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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广西林业厅直属事业单位考试题 B 卷

参考答案及解析

1.【答案】A

【解析】题目只有一个空格，其考察的是备选词汇与文化的搭配，经过审题，题干中要体现出

的是参赛节目的文化特征或者是具有的内涵，根据这个语境，“底蕴”是事物的内涵和文化的涵养

是符合的。 B 选项“基础”指建筑底部与地基接触的承重构件，它的作用泛指把建筑上部的荷载传

给地基。因此地基必须坚固、稳定而可靠，不符合语境搭配。C 选项风俗“指长期相沿积久而成的

风尚、习俗”，搭配不当。D 选项内在指的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跟‘外在’相对），存于内心

的，不表露在外面”，强调的是内部的，搭配不当。故选择 A 选项。

2.【答案】C

【解析】经过审题，题干中空格应该是共同商量、讨论的含义，备选词汇中 C 选项合计就有商

量，共同想办法、计谋的含义，符合题干的语境。A项核算侧重于核查、计算，B 项核计侧重于审核、

计算，D 项考虑指的是思索问题，做出决策，没有体现共同商量语境，并且属于口头语，不符合书

面用语规范，故 ABD 三项均不符合。所以选择 C 选项。

3.【答案】B

【解析】经过审题，题干中“从本科……硕士继续就读” ，应该是进一步学习，向更高的层次

发展的含义，B 项深造符合，也是常规搭配。A 项见习指的是从学校到社会中参与实践，初到工作岗

位的人在现场实习。C 项进修一般指已工作的人为提高自己的政治、业务水平而进一步学习（多指

暂时离开职位，参加一定的学习组织）。D 项专研是指专门研究某一个课题，侧重强调专门，专一

于某个领域，经过分析，ACD 三项均不符合语境含义。所以该题选择 B选项。

4.【答案】A

【解析】根据文意可知，中华白海豚会接着去繁衍延续后代。A 项“繁殖”指生物产生新的个

体以传代，符合文意要求，且与后代一词搭配使用得当。B 项“生殖”也有繁衍之意，但不与“后

代”项搭配，故排除。C 项“生产”一是指制造各种生产生活资料，二是指生育。但是一般也不说

“生产后代”，搭配不当。D 项“养育”指抚养和教育，但是文意只是指生产繁衍，没有涉及新生

命诞生之后的抚养教育的过程，故不合文意排除。因此，答案为 A 选项。

5.【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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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A 项“权力”是指政治上的强制力量或职责范围内的支配力量。B 项“权利”是指公民

或法人依法行使的权力和享受的利益，与义务相对。C 项“权威”是指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D 项

“义务”一是指公民或法人按法律规定应尽的责任，二是指道德上应尽的责任，三是指不要报酬的。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由我国的国家性质及政体共同赋予

的人民可依法行使的权力。人民能从中享受到该有的利益，并未强调强制力量、支配力量或其他。

因此，排除不合题意的 ACD 选项，答案选择 B 选项。

6.【答案】B

【解析】前两项求和得第三项，所求项为 3+5=8

因此，选择 B 选项。

7.【答案】C

【解析】两项做差后为 2、4、6、8、10、12，即差值 2的等差数列，所求项为 32+12=44

因此，选择 C 选项。

8.【答案】C

【解析】123×5=615。

9.【答案】A

【解析】设乙为 x，则甲为 x+4，即 x+x+4=96，求得 x=46。

10.【答案】D

【解析】29÷2=14……1，所求值为 14+1=15。

11.【答案】A

【解析】1280÷2+60=700。

12.【答案】D

【解析】三年前莉莉 7 岁，则妈妈为 7×（4+1）=35 岁，妈妈今年 35+3=38 岁。

13.【答案】B

【解析】对应关系，龙头控制供水，开关控制供电，选择 B 选项。

14.【答案】C

【解析】功能对应，炒锅用来炒菜，纱窗用来防蚊，选择 C 选项。

15.【答案】D

【解析】对应关系，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乐队必须绝对服从指挥，选择 D 选项。

