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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２ 年度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公务员录用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副省级）考前模拟试卷一

重要提示

为维护您的个人权益，确保公务员考试的公平公正，请您协助我们监督考试实施

工作。

本场考试规定：监考老师要向本考场全体考生展示题本密封情况，并邀请 ２ 名考生代

表验封签字后，方能开启试卷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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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将此条形码揭下，
贴在答题卡指定位置



注意事项

一、此项测验分为五个部分，１３５ 道题，总时限 １２０ 分钟。 各部分不分别计时，但都给出了

参考时限，供答题时合理分配时间。

二、请按照要求在答题卡上填写好自己的姓名，涂写好准考证号，严禁折叠答题卡。

三、必须在答题卡上答题；在题本上答题，一律无效。

四、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时，方可答题，宣布考试结束时，应立即停止答题。

题本、答题卡，草稿纸一律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确认数量无误，允许离开后，方可离开考

场。 如果你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要求，都将影响你的成绩。

五、在这项测验中，可能有些试题较难，因此你不要在一道题上思考时间太久，遇到不会答

的题目可先跳过去，如果有时间再去思考，否则，你可能没有时间完成后面的题目。

六、试题答错不倒扣分。



















 



停！ 请不要往下翻！ 听候监考老师的指示。
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为了更好的学习效果，请珍惜您的每一个疑问，您可第一时间联系购买客服或扫描封底服

务号反馈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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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常识判断

（共 ２０ 题，参考时限 １０ 分钟）

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的答案。

　 　 请开始答题：

１．　 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对“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新的使命。

下列关于“十四五”期间的主要目标，说法不正确的是：

Ａ． 生态文明建设实现新进步，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得到优化

Ｂ． 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

Ｃ． 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

Ｄ． 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城乡人居环境明显改善

２．　 ２０２１ 年 ８ 月，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关于“十四五”时期就业领域出现的

新变化说法不正确的是：

Ａ． 人口结构与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劳动力供求两侧均出现较大变化

Ｂ． 产业转型升级、技术进步对劳动者技能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

Ｃ． 大量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业，规模性失业风险不容忽视

Ｄ． 智能化技术加速应用，人机矛盾将成为就业领域主要矛盾

３．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２８ 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

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和建议。

这表明：

①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执政

②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是亲密友党

③人民政协积极履行政治协商的职能

④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

Ａ． ①② Ｂ． ①③

Ｃ． ②④ Ｄ． ③④

４．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 （２０２１ 年中央一

号文件）未提及以下哪一项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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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粮食播种面积保持稳定、产量达到 １．３ 万亿斤以上

Ｂ． 推动“四好农村路”示范创建提质扩面

Ｃ． 开展农村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实行分层分类帮扶

Ｄ． 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防止“非粮化”

５．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７ 日上午，２０２１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厦门拉开帷幕。 该届论

坛的主题是：

Ａ． 深化金砖伙伴关系，开辟更加光明未来

Ｂ． 应对世界变局，携手共创未来

Ｃ． 携手创新合作，共促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Ｄ． 团结战胜疫情，共促疫后发展

６．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歌曲内容反映的历史与下列哪个作品是同一时期：

Ａ． 《大刀进行曲》

Ｂ． 《谁是最可爱的人》

Ｃ． 《七律·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Ｄ． 《闪闪的红星》

７．　 下面我国科技成就，按照时间先后排序正确的是：

①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②海斗一号搭乘“探索一号”科考船奔赴马里亚纳海沟

③嫦娥五号返回器携带月球样品着陆地球

④“国和一号”完成研发

Ａ． ③④②① Ｂ． ②④③①

Ｃ． ②①④③ Ｄ． ③②④①

８．　 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规定的机构中通过争议解决程序加以运用以维护自身权利的可

能性，这句话阐述的是法的哪一特征：

Ａ． 普遍性 Ｂ． 规范性

Ｃ． 可诉性 Ｄ． 程序性

９．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Ａ． 王某在公共场合，故意焚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构成侮辱国旗、国徽罪

Ｂ． 乘客张某不满公交车司机刘某对其询问线路的解答，争吵之中去抢夺刘某手中方向

盘，导致车辆倾翻，造成乘客伤亡，则张某构成妨害安全驾驶罪

Ｃ． 张某以营利为目的，未经著作权人李某许可，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传播李某视听资

