表达*病句辨析

【难度】中等

66.（单选题） 有一段话很有趣：自称“人家”的女生，啥工作都不用做；自称“姐”

或“爷”的，连别人的活儿都是你的。虽然是玩笑，但也从侧面反映出，示弱不仅能换来他

人的同情，也能减少自己的压力。示弱不是女人的专利，男子示弱可能会让妻子更加理解、

关爱和体谅自己的丈夫，从而减少不合理要求。领导如果能够对自己的下属说：“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其实是对下属全然的信任，表达愿意和他们一起学习的善意，反而能够拉近和

下属之间的关系。你会不会示弱，会不会健康地信赖他人，其实衡量的是你内在的安全感和

自信。所以，适当的示弱、依赖他人也是一种勇气，一种信任。将柔软的部分向别人敞开，

与他人建立起有爱的、有意义的连接，可让内心充满活力，情感丰富而不再孤独无助。

上述文字意在说明：

A. 学会示弱，内心更自信

B. 领导示弱，企业更和谐

C. 丈夫示弱，妻子更体贴

D. 懂得示弱，心理更健康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援引一段话表明会示弱的女生能获得更多帮助，并通过递进

关系强调示弱能“减少自己的压力”。接着列举丈夫、领导等不同角色的人示弱的益处。最

后由“所以”得出结论，即示弱是勇气、信任，可让内心充满活力、情感丰富。故文段重在



强调示弱给内心带来的积极效果。

第二步，对比选项。A 项“自信”表述片面，B项“领导”、C项“丈夫”均是文中举例

内容，非重点。D 项是对文段重点的概括。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片段阅读*意图判断

【难度】中等

67.（单选题） 下列语句中，有歧义的是：

A. 在众多国家强烈反对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依然宣布从 2012 年开始征收国际航空碳

排放费。

B. 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谢觉哉是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也不知他去上

海干什么。

C. 希腊选举结果出炉，新民主党获得胜利，但没有绝对优势。

D. 高端市场上逐渐丧失话语权的诺基亚，试图通过推出低价手机来挽救颓势。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审题干，找出有歧义句的一项。

第二步，辨析选项。B 项通过“也不知他去上海干什么”可知，“他”指代不明确，有

可能指谢觉哉，即不知谢觉哉去上海干什么；也有可能指何叔衡，即谢觉哉不知道何叔衡去

上海干什么。故 B项指代不明，有歧义。而 A 项、C 项和 D项符合语法，语义明确，均无歧

义。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语句表达*歧义句辨析

【难度】中等

68.（单选题） 网络的魅力或许正在于通过你与我、我与他的信息交互，使诞生于角落

的新事物扩散开来，从小众抵达大众。愈来愈多的网络用语将网络内部的话语体系进一步推

向网络之外，促成人群之间的理解、交融，也让人窥见时代面貌的一个侧面。其实，不管热

词从什么领域产出，既然成为热词，也都呈现着生活、影响着生活。所有的热词都既是生活

的产物，也是生活的因素。也许流行一时的热词并不能在我们的语言文字中沉淀下来，但一

些紧贴年轻人的热词，能展示出对生活的热爱。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一项是：



A. 网络语言是否应该净化

B. 网络流行语的价值何在

C. 网络流行语流行的关键

D. 从网络热词看生活热度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文段先讲述了网络的魅力，接着引出本文话题“网络用语”，然后

用“其实”进行转折，说明网络热词与生活的关系，尾句也通过转折词“但”强调网络热词

展示着人们对生活的热爱。文段主题词是“网络热词”和“生活”，标题需要能够概括文段

重点，且主体一致。

第二步，对比选项。只有 D 项提及“网络热词”和“生活”，与文段主体一致。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净化网络语言”，B 项“网络流行语的价值”和 C 项“流行的关键”，均是无中

生有。

【标签】

【知识点】片段阅读*标题选择

【难度】中等

69.（单选题）作为欧洲除俄罗斯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的垃圾处理和循环经济体系

多年来不断发展和成熟，已转变成以废物为资源，获得原料和能源的资源管理系统。特别是

在近 30 年里，德国一直在执行循环经济政策，令国民意识到了废物分类和循环利用的重要

性，为先进的分类、处理和循环利用技术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增加了本国的循环利用能力。

如今，德国已拥有全球最高的废物回收利用率，节省了大量的原料和能源，展示了废物回收

利用产业对可持续经济发展的贡献。

下列选项表述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A. 俄罗斯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

B. 德国废物回收利用率全球最高

C. 我国一直在执行循环经济政策

D. 引入先进技术能提高国民意识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选项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A项对应“作为欧洲除俄罗斯外人口最多的国家，德国……”，“俄罗斯”是欧

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而非“世界”，A 项不符合文意，排除。B 项对应“如今，德国已拥有全