16.【答案】D

【解析】功能一致且算盘比计算器出现要早，并且二者都是人造物；D 选项二者功能一致且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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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比空调出现要早，并且二者都是人造物。因此，选择 D 选项。

17.【答案】B

【解析】串词造句，用手机播放视频，用电脑打游戏。故正确答案为 B 选项。

18.【答案】A

【解析】对应关系，通过分数衡量考试结果，通过价格衡量商品贵贱。故正确答案为 A 选项。

19.【答案】D

【解析】常识对应，且都是中国传统节日，春节吃饺子，元宵吃汤圆。故正确答案为 D 选项。

20.【答案】D

【解析】此题题干中“义工”是完全出于本人自愿，不计劳动报酬的义务工作者，而“职员”

是享有权利并履行义务，并按劳动计酬的工作者。选项 A 属于依存关系，选项 B 是被教育与教育的

关系，选项 C 是并列关系。只有选项 D 与题干相符，故正确答案为 D 选项。

21-28.缺

29.【答案】D

【解析】中国卫星导航系统管理办公室主任、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在发布会上

介绍，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提前半年完成全球星座部署，开通全系统服务。冉承其介绍，400 多家单

位、30 余万科技人员集智攻关，攻克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 160 余项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500

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实现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 100%。

30.【答案】B

【解析】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数据显示，7 月份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671 亿

元，同比增长 3.6%，其中基建大中型项目投资完成 499 亿元，同比增长 11.3%。截至 2020 年 7 月底，

中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4.14 万公里，位居世界第二；高铁 3.6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

31.【答案】D

【解析】1945 年 9 月 2 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在包括中国在

内的 9 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是中国近代以来反侵略历史上的第一次全面

胜利，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牵扯到了五大洲的居民。战争分为西、东两大战

场，即欧洲北非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是继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战争。

1939 年 9 月 1 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等轴心国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卫星国为

一方，以中国、美国、英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同盟国进行的第二次全

球规模的战争。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 61 个国家和地区、20 亿以上的人口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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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 2200 万平方千米。战争中军民共伤亡 7000 余万人，损失大约 5 万多亿美

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以中国、美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

界和平而告终

32.【答案】B

【解析】据新华社 10 月 11 日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深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2025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33.【答案】B

【解析】A．张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

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

魂所在。不符合题意，故而排除。

B．扁鹊：是中医学的开山鼻祖，世人敬他为神医，创造了望、闻、问、切的诊断方法，奠定了

中医临床诊断和治疗方法的基础。符合题意，故选择。

C．华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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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题意，故而排除。

D．孙思邈：孙思邈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终于完成了他的

著作《千金要方》。唐朝建立后，孙思邈接受朝廷的邀请，与政府合作开展医学活动。唐高宗显庆

四年（659 年），完成了世界上第一部国家药典《唐新本草》。不符合题意，故而排除。

34.【答案】B

【解析】如果重复使用这种“废油”高温烹调，油里的致癌物会急剧增加。此外，用过的油，

烟点会明显下降，这就意味着炒菜时产生的油烟会更多。油烟中含有多种有毒挥发物。它具有强烈

的辛辣味，对鼻、眼、咽喉黏膜有较强的刺激，且早已被确认是油烟中能提高肺癌风险的因素之一。

35.【答案】A

【解析】根据表格信息，信息业从业人数最多的国家是中国，为 6591.1 万人。因此，选择

A选项。

36.【答案】C

【解析】根据表格信息，美国信息业从业人员占比为 49.5%，中国信息业从业人员占比为 11.5%，

美国比中国高 49.5%-11.5%=38 个百分点。因此，选择 C 选项。

37.【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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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根据表格中的信息，信息业从业人数所占本国就业总人数比重最大的是美国，为49.5%，

