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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广西林业厅直属事业单位考试题 A 卷

参考答案

一、言语理解与表达

1.【答案】C

【解析】第一步，分析语境。根据文段中"抓住某些可用精密公式来表示的普遍特性"

可知，对"经验事实"的修饰应与"某些"和"精密"相反相对，且与"普遍"对应，因此"经验事

实"应是"多"和"乱"的。第二步，辨析选项。A 项"偶发"指偶然发生，不能对应后文的""普

遍"，排除 A 项。B 项"零散"指分散，但不能突出"多"，排除 B项。C 项"庞杂"指庞大纷杂，

多而杂乱，符合文意。D项"系统"指整体性，不能和"某些"和"精密"相反相对，排除 D 项。

因此，选择 C 选项。

2.【答案】B

【解析】A 选项语序颠倒“崛起”应在“繁荣”之前；C 选项长达……和……之久，语

意重复；D 选项缺少主语，“通过”是动词“使我”也是动词，应将“通过”删除才有整个

句子的主语。

因此，选择 B 选项。

3.【答案】A

【解析】A选项对应，材料的传媒与受众脱节依赖的是广告商。B选项的感情偏向积极，

不符合文意。C选项，依赖广告商与广告商收入不是同一概念。D 选项是无中生有。

因此，选择 A 项。

4.【答案】D

【解析】就近原则，失衡就是前面的材料，交感神经控制身体，而负交感神经变弱，也

就是说高强度与低强度的关系。

因此，选择 D 项。

二、数字推理

5.【答案】A

【解析】前两项做差得第三项，所求项为 2-5=-3。

因此，选择 A 选项。

6.【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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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两项做差后为 12、24、36、48，即差值 12 的等差数列，所求项为 18+24=42。

因此，选择 C 选项。

三、数学运算

7.【答案】B

【解析】设还需要 t天完成，列式为：20×15=20×3+（20-5）t，t=16，总时间为 3+16=19

天。

因此，选择 B 选项。

8.【答案】B

【解析】求都喜欢的人数最少，则没有都不喜欢的人，根据公式 30+25-x=48，求得 x=7。

因此，选择 B 选项。

四、判断推理

9. 【答案】B

【解析】第一段找规律，所有图形均能一笔画。第二段用规律，前两幅图是一笔画，四

个选项只有 B 项是一笔画，因此选择 B选项。

10.【答案】D

【解析】本题属于选是题，夹心层指的是（1）不符合廉租房条件且无条件购买经济适

用房、（2）有条件购买经济适用房但买不起商品房的人群。A 项，小胡有能力购买房屋。B

项，没有提到有没有能力买房。C项，已经购房不符合定义。D 项，二者如果符合题干任意

一条定义就不会住在临时仓库。因此选择 D选项。

11.【答案】B

【解析】本题属于选是题，酝酿效应指的是（1）一个人长期无法解决一个问题、（2）

暂停去做别的事、（3）想到解决办法。A项，找文件不属于长期致力于解决一个问题。B项

写论文遇到困难符合之后理清思路符合定义。C 项没有停下来做其他事，不符合条件（2）。

D项申请课题不属于解决问题，不符合条件（1）。因此选择 B选项。

12.【答案】B

【解析】观察题干中的事件，第一个应为西汉汉文帝、汉景帝统治时期出现的“文景之

治”，第二个事件是东汉光武帝刘秀统治时期出现的“光武中兴”，第三个应为唐朝初年唐太

宗在位期间出现的“贞观之治”，而“开元盛世”在“贞观之治”之后，是唐玄宗治理下出

现的盛世。“乾隆盛世”出现于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所以排在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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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正确选项为 B。

13.【答案】B

【解析】观察选项，确定首句应从①⑤⑥中选择。

“确定栽植位置”应在先，因此排除 C、D；观察 A、B 选项，对比①⑥的先后顺序。应

该先“挖坑”再“起苗”， 起苗就是把树苗从地里挖出来，再移栽到坑里。

因此，选择 B 选项。

14.【答案】D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干逻辑关系。

“普陀山”位于浙江省舟山市境内，因此“普陀山”与“浙江”属于山峰与所属省份的

对应关系。

第二步，辨析选项。

A项：“峨眉山”位于四川省境内，排除；

B项：“庐山”位于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市境内，排除；

C项：“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黄山市境内，排除；

D项：“九华山”位于安徽省池州市境内，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符合；

因此，选择 D 选项。

15.【答案】C

【解析】第一步，确定题型。

题干有明显的逻辑关联词“若……则……”，等同于“如果……那么”，确定为翻译推理。

第二步，翻译题干中句子。

（1）甲或乙来自湖南→丙来自广东；

（2）戊来自湖南→丁来自山东。

已知题干中给出的信息“丁来自广东”，即对（1）与（2）的否后。

对（1）否后，必定否前；¬丙来自广东→¬甲来自湖南且¬乙来自湖南；

对（2）否后，必定否前；¬丁来自山东→¬戊来自湖南。

由此可知，五个人中，甲、乙、丁、戊都不是湖南人，因此丙来自湖南。

因此，选择 C 选项。

五、资料分析

16.【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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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材料第一段第一句，基期量=现期量÷（1+增长率），即 400.6÷（1+28%）