球最高的废物回收利用率”，符合文意。C 项对应“德国一直在执行循环经济政策”，选项中

是“我国”，偷换概念。D 项对应“德国一直在执行循环经济政策，令国民意识到了废物分

类和循环利用的重要性，为先进的分类、处理和循环利用技术的引入创造了条件，增加了本

国的循环利用能力”，逻辑错误，排除。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片段阅读*细节理解

【难度】中等

70．（单选题） 在日常写作过程中，如果不注意标点符号的使用，就容易使文字表达产

生歧义。下列各项中，标点符号使用合乎规范的一项是：

A. 与西医相比，中医具有独特的优势：中药副作用小，医疗成本低，诊治个性化，成

书于战国时期的《黄帝内经》已系统地阐述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B. 少年写作文，就应该多写一点“有意思”的事。何必那么深刻，何必那么深沉？故

作高深，一本正经，老气横秋，少了童年的童趣和稚气，倒没有什么可爱之处。

C. 近几年的名人故里之争，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正如一网友所言，“伏羲东奔西走，

黄帝到处安家，女娲遍地开花，诸葛四处显灵。”

D. “哥偷的不是菜，哥偷的是寂寞。”小白领“偷菜”上瘾的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扭曲

的社会价值观，代表的是一种精神空虚的无聊文化。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本题考查标点符号。

第二步，A项“中药副作用小，……，诊治个性化”之间是并列关系，应用顿号，且“成

书于……”与前半部分表述关联不大，故其前面应用句号；B 项“何必……何必……”表达

两个意思，故第一个“何必……”后应用问号，且“故作高深，一本正经，老气横秋”之间

应用顿号；C 项结尾的句号应在双引号之外。D 项标点使用完全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

A项：顿号在汉语中主要用于分隔同类的、并列的事。

B项：句号表示一句话的结束，常用于陈述句末尾的停顿、语气舒缓的祈使句末尾、直



述式文意已完成的句子等。

C项：直接引用时，引号冒号都用；间接引用时，引文不完整或引文作为行文的一部分，

句末点号放在引号外面或不用。

【标签】

【知识点】基础知识*标点符号

【难度】中等

71.（单选题） ①后半生，虽然也是一半，但这一半与上一半无法相比

②青春、美丽、精力，统统都要渐行渐远

③后半生，一定要仔细思考该换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前行

④我们的前半生，手里有大把的时光，而且是风华正茂的时光，所以禁得起挥霍，即使

奢侈一把也无妨

⑤前半生是在走上坡路，后半生开始走下坡路

⑥后半生，仿佛日子过得捉襟见肘了，颇有几分寒酸的滋味，真的禁不起折腾了

将以上几个句子重新排列，语句连贯的一项是：

A. ①⑥③⑤②④

B. ④⑥①⑤②③

C. ⑤②①⑥③④

D. ④①⑤②⑥③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对比选项，确定首句。①句中“但这一半与上一半无法相比”中“上一半”指

代不明，不能做首句，排除 A项。

第二步，观察语句关联性。④句讲的是“前半生有大把的时光、青春等”，⑤②捆绑，

主要讲的是“后半生中青春、美丽、精力，都要渐行渐远”，由此可见，④和⑤②表达的意

思相反。因此，④和⑤②中间应该有表转折的过渡句，而①既能够对④承上又能够对⑤②启

下。D项语句排序正确。

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语句表达*语句排序

【难度】中等

72.（单选题） 传统医用纱布是在包扎伤口时利用压力去压迫伤口血管，使伤口的血液

流出速度减慢，但传统纱布会大量吸收血液。中科院化学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实验室课题组

与南方医科大学合作，从材料（纱布）亲水和疏水的角度设计出一种全新概念的止血材料，

解决了传统纱布在使用过程中吸血过多的问题。大量的动物实验结果表明，与传统医用纱布

相比，新型止血纱布可显著降低失血量 60%左右。此外，使用新型止血纱布在颈动脉出血情

况下可使得实验白鼠存活时间延长约 40%。这种纱布有望为患者争取更多抢救时间。

根据以上文段，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新型止血纱布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死亡几率

B. 传统医用纱布会加速颈动脉出血白鼠的死亡

C. 传统医用纱布通过大量吸收血液使伤口的血液流出速度减慢

D. 新型止血纱布可解决传统纱布在使用过程中吸血过多的问题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文段，将选项与原文一一对应。

第二步，辨析选项。文段中只是说“这种纱布有望为患者争取更多抢救时间”，但是没

有说能够显著降低患者的死亡几率，A 项无中生有。文段中并没有说明传统医用纱布与颈动

脉出血的白鼠死亡速度之间的关系，B 项无中生有。根据第一句“传统医用纱布是在包扎伤

口时利用压力去压迫伤口血管，使伤口的血液流出速度减慢，但传统纱布会大量吸收血液”