下列选项中没有美国，因此，选择 D 选项。

38.【答案】D

【解析】根据表格中的信息，意大利从事信息业的人数占就业总人数的 35.5%，因此，从事非

信息业人数的占比为 1-35.5%=64.5%。因此，选择 D选项。

39.【答案】C

【解析】根据表格信息，美国从事信息业的人数为 5565.8 万人，俄罗斯从事信息业的人数为

5253.2 万人，美国比俄罗斯多 5565.8-5235.2=330.6 万人。因此，选择 C选项。

40.【答案】A

【解析】油的密度比水小，飘在水面上，会阻止空气与汤进行接触，从而会让散热性减弱，因

此散热会慢，因而散热就会变慢。故而选 A。

41.题干不全

42.【答案】C

【解析】“尊者决定”原则的含义是，在两人握手时，各自首先应确定握手双方彼此身份的尊

卑，然后以此而决定伸手的先后。先由位尊者首先伸出手来，即尊者先行。位卑者只能在此后予以

响应，而决不可贸然抢先伸手，不然就是违反礼仪的举动。

在握手时，之所以要遵守“尊者决定”的原则，既是为了恰到好处地体现对位尊者的尊重，

也是为了维护在握手之后的寒暄应酬中位尊者的自尊。因为握手往往意味着进一步的交往的开始，

如果位尊者不想与位卑者深交，他是大可不必伸手与之相握的。换言之，如果位尊者主动伸手与位

卑者相握，则表明前者对后者印象不坏，而且有与之深交之意。

43.【答案】A

【解析】我国燃料乙醇的主要原料是陈化粮和以木薯、甜高粱等淀粉质或糖质非粮作物，今后

研发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木质纤维素为原料的第二代燃料乙醇技术。目前，国家发改委已核准了广

西的木薯燃料乙醇、内蒙的甜高粱燃料乙醇和山东的木糖渣燃料乙醇等非粮试点等项目，以农林废

弃物等木质纤维素原料制取乙醇燃料技术也已进入年产万吨级规模的中试阶段。

44.【答案】D

【解析】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位于广西南宁会展中心。南宁是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全区政

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和金融中心，是中国—东盟博览会永久举办地。

45.【答案】D

【解析】2016 年 10 月 19 日，广西贺州市通过“世界长寿市”认证，成为世界长寿市。国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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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老龄化长寿化指导委员会副主席邹平和国际地理联合会健康与环境委员会主席汤马斯·克拉福特

向贺州市颁发“贺州世界长寿市”证书、牌匾。

46.【答案】B

【解析】“十三五”期，广西将有 5 条高速公路通达边境口岸。越南河内连接友谊关的高速公

路，预计将在 2020 年全线贯通，广西与东盟间正加速形成海陆通道相辅相成、互相支撑的对外大通

道格局。

2017 年，广西将重点推动越南方面加快凭祥—谅山—河内、东兴—芒街—河内、龙邦—高平—

河内高速公路的规划建设，并鼓励广西有实力的企业“走出去”参与投资建设。“十三五”期，广

西还将修建至龙州水口、靖西龙邦、那坡平孟等 3 个边境口岸的高速公路，加上已经修通的南宁至

东兴、南宁至友谊关两条高速公路，届时广西将有 5 条高速公路通达中越边境口岸。

我国第一条连接东盟国家的高速公路———广西南宁至友谊关高速公路（南友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南友高速公路是国家规划的“五纵七横”国道主干线衡阳至昆明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

中国通往越南乃至东南亚地区最便捷的陆路国际大通道，被誉为“南疆国门第一路”。

47.【答案】A

【解析】地铁是一个发达城市的标配之一，目前有地铁的城市不多，也就 38 个这样吧，大都是

集中在发达城市，一般城市还没达到建地铁的要求。中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只有两个城市有