料，造成李某巨大的经济损失，则张某构成侵犯著作权罪

Ｄ． 侮辱、诽谤或者以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名誉、荣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情节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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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构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誉、荣誉罪

１０．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运动会开幕式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１５ 日 ２０ 时在西安奥体中心体育场

举行，全运会历时十三天。 全运会期间：

Ａ． 西安昼长夜短且昼渐长

Ｂ． 西安正午日影逐渐变短

Ｃ． 运动员们在西安度过了秋分日

Ｄ． 南极圈及其以南出现极昼现象

１１． ２０２１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１００ 周年，下列党史常识说法错误的是：

Ａ． 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

Ｂ． 党的群众路线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Ｃ． 中共五大于 １９２８ 年 ６ 月在莫斯科召开，选举了新的委员会，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Ｄ．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于 １９４９ 年 ３ 月召开，提出“两个务必”的思想

１２． 下面关于天问一号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Ａ．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通过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发射

Ｂ．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于海南文昌发射

Ｃ． 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人的印迹

Ｄ． 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预选着陆区

１３． 下列关于生活常识说法正确的是：

Ａ． 隔夜茶是指放置时间超过 １２ 个小时的茶叶水，其致癌物质的含量会大大增加，所以不

宜饮用

Ｂ． 使用加酶洗衣粉，水温控制在 ６０℃以上能够充分发挥去污作用

Ｃ． 保险丝可以用铝丝代替

Ｄ． 汽车车身设计成流线型，是为了减少汽车行驶中受到的阻力

１４． ２０２１ 年 ７ 月 １５ 日，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０．５ 个百分点，本次下调后，金融机构

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为 ８．９％。 下列关于存款准备金率的说法不正确的是：

Ａ． 存款准备金率是金融机构向中央银行缴纳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

Ｂ．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属于积极的货币政策

Ｃ．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可以看出有通货紧缩的趋势

Ｄ． 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属于消极的财政政策

１５． 物理科学与我们的生活，国防科技等联系非常密切，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有：

Ａ． 声呐是波长很短的电磁波，利用声呐可以探测到鱼群、深度海洋和敌方潜艇

Ｂ． 晴朗的天空呈现蓝色与照相机镜头呈现淡紫色都是光的干涉现象引起的

Ｃ． 医院里我们常说的 Ｂ 超和彩超都是电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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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光的偏振现象可用于拍摄立体电影，制作照相机的镜头和液晶显示器等

１６． 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Ａ． 五味：酸、甜、苦、辣、咸

Ｂ． 五常：仁、义、礼、智、信

Ｃ． 七情：喜、怒、忧、思、悲、恐、愁

Ｄ．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１７． 以下关于我国科技成就的说法错误的是：

Ａ．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３ 日，在文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第 ５５ 颗北斗导航卫星

Ｂ． ２０２１ 年 ３ 月 １６ 日，“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在三亚正式交付

Ｃ．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 日，被誉为“中国天眼”的 ５００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ＦＡＳＴ）正式对全

球科学界开放

Ｄ．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神舟十二号载人航天飞船成功发射，并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完成

对接

１８． 下列说法中错误的是：

Ａ． 布朗运动表明分子不停地做无规则的运动

Ｂ． 压缩气体需要用力，是因为压缩气体，体积减小压强增大

Ｃ． 即使水凝结成冰后，水分子的热运动也不会停止

Ｄ． 衣柜中充满卫生球的气味，是因为卫生球发生了生化和扩散现象

１９． 对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处理，有助于解决“垃圾围城”危机，保护环境，对此措施，下列说法错

误的是：

Ａ． 垃圾分类处理，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和能量循环利用

Ｂ． 微生物能分解垃圾说明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我调节能力

Ｃ． 垃圾分类处理减轻了环境污染，提高了城市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Ｄ． 此举有利于发展循环经济和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

２０． 中国四大佛教名山分别是五台山、普陀山、峨眉山和九华山。 下列关于四大佛教名山的表

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Ａ． 九华山以佛教人文景观著称，奇峰叠起，怪石嶙峋，涌泉飞瀑，溪水潺潺

Ｂ． 普陀山素有“五朝恩赐无双地，四海尊崇第一山”的美誉

Ｃ． 峨眉山平畴突起，巍峨、秀丽、古老、神奇，被称为“植物王国”和“动物乐园”