可知 C项属于偷换逻辑。根据“中科院化学所……解决了传统纱布在使用过程中吸血过多的

问题”可知，D项正确。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片段阅读*细节理解

【难度】中等



73.（单选题） 《北鸢》以细密扎实、静水深流般的文字，________了民国商贾世家子

弟卢文笙的生活变故与情感遭际，作品起笔于主人公的成长发迹，收束于________的 20 世

纪中叶，通过言说两个家族的兴盛衰亡展现整个民国的风云激荡，在满足读者对民国史某种

阅读期待的同时，将藏匿在历史深层的国人特有的文化情怀和精神气质提挈出来，让人们感

受无常时代条件下的“常情”分量，也让人们重新寓目维系民族文化________的“民心”力

度。

依次填入划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描绘 日新月异 一脉相承

B. 描写 风云激荡 欣欣向荣

C. 书写 波诡云谲 生生不息

D. 描摹 杂乱无章 薪火相传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突破口在第二空，根据“让人们感受无常时代条件下”可知，该空应体现时代

“变化无常”这一含义，“波诡云谲”形容事物变幻莫测，符合语境。“日新月异”侧重不

断出现新事物、新气象，“杂乱无章”形容乱七八糟，没有条理，两个词皆不符合语境，“风

云激荡”与后面的风云激荡重复，排除 A、B、D项，锁定答案 C 选项。

第二步，验证第一空、第三空。“书写”和“生生不息”都符合语境。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逻辑填空*实词与成语综合考查

【难度】中等

74.（单选题） 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与其他书写材料相比，纸的表面平滑，

洁白受墨，还可染色；幅面宽大，容字较多，又便于裁剪，做成各种型制；柔软耐折，可任

意舒卷，便于携带与存放；寿命长，易于保存；造纸原料易寻，价格低廉；用途广泛，既可

作书写、印刷之用，又可用作包装材料等。________________。

填入横线处最恰当的一项是：



A. 中国造纸术在发明之后，开始向外传播到世界各地

B. 东汉，蔡伦进行技术革新，生产出质量更好的麻纸

C. 中国人发明的造纸术促进了自身文化、教育和科技的发展

D. 这些无可比拟的优点，使得纸经久不衰，为世人所钟情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分析语境。横线在句尾，起总结全文的作用。前文主要讲了纸相比其他书写材

料的优点，所以接下来应对这些优点进行总结。

第二步，对比选项。只有 D 项提到了“优点”这一话题。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语句表达*语句填空

【难度】中等

75.（单选题） 19 世纪伴随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专业史学为民族国家疆界内多样化

的民众提供了一种共同经历和集体记忆，塑造了统一的民族认同。因此，民族国家成为专业

史学天然的研究单位。正因如此，民族国家史学自兴起后在历史研究的诸多范式中便占有绝

对的主导地位，并长达一个世纪之久。冷战结束后，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生活发生

巨大变化的同时，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史学范式也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全球史、跨国史等

一些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方兴未艾。

承接上述文字最恰当的一项是：

A. 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内容和特点

B. 新史学研究范式的发展前景

C. 民族国家史学开始走向没落

D.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史学挑战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阅读文段，判断文段话题落脚点。文段先介绍了“19 世纪民族国家史学主导

历史研究的原因”，接着介绍了“冷战后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开始兴起”。文段话题落脚在“新

的史学研究范式”上。

第二步，比对选项。C 项和 D项话题不一致，排除。对比 A 项和 B 项，既然提到了一种

“新的研究范式”，接下来应该先介绍其基本内容，然而才会谈到其“发展前景”。所以，

A项衔接上文更加紧密。因此，选择 A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语句表达*下文推断

【难度】中等

二、数量关系（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共 10 题，每

题 1.5 分，共 15 分。）

76.（单选题）某餐厅试营业主打推出减脂餐，每份成本 8元，售价 28 元。当天卖不完

的减脂餐不再出售，在开始营业的三天里，餐厅每天都会准备 100 份主打套餐，第一天全部

卖光，第二天剩余 20 份，第三天剩余 15 份。问这三天该餐厅的减脂餐共赚了多少元？

A. 7420

B. 5020

C. 6000

D. 5300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中的基本公式类。

第二步， 由“每份”减脂餐的成本是 8 元，“每天”准备 100 份可知，三天的总成本

为8 100 3=2400元。由第一天全部卖光，第二天剩余 20 份，第三天剩余 15 份可知，总

售价为 28 100 3-20-15 =7420（ ） 元。总利润为7420-2400=5020元。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经济利润问题