地铁，一个是广西南宁，广西第一个有地铁的城市，另一个是新疆乌鲁木齐，不过，南宁比乌鲁木

齐早两年多开通地铁。

48.【答案】C

【解析】它有三种含义，第一指束发，古代人成年之后开始束发，因而结发指出成年；第二是

指成婚，古代人新婚夜要男女左右共髻束发；第三是指妻子。

49.【答案】C

【解析】纪念屈原说。公元前 278 年，秦军攻破楚都，屈原投江殉国。沿江百姓纷纷引舟竞渡

前去打捞，沿水招魂，并将粽子投入江中，以免鱼虾蚕食他的身体。这天正是农历五月初五，因此

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等习俗，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50.【答案】D

【解析】盂兰盆节是指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的节日，也称盂兰盆会、中元节。有些地方俗称该

节日为鬼节、施孤，或亡人节、七月半等。故而不是元宵节，排除，所以当选。

51.【答案】D

【解析】A 令妹，称自己的妹妹。后用作敬称对方的妹妹。令，意思是美好，用于称呼对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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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属。

B内子：古人与外人交谈时对妻子的称呼 , 古代卿大夫的嫡妻称为"内子"。是很恭敬的说法，

说明他很尊重老婆。

C 家妹，直译为家里的妹妹。狭义上的家妹是特指自己的亲妹妹，现在也常用在和自己同姓的

人身上。在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地较为常用。

D舍妹：这是自己在对熟人说的谦词；用于对别人称自己家的妹妹。

52.【答案】C

【解析】《弟子规》是清代教育家李毓秀所作的三言韵文。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

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以三字一

句、两句一韵编撰而成。

53.【答案】C

【解析】自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到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清朝灭亡止，后金、清朝一共存

在 296 年，经历了 11 世 12 任帝王。

54.【答案】D

【解析】郡县制，是中国古代分封制度之后出现的以郡统县的两级地方管理行政制度，几乎盛

行整个封建时代。是在中央垂直管理地方，地方官员由皇帝直接任免的流官任期制，使地方处在中

央的管辖之下，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统一。标志着官僚政治取代血缘政治，是中国由贵族

封建制度走向封建专制制度的标志。

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国楚武王熊通，郡制起源于秦国秦穆公嬴任好，经过法家历代的改革，

最终成型于秦汉时期。

郡县制是古代中央集权制在地方政权上的体现，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再经秦始皇的改革，正式

成为秦汉以后的地方政治体制。

55.【答案】D

【解析】公共职业素养是从事任何职业的劳动者都应该具有的素养，是职业人共有的基础性职

业素养。行业职业素养是某行业对本行业从业者职业素养的共性要求，具有行业特点。岗位职业素

养是针对某一岗位的从业者的特殊要求，是某个岗位对从业者“做人”与“做事”的特定要求。

就从业者而言，职业素养是可训练的行为习惯，是从业者职业生涯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故而选

择 D

56.【答案】A

【解析】社会主义职业态度最基本的要求就是树立主人翁的劳动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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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答案】B

【解析】诚信是一切职业道德的立足点。职业道德总的要求是“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

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而“诚实守信”是其中的立足点。

58.【答案】B

【解析】职业活动的素质。它是指职业活动主体所具备的从事某种职业的生理、心理素质。这

类素质大体可分四种：一是体力，包括身高、体重、肺活量、力量、耐力、速度、灵敏度、柔韧度

等。二是智力，即劳动者认识客观事物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包括感知力、记忆力、思维

力、想象力、实践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等。三是知识，即头脑中所储存的信息，包括基础知

识、专业理论知识和操作知识。四是技能，或称技术、技巧，是劳动者从事职业活动的行为能力。

所以是职业劳动的基础是职业素养。

59.【答案】B

【解析】爱岗敬业是爱岗与敬业的总称。爱岗和敬业，互为前提，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爱