Ｄ． 五台山，佛教圣地之一，地处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境内，由五座山峰环抱合成

※※※　 第一部分结束，请继续做第二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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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共 ４０ 题，参考时限 ４０ 分钟）

本部分包括表达与理解两方面的内容。 请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最恰当

的答案。

　 　 请开始答题：

２１． 沿着荷塘，是一条曲折的小煤屑路。 这是一条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

荷塘四面，长着许多树， 的。 路的一旁，是些杨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树。 没有

月光的晚上，这路上阴森森的，有些怕人。 今晚却很好，虽然月光也还是淡淡的。

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稀稀疏疏 Ｂ． 蓊蓊郁郁

Ｃ． 生机勃勃 Ｄ． 遮天蔽日

２２． 一串表情，能帮助不善言辞的“社交恐惧症患者”走出一个人的圈子，与不太熟悉的人无障

碍交流；一个表情也能把平日里擅长言辞的人坑得 ，令其无言以对。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缄默不语 Ｂ． 百口莫辩

Ｃ． 沉默寡言 Ｄ． 体无完肤

２３． 在文教方面，那时的福建也 。 理学的集大成者朱子出生在福建，治学、讲学在福

建，另据美国汉学家贾志扬 ，两宋进士共有 ２８９３３ 名，其中福建路（今福建）的进

士为 ７１４４ 名，约占全国总数的 ２４．７％。 这一数字，远超排名第二的浙东路（今浙江大部）

４８５８ 名，以及排名第三的江南西路（今江西）３８６１ 名。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名列前茅　 计算 Ｂ． 独占鳌头　 测算

Ｃ． 一枝独秀　 统计 Ｄ． 首屈一指　 估计

２４． 这部分研究结果首次 了体细胞重编程过程中染色质结构动态变化的规律，并为

理解体细胞重编和其他相关细胞命运转变 了新的参考理论模型。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探索　 创建 Ｂ． 明确　 创造

Ｃ． 揭示　 提供 Ｄ． 揭开　 构筑

２５． 平时，很多人将补药视为 的法宝，但是真的知道它该怎么吃吗？ 要知道，随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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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的增大，身体的各功能逐渐减弱，进补一定要视身体情况而定。 如果不分体质和症状乱

吃补品，反而会引发某些疾病。 所以，如果非常重视滋补，那么，不妨请专业医生辨清个体

体质和症状， 地进行调养。

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长生不老　 以管窥豹 Ｂ． 长命百岁　 一针见血

Ｃ． 祛病延年　 正本清源 Ｄ． 延年益寿　 有的放矢

２６． 我们认识到，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长远发展问题，必须坚定推动结构改革，宁可将

增长速度降下来一些。 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 ，杀鸡取卵、 式

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从长计议　 饮鸩止渴 Ｂ． 深思熟虑　 升山采珠

Ｃ． 深谋远虑　 竭泽而渔 Ｄ． 思前想后　 寅吃卯粮

２７． 中国城市化进程体现出地方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的 。 这一方面加大了政府治理的

负担，不利于治理的专业化，同时基层政府作为“排头兵”，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社会冲

突，治理风险增大；另一方面，出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压力，一些城市仍以“运动式治理”为

主，缺少常规治理机制， 政策缺少连贯性，不利于治理成果的有效积累。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掌控　 所以 Ｂ． 支配　 致使

Ｃ． 主导　 导致 Ｄ． 核心　 因此

２８． 历年来，我国高度 生态文明建设，采取了一系列 的举措，不断加强防沙

治沙和荒漠化治理。 从河北塞罕坝到山西右玉，从内蒙古库布其到新疆柯柯牙，广大干部

群众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与沙害顽强抗争，取得显著成效，提前实现了联合国提出的到

２０３０ 年实现土地退化零增长目标。

填入横线部分恰当的一项是：

Ａ． 重视　 行之有效 Ｂ． 注重　 立竿见影

Ｃ． 关注　 恰如其分 Ｄ． 看重　 大张旗鼓

２９． 第二位对德黑兰城墙影响巨大的人物是统治伊朗近 ５０ 年之久的纳赛尔丁沙。 虽然大量

的旅游纪念品上有着纳赛尔丁沙的形象，但是伊朗民间对他的评价 。 纳赛尔丁

沙多次出访欧洲，将西方的科技引进伊朗。 但其在欧洲访问期间 ，将多项国家主

权抵押给了西方列强，让波斯深陷殖民主义陷阱。

填入横线处的词语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声名狼藉　 落落大方 Ｂ． 妙语连珠　 义薄云天