【难度】简单

77.（单选题）3，6，11，18，（ ），38？

A. 26

B. 27

C. 28

D. 29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多级差数列。

第二步， 观察原数列发现数据变化较平缓，优先考查做差找规律，相邻两项依次做差，

差数列为3，5，7，（9），11。则（ ）为18+9=27，27+11=38，满足题意。

因此，选择B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多级数列

【难度】中等

78.（单选题）某次知识竞赛试卷包括 3 道每题 10 分的甲类题，2 道每题 20 分的乙类

题以及 1道 30 分的丙类题。参赛者李某随机选择其中的部分试题作答并全部答对，其最终

得分为 70 分。问李某选择了丙类题的概率为多少？

A.
7
8

B.
6
7

C.
3
5

D.
1
3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概率问题中的基础计算型。

第二步， 根据李某随机选择部分试题作答并全部答对，最终得分为70分可知，有以下3

种情况：

（1）答对1道30分的丙类题，2道20分的乙类题，有1种方式；

（2）答对1道30分的丙类题，1道20分的乙类题，2道10分的甲类题，有 1 2
2 3 6C C 种

方式；

（3）答对2道20分的乙类题，3道10分的甲类题，有1种方式；

一共有8种选择方式。

第三步， 选择了丙类题的方式共有7种，则选择了丙类题的概率为
7
8
。

因此，选择A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概率问题

【难度】中等

79.（单选题）某公司因工作需要，安排员工轮值，甲每隔 2天值一次班，乙每隔 3 天

值一次班，丙每隔 4天值一次班，甲乙丙在周二第一次同时值班，问下一次同时值班是周几？

A. 周六

B. 周日

C. 周一

D. 周二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约数倍数问题，用最小公倍数解题。

第二步， 题目中出现每隔……每隔……每隔……，是最小公倍数解题的标志，每隔2

天、每隔3天、每隔4天相当于每3天、每4天、每5天，因为3、4、5的最小公倍数为60，则下

次同时值班需要60天，60 7=8……4天，即过了8周，多四天，则下次相遇是周六。

因此，选择A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基础计算

【难度】中等

80.（单选题）李老师为了表彰期末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买了一些文具作为奖品。4

支笔、3 个本子和 1 个书包一共 148 元，8 支笔、9 个本子和 2 个书包一共 332 元。则一个

本子多少元？

A. 10

B. 12

C. 13

D. 15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不定方程问题。

第二步， 设笔、本子、书包的单价分别为x、y、z，根据题意可列出不定方程组

4 +3 + =148
8 +9 +2 =332
x y z
x y z

……①

……②
， - 2 332-148 2=36② ① ，即3 =36x ，则 =12x 。

因此，选择B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方程与不等式

【难度】较难

81.（单选题）如图，AC∶CD=1∶3，F 是 AB 的中点，求三角形 ADF 的面积是三角形 ABC

面积的几倍？

A. 1

B. 2

C. 3

D. 4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几何问题。

第二步， 连接 BD，因为 AC∶CD=1∶3，所以 : 1: 3ABC BCDS S =V V ，赋值 ABCSV 为 1， BCDSV

为 3，则 ABDSV 为 4，又因为 AF=FB，则 2ADF BDFS S= =V V ，所以
2 2
1

ADF

ABC

S
S

= =V

V

。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几何问题

【难度】中等



82.（单选题）在初等数学加、减、乘、除运算的基础上，假设一种新的运算符号“*”。

规定 = -1x y xy ，若 313 =2a ，则a的值是（ ）。

A. 8

B. 7

C. 6

D. 5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基础计算中的定义新运算。

第二步， 根据新的运算规定13 = 13 -1=8a a ，解得 =5a 。

因此，选择D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基础计算

【难度】简单

83.（单选题）2018年父亲年龄是女儿年龄的4倍，是母亲年龄的1.2倍。已知女儿出生

当年（按0岁计算）母亲28岁，则2020年母亲多少岁？

A. 40

B. 41

C. 42

D. 43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年龄问题。

第二步， 设2018年母亲是x岁，则年龄变化如下表格：

父亲 母亲 女儿

2018 1.2x x 0.3x

2020 1.2x+2 x+2 0.3x+2

由女儿出生当年（按0岁计算）母亲28岁可知， -0.3 28x x ，即 40x ，则 +2 42x 。

因此，选择C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时间类问题

【难度】中等

84.（单选题）
3 5 5 8 7
7 8 9 11 11
，，， ， ，（ ）

A.
11
14

B.
10
13

C.
15
17

D.
11
12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分数数列。

第二步， 根据题干分析，数列的奇数项
3 5 7
7 9 11
，， ……分子分母分别依次加2；偶数项

5 8
8 11
， ……分子分母分别依次加3，所求项为第六项，即为

11
14

。

因此，选择A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分数数列

【难度】简单

85.（单选题）小明去往学校的路，不是上坡就是下坡，没有平坦路。已知小明每天骑

车去学校，上坡的速度是 10 千米/小时，下坡的速度是 15 千米/小时，小明从家去学校再返

回家中，共需要 90 分钟，问小明家到学校的距离是多少千米？

A. 18.75

B. 18

C. 9

D. 10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行程问题中的基本行程类。

第二步， 根据等距离平均速度公式可知，小明从家去学校再返回家中的平均速度为

1 2

1 2

2 2 10 15= =12
+ 10+15

。

第三步， 设小明家到学校的距离是S千米，由小明从家去学校再返回家中，共需要90

分钟，也就是1.5小时可知， 2 =12 1.5=18S 千米，则 =9S 千米。

因此，选择C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行程问题

【难度】中等

三、判断推理（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共 10 题。

每题 1.5 分，共 15 分。）



86. 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出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规律性：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样式类。图形组成元素相似，优先考虑样式类。两段式，第一段找规