=313

因此，选择 C 选项。

17.【答案】D

【解析】根据材料第一行第二行数据，299.6-92.7=206.9 亿件

因此，选择 D 选项。

18.【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第一段第四行，14.8%-10.7%=4.1%

因此，选择 C 选项。

19.【答案】C

【解析】根据材料最后三行，只有西部地区的快递业务量比重及快递业务收入比重同时

上升，其他两个地区是一个上升一个下降。

因此，选择 C 选项。

20.【答案】B

【解析】A选项，求基期量，8.3÷（1+33.8%）=6.2，错误。

B选项，求比重，92.7÷400.6=23，正确。

C选项，简单计算，差值分别为 81.1%-80.9%=0.2%、11.6%-10.8%=0.8%、8.3%-7.3%=1%，

东部地区差值最小，错误。

D选项，简单计算，根据材料第二段第一句和最后一句，得 7.3%-0.1%=7.2%，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六、常识判断

21.【答案】A

【解析】习近平在会议中强调，新疆各族干部是值得信任、有战斗力的。对他们要政治

上激励、工作上支持、待遇上保障、生活上关心、心理上关怀，研究采取有效措施，稳定新

疆干部人才队伍。要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践行胡杨精神和兵团精神，激励各级干部在

新时代扎根边疆、奉献边疆。

因此，选择 A 选项。

22.【答案】A

【解析】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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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答案】A

【解析】“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义利兼顾，通过正当途径和合法手段来追求自己

的物质利益。

因此，选择 A 选项。

24.【答案】B

【解析】干部的德和才，往往体现在他的工作实绩上。通过实绩来衡量干部的德和才，

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干部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事业中，干部的德才如何，主要看其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中取得的成绩。

因此，选择 B 选项。

25.【答案】B

【解析】 扎西德勒是藏族人表示欢迎、祝福吉祥的话。“扎西”是吉祥的意思，“德勒”

是好的意思，连起来可以翻译成“吉祥如意”。

因此，选择 B 选项。

26.【答案】A

【解析】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最主要因素是实行全民族抗战。

因此，选择 A 选项。

27.【答案】D

【解析】紧张后手心出汗属于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交感神经兴奋引起的一种临床表

现。由于人体的汗腺主要是受交感神经支配，紧张时交感神经兴奋，所以会出现心跳、心慌、

手心出汗等情况。根据中医基础理论，汗为心液，心为五脏六腑之大主，紧张时心阳亢奋，

所以会出现手心出汗的情况。

因此，选择 D 选项。

28.【答案】A

【解析】发了芽的大蒜，辛辣味会淡些，蒜瓣味也差些，但不至于引起食物中毒。

因此，选择 A 选项。

29.【答案】C

【解析】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在 9 月 27 日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第 17 届中国

－东盟博览会将于 2020 年 11 月 27-30 日在广西南宁举办，在举办实体展的同时，同步推出

“云上东博会”。

因此，选择 C 选项。



好老师 好课程 好服务

30.【答案】D

【解析】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告首批国家级海洋捕捞渔获物定点上岸渔港名单，广西唯

一入选名额落户南澫中心渔港，沿海三市一县大中型渔船的渔获物定点上岸管理制度将逐步

铺开。

因此，选择 D 选项。

七、单项选择题

31.【答案】A

32.【答案】C

33.【答案】C

34.【答案】C

35.【答案】A

36.【答案】B

37.【答案】D

38.【答案】A

39.【答案】B

40.【答案】C

41.【答案】D

42.【答案】A

43.【答案】D

【解析】一在树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二在施工等作业时借树木作为支撑物或者

固定物；三攀树、折枝、挖根摘采果实种子或者剥损树枝、树干、树皮；四距树冠垂直投影

5米的范围内堆放物料、挖坑取土、兴建临时设施建筑、倾倒有害污水、污物垃圾，动用明

火或者排放烟气；五擅自移植、砍伐、转让买卖。

44.【答案】B

【解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城市绿化主管部门。

45.【答案】D

【解析】古树按照下列规定实行分级保护： （一）树龄在一千年以上的古树，实行特

级保护； （二）树龄在五百年以上不满一千年的古树，实行一级保护； （三）树龄在三百

年以上不满五百年的古树，实行二级保护； （四）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满三百年的古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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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三级保护。 名木实行一级保护。

46.【答案】B

【解析】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三款规定，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护牌、保护