岗”是“敬业”的基石，“敬业”是“爱岗”的升华。

爱岗敬业指的是忠于职守的事业精神，这是职业道德的基础。爱岗就是热爱自己的工作岗位，

热爱本职工作，敬业就是要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

A 选项：在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的是求职者与用人单位的双向选择，这种就业方式的好

处，就是能使更多的人从事自己所感兴趣的工作，用人单位也能挑选自己所需要的合适人选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双向选择的就业方式为更好地发挥人的积极性创造了条件。这一改革与社会

主义职业道德基本规范要求的爱岗敬业并不矛盾。说法错误，故而排除 A

B.即使在市场经济时代，也提倡“干一行，爱一行”，说法正确，故而选择 B。

BC、提倡爱岗敬业，热爱本职，并不是要求人们终身只能干“一”行，爱“一”行，也不排斥

人的全面发展。它要求工作者通过本职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和范围内做到全面发展，不断增长知识，

增长才干，努力成为多面手。我们不能把忠于职守、爱岗敬业片面地理解为绝对地、终身地只能从

事某个职业。所以 BC 选项说法错误，排除。

60.【答案】A

【解析】山岭、森林、荒地、草原、滩涂原则归国家，法律除外归集体。

61，【答案】C

【解析】2020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明确每年 3 月 12 日

为植树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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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答案】 A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总则第三条，保护、培育、利用森林资源应当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优先、保育结合、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没有开发原则，所以说法错

误，符合题意，当选。

63.【答案】D

【解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四条规定森林分为以下五类：

A防护林： 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防风固

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不符合题意，故而排除。

B经济林： 以生产果品，食用油料、饮料、调料，工业原料和药材等为主要目的的。不符合题

意，故而排除。

C用材林： 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以生产竹材为主要目的的竹林；不符合

题意，故而排除。

D特种用途林： 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国防林、实验

林、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符合题意，

故而选择 D。

64.【答案】A

【解析】防护林： 以防护为主要目的的森林、林木和灌木丛，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林，

防风固沙林，农田、牧场防护林，护岸林，护路林；

特种用途林： 以国防、环境保护、科学实验等为主要目的的森林和林木，包括国防林、实验林、

母树林、环境保护林、风景林，名胜古迹和革命纪念地的林木，自然保护区的森林。故而排除 A

65.缺

66.【答案】D

【解析】《森林法》第十四条 森林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除外。国

家所有的森林资源的所有权由国务院代表国家行使。国务院可以授权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统一

履行国有森林资源所有者职责。第十五条 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权、使用权，由不动

产登记机构统一登记造册，核发证书。

67.【答案】D

【解析】《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居民采伐自留地和房前屋后个人所有的零星

林木，不需要申请采伐许可证”。“房前屋后”的具体范围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地的范围，亦即

房产管理部门颁发房产证的认定范围；“零星林木”是相对成片林木而言，一般是指农村居民宅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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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范围内零星分布的林木。所以选择 D

ABC《森林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采伐林地上的林木应当申请采伐许可证，并按照采伐许

可证的规定进行采伐”，故而排除 ABC

68.【答案】D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 应

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 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

森林植被恢复费

69.【答案】D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进行勘查、开采矿藏和各项建设工程 应

当不占或者少占林地 必须占用或者征收、征用林地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后

依照有关土地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并由用地单位依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

森林植被恢复费

70.【答案】D

【解析】《森林法》第五十五条第一款第三项规定，“采伐森林、林木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三）自然保护区的林木，禁止采伐。但是，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森林防火、维护主要保护对象

生存环境、遭受自然灾害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的和实验区的竹林除外。”显然，《森林法》的该项

规定，就是《自然保护区条例》第二十六条的“但书”内容，即“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换句话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允许采伐自然保护区的林木：（1）因防治林业有害生物必须采伐