律，第二段应用规律。第一组，外部轮廓一致，图 1与图 2 中的黑点去同求异后得到图 3，

第二段，应用此规律，只有 B项符合。因此，选择 B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样式类

【难度】中等

87. 从所给四个选项中，选出最合适的一个填入问号处，使之呈现一定规律性：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数量类。前三个图形中有明显的端点，优先考虑一笔画图形规律。图

1到 5的最少笔画数分别为一、二、三、四、五，依此规律，问号处图形最少笔画数为六，

只有 D项符合。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数量类

【难度】中等

88. 口红效应是指在经济危机时消费者更愿意购买相对廉价的非必需品。经济不景气时，

口红的销量反而会直线上升，这是因为在不景气的情况下，人们仍然会有强烈的消费欲望，

而口红作为一种“廉价的非必须品”可以对消费者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根据上述定义，下列体现了口红效应的是：

A. 小明经常加班，每天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去食堂吃饭，只能订外卖就餐

B. 小王大学刚刚毕业，就用父母的养老金购买了一辆价值 100 万的越野车

C. 小张公司最近业绩不好，为缓解压力，每周末都喝 100 元 1 瓶的白酒半斤

D. 小伟虽然年薪百万，但一向节俭的他平时生活中只购买 100 元一件的衣服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单定义。关键信息：在经济危机时，消费者更愿意购买相对廉价的非

必须品。A项，订外卖是在购买必须品，不属于“相对廉价的非必须品”，不符合定义；B

项，价值 100 万的越野车，不属于“相对廉价的非必须品”，不符合定义；C 项，公司业绩

不好，体现了“在经济危机时”，每周末都喝 100 元 1 瓶的白酒半斤，属于“消费者更愿意

购买相对廉价的非必须品”，符合定义；D项，小伟年薪百万，不属于“在经济危机时”，

不符合定义。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单定义

【难度】简单



89.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李白

A.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亭花∶杜甫

B.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王勃

C.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王昌龄

D. 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贺知章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内涵关系。“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出自唐代诗人李白

的《清平调词》，二者属于诗与作者对应关系。A 项，“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亭花”

出自唐代杜牧的《泊秦淮》，排除；B 项，“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出自唐代

杜牧的《清明》，排除；C项，“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出自唐代王昌龄的《出

塞》，符合；D 项，“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出自唐代诗人王维的《九月九日

忆山东兄弟》，排除。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内涵关系

【难度】中等

90. 核潜艇∶导弹潜艇

A. 弹道导弹∶洲际导弹

B. 护卫舰∶驱逐舰

C. 轻型坦克∶重型坦克

D. 侦查机∶歼击机

【答案】A

【解析】本题考查外延关系。核潜艇是按照潜艇的动力来源来划分的，导弹潜艇是按照

潜艇的武器系统划分的，有的核潜艇是导弹潜艇，有的导弹潜艇是核潜艇，二者属于交叉关

系。A 项，弹道导弹是按照导弹的驱动方式来划分的，洲际导弹是按照导弹的发射距离划分

的，有的弹道导弹是洲际导弹，有的洲际导弹是弹道导弹，二者属于交叉关系，与题干逻辑



关系一致，符合；B项，护卫舰与驱逐舰都是按照舰艇的功能划分的，二者属于反对关系，

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C 项，轻型坦克与重型坦克都是按照坦克的型号划分的，二

者属于反对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D项，侦查机和歼击机都是按照飞机的功

能划分的，二者属于反对关系，与题干逻辑关系不一致，排除。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外延关系