设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逾期不

恢复原状的，处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47.【答案】A

【解析】砍伐特级保护的古树的，每株处三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

48.【答案】C

【解析】近 10 年来，广西桉树人工林发展快速，年均新增 200 万亩左右，桉树面积、

生长量、蓄积量均居全国第一位，有“世界桉树看巴西，中国桉树看广西”的说法。目前，

广西桉树人工林面积达到 3000 多万亩，占全国桉树总面积的一半，占广西森林总蓄积量的

14％。广西生产的木材达到 2500 万 m3（含其他材）占全国商品材产量的 30%以上。

49.【答案】B

【解析】林业是我区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9 年，全区木材产量达到 3500 万立

方米，林下经济总产值达到 1144 亿元，油茶、核桃等特色经济林产业产值达到 1062 亿元。

木材加工产业产值达到 2335 亿元，人造板

50.【答案】A

【解析】全区已建及在建的各类林业产业园 20 余家

51.【答案】C

【解析】在我区的林化产品中，八角、松香及其深加工产品占世界贸易量的 50%以上，

茴油、肉桂、桂油、栲胶产量占全国的 90%以上，广西成为全国最重要的林化产品生产基地。

52.【答案】B

【解析】2018 年 11 月 12 日上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正式挂牌。

53.【答案】B

【解析】 林业技术防治

54.【答案】A

【解析】病害主要发生在幼苗期。发病部位多在幼茎基部。最初，病部呈水渍斑，逐渐

变为淡褐色至褐色，并凹陷缢缩，病斑迅速绕茎基部一周，使幼苗倒伏。此时，幼叶依然保

持绿色。最后，病苗腐烂或干枯。此病从种子萌发至出土前也可发病，导致种芽腐烂。当土

壤湿度较高时，在病苗及附近土表经常有白色絮状物出现，即菌丝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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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答案】D

【解析】侵染性病原是引起苗木立枯病的主要原因。这类病原中以真菌中的丝核菌、镰

刀菌、腐霉菌 3 种为主。3 种真菌都属于土壤习居菌，有较强的腐生习性，可长期存活于土

壤中的病残体上，条件适宜时即侵染苗木。

56.【答案】D

【解析】松材线虫病，又称松树萎蔫病，是由松材线虫（Bursaphelenchus xylophilus）

引起的具有毁灭性的森林病害，属我国重大外来入侵种，主要发生在树干。

57-59 缺

60.【答案】C

61.【答案】B

62.【答案】B

63.【答案】A

64.【答案】D

65.【答案】D

66.【答案】D

67.【答案】C

68.【答案】B

69.【答案】C

70.【答案】D

71.参考答案：

1.建立健全管理机制。构建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现代林业治理体系，精准发力，

履职尽责。

2.增强生态文明建设主动性。调动广大干部群众育林护林积极性，统一部门力量，形成

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精准务实林业工作举措。

3.职责明确，调动积极性。转变发展观念，立足林长制并写入地方性法规，责任细化到

人。

4.理念先进，方针正确。坚持节约、保护优先，修复为主，认真践行新发展理念，推动

林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多措并举发展绿色产业。

5.因地制宜，加快转型升级。统筹好生态和旅游、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协同发展，提高

人民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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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参考答案：

B 省林业局关于召开林长制试点工作推进会的通知

各市政府、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和省林长制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经研究，定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 B 省召开林长制试点工作推进会。现将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参会人员

各市政府、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分管负责同志和省林长制成员单位主要负责同志。

二、会议时间

2020 年 11 月 16 日在 B 省召开林长制试点工作推进会。

三、会议内容

1.习近平总书记历年高度重视农业和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论断，形成

了科学系统的生态文明思想，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林业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A 省林

长制度取得优异成效，值得我省深入学习，故而召开林长制试点工作推进会，构建生态强省。

2.我省将深化县镇村三级林长制试点。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一项重点任务来抓。要求各

试点单位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在更高起点，推动林长制试点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聚焦能力建设，狠抓关键环节，解决认识淡化，责任虚化，权利碎化和服务弱化问题。真正

做到林有人管，事有人做，责有人担。

3.将在全面总结县级林长制试点工作的基础上，总结我省选定甲乙丙丙 4 个县作为灵长

制试点单位的先进工作经验。（甲县创建云巡护和林河众彩小程序，实现高精准高效监管和

公共广泛参与，开展林长制。乙县建立县镇村组四级林长体系因地制宜，推动林长制工作向

纵深开展。丙县，设立林长制事务中心健全护林员考核制度，夯实森林资源管理基层基础。

丁县借力森林资源一键通 app 平台，构建森林湿地动态监测体系。）

4.召开林长制试点工作推进会，部署市级试点。并适时在全省全面推行林长制，构建林

长责任体系。发挥一长两员力量，筑牢绿色生态防线。

四、注意事项

1. 请各市县林业局汇总参会人员名单（含姓名、性别、单位、职务、联系方式等），

并于 11 月 15 日下午 5 点前报省林业局办公室。

2. 希望各位主要负责同志，能够积极参与，准时参会，共同推进林长制度，还给子孙

后代一片绿水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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