的；（2）因森林防火必须采伐的；（3）因维护主要保护对象生存环境必须采伐的；（4）因遭受自

然灾害必须采伐的；（5）因“等特殊情况”必须采伐的；（6）试验区的竹林。只准进行抚育和更

新性质采伐，符合题意，当选 D

71.【答案】C

【解析】森林燃烧必须具备三个要素 即森林可燃物、氧气和一定温度。三者构成燃烧三象。

如果缺了其中任何一边燃烧就会停止。

72【答案】D

【解析】A 苔藓：林地上的苔藓一般不易着火。生长在树皮、树枝上的苔藓，易干燥，常是引

起常绿树树冠火的危险可燃物。泥炭苔藓多的地方，在干旱年份，也有发生地下火的可能。故而排

除 A

BC：按植物种类，死地被物：主要由枯死的凋落物组成，如落叶、枯草、枯枝、死的苔藓、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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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等。死地被物的易燃程度取决于其组成和分布结构。一般可将死地被物分为上下两层。上层未进

行分解，结构疏松、孔隙大、水分易蒸发，容易干燥，易燃；下层呈分解或半分解状态，结构紧密、

孔隙小、保水性强，可燃物湿度大，较难燃。所以排除 BC

D 草本植物：大多数草本植物干枯后都易燃，是森林火灾的引火物。但是，也有不易燃的草本

植物。例如，东北林区某些早春植物，如冰里花、草玉梅、延胡索、错草等，春季防火期是其生长

时期，不仅不易燃，而且具有一定的阻火作用。所以选择 D

73.【答案】C

【解析】因为风与液面接触，会将风的能量转换成水的内能，而且风越大，转换成水的内能越

大，所以加大风速可以加速蒸发。故而选择 C

74.【答案】A

【解析】国家规定，预防森林火灾、保护森林是每个公民应尽义务。

75.【答案】A

【解析】一氧化碳是浓烟中对人危害最严重的气体，一般在森林可燃物燃烧不完全时产生

76.【答案】A

【解析】古树。指树龄在 100 年以上的树木。指树种珍贵、稀有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研

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本制度所称名木。故而选择 A。

古树等级：一级古树：目前，不少地方规定，柏树类、白皮松、七叶树，胸径（距地面 1．2米）

在 60 厘米以上，油松胸径在 70 厘米以上，银杏、国槐、楸树、榆树等胸径在 100 厘米以上的古树，

且树龄古树名木在 500 年以上的，定为一级古树。

二级古树：国家二级古树树龄 300--499 年柏树类、白皮松、七叶树胸径在 30 厘米以上，油松

胸径在 40 厘米以上的，银杏、楸树、榆树等胸径在 50 厘米以上的，树龄在 300--499 年的，定为二

级古树。

三级古树：树龄在 100--299 年。当然，不同的国家对古树树龄的规定差异较大。在西欧、北美

一些国家，树龄在 50 年以上的就定为古树，100 年以上的古树就视为国宝了。

77.【答案】C

【解析】《广西壮族自治区古树名木保护条例》第九条 鼓励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以及其

他社会组织和公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古树名木保护工作。鼓励单位和个人向国家捐献古树名木以及以

捐资、认养等形式参与古树名木的保护。捐献、捐资、认养古树名木的单位和个人可以在古树名木

保护牌中享有一定期限的署名权。

故而，没有说将古树移植到自家庭院，所以说法错误，符合题意，当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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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答案】B

【解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对古树名木养护情况进行定期

检查：（一）特级保护的古树，至少每三个月检查一次；（二）一级保护的古树和名木，至少每半

年检查一次；（三）二级、三级保护的古树，至少每年检查一次。故而选择 B。

79.【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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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三级保护。名木实行一

级保护。故而选择 B。

80.【答案】B

【解析】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古树名木主管部门，至少每十年对本辖区内的古树名木开

展一次普查，对古树名木进行登记、编号、拍照、定位，建立图文档案，并根据古树名木生长、存

活情况及时更新。自治区人民政府组织、协调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建设全区古树名木图文数据库，对

古树名木资源进行动态监测管理。故而选择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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