【难度】中等

91. 甲、乙、丙、丁去一家用人单位应聘，在经过笔试和面试后，他们对是否被录用做

了以下猜测：

甲：大家表现都很棒，我看四个人都会被录用。

乙：我不会被录用，因为我面试时的感觉糟透了。

丙：我和乙没希望，甲和丁至少有一人会被录用。

丁：我认为四人全被录用奇迹发生的可能性为零。

结果表明，只有两人的预测是正确的，这两个人是：

A. 甲和丙

B. 乙和丙

C. 乙和丁

D. 丙和丁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若干论断和真假限定，确定为真假推理。

第二步，找关系。



甲（所有是）和丁（有的不）为矛盾关系。

第三步，看其余。

（1）由“甲与丁为矛盾关系”可知甲与丁“必有一真一假”。题干指出“只有两个人

的预测是正确的”，因此乙与丙中也有一真一假。

（2）假设法。假设丙为真，那么乙、丙都不能进公司，此时乙也为真，两句真话不符

合“乙、丙一真一假”。因此丙一定为假，乙一定为真。由乙不能进公司，可以推知甲所说

为假，丁所说为真，所以预测正确的是乙和丁。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真假推理

【难度】中等

92. 小华、小钟、小佳参加了 2019 年国家公务员考试，他们分别报考了统计局、公安

局、检察院，公布考试成绩后发现：小钟没有报公安局的人成绩高，报公安局的和小佳不一

样，小华比报统计局的成绩低。

因此三人按照成绩由高到低排列是：

A. 小钟 小佳 小华

B. 小佳 小华 小钟

C. 小钟 小华 小佳

D. 小华 小钟 小佳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推理。通过“小钟没有报公安局的人成绩高，报公安局的和小佳

不一样”可知报考公安局的是小华，根据“小钟没有报公安局的人成绩高”可以推出小华成

绩高于小钟成绩，根据“小华比报统计局的成绩低”，可以知道报统计局的是小佳，且小华

成绩低于小佳，成绩从高到低可以排序为：小佳、小华、小钟。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分析推理

【难度】中等

93. 在政策扶持和 5G 技术日益成熟的影响下，中国 5G 产业发展稳步推进，企业发展态

势良好。专家认为，随着 5G 临时牌照发放和商用步伐的加快，未来中国 5G 产业在带动中国

经济产出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述专家的观点？

A. 5G 技术能推动传统行业向智能化、无线化等方向变革

B. 高性能、低延时、大容量是 5G 网络的突出特点

C. 5G 网络正式商用后，预计带动直接经济产出 0.5 万亿元

D. 目前中国 5G 产业已形成完整产业链，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答案】C

【解析】本题考查加强论证。论点：随着 5G 临时牌照发放和商用步伐的加快，未来中

国 5G 产业在带动中国经济产出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A 项，无关选项。选项只说明 5G 能推

动智能化变革，没说在经济产出方面的作用，不能加强；B 项，无关选项。该项说的是 5G

的特点，与论点无关，不能加强；C 项，增加新论据。直接说明未来 5G 产业在带动中国经

济产出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加强；D项，无关选项，只说明 5G 产业前景广阔，并未提及

在经济产出方面发挥的作用，不能加强。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加强论证

【难度】较难

94. 小张、小伟、小志三人新兵培训后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医疗兵、炊事兵、坦克兵。

其余的新兵做了如下的猜测：

小马：小张是坦克兵，小伟是医疗兵；

小曾：小张是医疗兵，小志是坦克兵；



小黄：小张是炊事兵，小伟是坦克兵。

后来证实，小马、小曾和小黄都只猜对了一半。那么，小张、小伟、小志被分到了何种

岗位？

A. 小张是医疗兵，小伟是炊事兵，小志是坦克兵

B. 小张是坦克兵，小伟是炊事兵，小志是医疗兵

C. 小张是炊事兵，小伟是坦克兵，小志是医疗兵

D. 小张是炊事兵，小伟是医疗兵，小志是坦克兵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分析推理。题干条件不确定，选项信息充分，优先采用代入法。将 A

项代入，小马两句都猜错了，排除；将 B 项代入，小曾和小黄两句都猜错了，排除；将 C

项代入，小马和小曾两句都猜错了，而小黄两句都猜对了，排除；将 D 项代入，小马、小曾、

小黄都只猜对了一半，符合题干要求，当选。因此，选择 D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分析推理

【难度】中等

95. 英国一项研究显示，饥饿可能影响人们的判断力，令他们更易从当前角度作决定而

不是放眼长远。敦提大学研究人员召集 50 人参与实验，一部分人实验时已经吃过饭，另一

部分人饿着肚子。研究人员让他们选择是立即得到一个巧克力棒或者稍后得到两个巧克力棒。

结果，饿肚子的研究对象倾向于选择前者。即使愿意等待以便得到双份巧克力棒，刚吃过饭

的研究对象平均愿意等待 35 天，而 10 个小时没吃饭的研究对象只愿意等 3天。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结论？

A. 饿肚子的研究对象不喜欢吃巧克力棒

B. 巧克力棒能有效缓解饥饿

C. 吃过饭的研究对象在平时就更为理性

D. 饥饿让人变得烦躁，从而影响决策



【答案】D

【解析】本题考查加强论证。论点：饥饿可能影响人们的判断力，令他们更易从当前角

度作决定而不是放眼长远。论据：通过对比试验，饿肚子的研究对象倾向于选择立即得到一

个巧克力棒。A项，另有他因。“饿肚子的研究对象不喜欢吃巧克力棒”，说明实验两组对

象情况不同，影响判断的因素不仅是饥饿，说明实验不准确，不能加强；B项，无关选项。

巧克力棒的作用与题干论题不一致，不能加强；C 项，另有他因。“吃过饭的研究对象平时

就更为理性”，说明实验两组对象情况不同，影响判断的因素不仅是饥饿，说明实验不准确，

不能加强；D项，增加新论据。解释了为何饥饿能影响人的判断力，可以加强。因此，选择

D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加强论证

【难度】较难

四、资料分析（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共15题，每

题1分，共15分。）

材料一：



96. 2017 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同比增长了：

A. 3.7%

B. 2.8%

C. 3.9%

D. 5.0%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 定位表格数据第二行，2017年末人民币存款余额为137952.1，人民币存款余

额同比增长量为5134.4。

第三步，人民币存款同比增长率为
5134.4 5134.4 3.86%

137952.1-5134.4 133000
，最接近于C选项。

因此，选择C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增长率计算

【难度】简单

97. 2015年末，住户存款余额为多少亿元？

A. 26740.7

B. 28012.2

C. 28962.2

D. 27383.7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基期量计算。

第二步， 2017年末住户存款余额为28962.2亿元，比2016年末增长950.0亿元，则2016

年末约为28962.2-950.0≈280000亿元；2017年增长量比2016年少321.5亿元，即2016年增长

量约为950+321.5≈1300亿元，则2015年末住户存款余额约为28000-1300=26700亿元。

因此，选择A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基期量计算

【难度】中等

98. 2017年末，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余额约占各项贷款余额的比重是（ ）？

A. 83%

B. 95%

C. 78%

D. 91%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

第二步， 定位表格，2017年末人民币贷款余额63382.5亿元，各项贷款余额69556.2亿

元。

第三步， 观察选项，则人民币贷款余额占的比重为
63382.5 91%
69600

。

因此，选择D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比重计算

【难度】中等

99. 2017年末，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及住户消费贷款四项中，增加额最大

的是（ ）？

A. 短期贷款

B. 中长期贷款

C. 票据融资

D. 住户消费贷款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增长量比较。

第二步， 定位表格“比上年增长”一列，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票据融资及住户消

费贷款的增加额分别为2647.5、5062.9、-560.3、1868.4，增加额最大的为中长期贷款5062.9。

因此，选择B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简单比较

【难度】简单

材料二：

2017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 139008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0.53%，其中城镇常住人口 81347

万人，占总人口比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8.52%，比上年末提高 1.17 个百分点。全年

出生人口 1723 万人，出生率为 12.43‰；死亡人口 986 万人，死亡率为 7.11‰。全国人户

分离的人口 2.91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 2.44 亿人。

100. 2017 年全国大陆总人口自然增长率为：

A. 5.32%

B. 4.32%

C. 0.532%

D. 0.432%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简单计算。

第二步， 定位第一段，“2017 年出生率为 12.43‰，死亡率为 7.11‰”，则自然增长

率为12.43 7.11 5.32 0.532%‰ ‰ ‰- = = 。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简单计算

【难度】简单

101. 2016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为：

A. 138344

B. 137561

C. 138271

D. 139008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基期量计算。

第二步，定位第一段，“2017 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 139008 万人，比上年末增长 0.53%”。

第三步， 根据
1
现期量

基期量=
增长率

，可得 2016 年末总人口为

139008 139008 1-0.53% 138271
1+0.53%

（ ） 万人。

因此，选择 C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基期量计算

【难度】中等

102. 表格中“？”所表示的数值为：

A. 5.9%

B. 14.6%

C. 18.5%

D. 17.3%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比重计算。

第二步， 定位表格，“？”表示 60 周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根据

24090 24090 17.3%
139008 139000

部分值
比重

整体值
= = 换 。因此，选择 D 选项。

解法二：60 周岁以上人口 100% -17.8% - 64.9% 17.3%比重 = = 。

因此，选择 D。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比重计算

【难度】简单

103.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 2017 年末男性的比重低于女性

B. 2017 年 60 周岁及以上人口大于 1~15 岁（含不满 16 周岁）人口

C. 2017 年末，60 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中 65 周岁及以上所占比重超过七成

D. 2016 年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 2.83 亿人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



A 选项，简单比较。定位表格，2017 年末，男性的比重为 51.2%，女性的比重为 48.8%，

男性比重高于女性，错误；

B选项，简单比较。定位表格，60 周岁以上人口有 24090 万人，1~15 岁人口为

24719 1723 23000- » 万人，前者大于后者，正确；

C选项，比重计算，2017 年末，60 周岁及以上的人口中 65 周岁及以上所占比重为

15831 65.7%<70%
24090

，不足七成，错误；

D选项，基期量计算，定位第一段，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 2.91 亿人，其中流动人口 2.44

亿人，无法求出 2016 末全国人户分离的人口数，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综合分析

【难度】较难

材料三：

2018 年，全国对外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 46230.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12.6%，增速同比

上升 1.2 个百分点。其中，进口总额 21356.4 亿美元，增长 15.8%；出口总额 24874.0 亿美

元。其中，初级产品的进口额为 7016.1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 1219.7 亿美元，出口额为

1350.9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 173.6 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为 14340.2 亿美元，比

上年增加了 1698.7 亿美元，出口额为 23520.3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 2063.8 亿美元。

2017 年，吸收外商投资合同项目 35652 个，比上年增长 27.8%，实际使用外资额 1310.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0%，其中，外商直接投资 1310.4 亿美元。2017 年，对外经济合作中，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 2652.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7%；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685.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5.8%。

104. 2017 年，全国对外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为（ ）

A. 11.4%

B. 12.6%

C. 13.8%



D. 15.3%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增长率计算。

第二步， 定位第一段，“2018 年，全国对外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 46230.4 亿美元，比

上年增长 12.6%，增速同比上升 1.2 个百分点。”则 2017 年的增长率为 12.6%-1.2%=11.4%。

因此，选择 A。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增长率计算

【难度】中等

105. 2017年，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实际使用外资额、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及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四项中，增长的最多的是（ ）？

A. 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

B. 实际使用外资额

C. 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额

D. 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答案】A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增长量比较。



第二步，定位第二段，“实际使用外资额 1310.4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4.0%，对外承包

工程合同金额 2652.8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8.7%，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 1685.9 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 5.8%。”根据增长量比较的口诀，大大则大可知，三者中对外承包工程合同金

额的增长量最大，为
2652.8 8.7%
1+8.7%

。

第三步，定位第一段，“工业制成品的出口额为 23520.3 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 2063.8

亿美元。”。
2652.8 8.7%<2063.8
1+8.7%

，所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增长的最多。

因此，选择 A。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增长量计算

【难度】较难

106. 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

A. 2018 年，实现全国对外贸易货物进出口逆差 3517.6 亿美元

B. 2017 年，工业制成品的进口额是初级产品的进口额的 2 倍多

C. 2018 年，全国对外贸易货物出口额的增长率为 13.4%

D. 2016 年，吸收外商投资合同项目 31474 个

【答案】B

【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

A选项，简单计算。定位第一段，进口总额 21356.4 亿美元，出口总额 24874.0 亿美元，



前者小于后者，贸易顺差为 24874.0-21356.4=3517.6亿美元，错误；

B选项，倍数计算。定位第一段，初级产品的进口额为 7016.1 亿美元，工业制成品的

进口额为 14340.2 亿美元，
14340.2 2
7016.1

，正确；

C选项，混合增长率计算，定位第一段，2018 年，全国对外贸易货物进出口总额比上年

增长 12.6%，进口总额增长 15.8%，根据混合增速，整体增速介于部分增速之间可知，出口

额的增长率要小于 12.6%，错误；

D选项，基期量计算，定位第二段， “2017 年，吸收外商投资合同项目 35652 个，比

上年增长 27.8%”，2016 年，吸收外商投资合同项目为
35652 27900

1 27.8%
亿美元，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综合分析

【难度】较难

材料四：



107. 2013-2017 年，平均每年的用水总量为（ ）

A. 6150

B. 6058

C. 6122

D. 6093

【答案】D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平均数计算。

第二步， 2013-2017 年，平均每年的用水总量为

6183.4 6094.9 6103.2 6040.2 6043.4 6180 6090 6100 6040 6040 6090
5 5

亿立方米。

因此，选择 D。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平均数计算

【难度】中等



108. 2013-2017 年，水资源总量的增长率最大的为哪年？

A. 2014

B. 2015

C. 2016

D. 2017

【答案】C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增长率比较。

第二步， 观察柱状图，2014 年、2017 年均为下降的，增长率为负数，不可能是最大的，

排除。2015 年的增长率为
27962.6 27266.9 695.7

27266.9 27266.9
，2016 年的增长率为

32466.4 27962.6 4503.8
27962.6 27962.6

，很明显 2016 年的增长率大。

因此，选择 C。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增长率计算

【难度】简单

109. 2015 年用水总量占水资源总量的比重与 2014 年相比（ ）

A. 上升

B. 下降

C. 持平

D. 无法比较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两期比重比较。

第二步， 观察柱状图，2015 年用水总量为 6103.2 亿立方米，水资源总量为 27962.6

亿立方米，比重为
6103.2 6103.2 21.8%
27962.6 28000

；2014 年用水总量为 6094.9 亿立方米，水

资源总量为 27266.9 亿立方米，比重为
6094.9 6094.9 22.3%
27266.9 27300

。

第三步，21.8%<22.3%，2015 年的比重小于 2014 年的，故比重下降。

因此，选择 B。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比重计算

【难度】中等

110. 如果按照 2017 年的增长速度，2018 年水资源总量约为（ ）亿立方米

A. 24033

B. 25482

C. 22456

D. 23147

【答案】B

【解析】

第一步， 本题考查现期量。

第二步， 观察柱状图，2017 年的增长率为
28761.2 32466.4 3705.2 11.4%

32466.4 32500
，

则 2018 年水资源总量为 28761.2 (1-11.4% 89%=25632） 28800 亿立方米。

因此，选择 B。

【拓展】无

【标签】



【知识点】现期量计算

【难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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