Ｃ． 褒贬不一　 慷慨解囊 Ｄ． 毁誉参半　 挥霍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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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 “大道不直”，网络素养培养、教育、保护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生态，需要更多的智慧、技术的

投入，各方面的协同。 此次《未成年人网络素养高峰论坛》形成了由政府、社会、学校、家庭

、共同推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生态的普遍共识，为 和实践《未成年

人保护法》打下坚实的基础。

依次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共建　 落实 Ｂ． 联手　 推行

Ｃ． 共通　 践行 Ｄ． 合力　 助力

３１． 微商代购商品以假乱真 消费者，背后是一些不法微商利欲熏心，也暴露了监管

。 网民建议，对于制假售假的“黑色代购”要予以严厉打击，相关监管部门和平台

运营者也要主动作为。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伤害　 缺陷 Ｂ． 祸害　 缺点

Ｃ． 坑害　 短板 Ｄ． 谋害　 短处

３２． 由于网络的吸引，很多老年人的自制力会下降，且老年人对网络的身体耐受性往往较

差，长期 网络，失去正常的生活节奏和 ，既容易引发一些健康问题，也容

易引发情感、社交等问题。 而且，面对 的网络环境，面对花样百出的骗术，不少老

年人的上网操作能力、识别能力、避“坑”能力明显不足，很容易掉入诈骗陷阱中，遭受财产

损失。

填入画横线处正确的一项是：

Ａ． 沉迷　 规律　 纷繁复杂

Ｂ． 沉浸　 韵律　 变化多端

Ｃ． 沉溺　 节律　 日新月异

Ｄ． 沉醉　 韵味　 瞬息万变

３３． 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 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

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一定能为 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

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实 。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创立　 发展　 保障 Ｂ． 创新　 立足　 支撑

Ｃ． 创建　 建立　 保证 Ｄ． 创造　 持续　 基础

３４．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面对严峻复杂的安全生产形势，我们必须 推卸责任、

自欺欺人的“鸵鸟心态”，抓早抓小才可以“治未病” “治轻症”。 工作中不忽视一个风

险，不放过一个隐患， 方 能 、 防 患 未 然。 如 果 讳 疾 忌 医、 盲 目 自 信 甚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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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把小病拖成重症，把轻微问题拖成严重事故。

填入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是：

Ａ． 克服　 居安思危　 浑水摸鱼 Ｂ． 摒弃　 未雨绸缪　 投机取巧

Ｃ． 改善　 亡羊补牢　 急功近利 Ｄ． 丢弃　 防微杜渐　 随心所欲

３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

事，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的百

年党史， 的新中国史， 的改革开放史，荡气回肠的社会主义发展史，蕴含

着丰富的思想光芒、历史哲理，对青少年来说是宝贵的精神财富。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项：

Ａ． 五彩斑斓　 光辉灿烂　 气势磅礴

Ｂ． 大放异彩　 宏伟华丽　 生生不息

Ｃ． 流光溢彩　 光芒耀眼　 不绝如缕

Ｄ． 熠熠生辉　 光彩夺目　 波澜壮阔

３６． 新华社哈瓦那 ６ 月 １０ 日电（记者朱婉君）古巴央行 １０ 日宣布，受美国经济封锁影响，古巴

银行和金融机构将从 ６ 月 ２１ 日起暂停接受美元现金存款。 古巴央行当天发表声明说，美

国对古巴实施的经济封锁近一年多来不断加剧，国际上接受、兑换和处理来自古巴的美元

现金的银行和金融机构越发稀少，导致古巴国际交易难以开展，美元使用受到极端限

制，古巴央行因此作出上述决定。

最适合做这段文字标题的是：

Ａ． 古巴银行暂停接受美元现金存款

Ｂ． 美国一年来对古巴实施经济封锁

Ｃ． 古巴国际交易受美元使用的限制

Ｄ． 古巴央行发表声明拒绝使用美元

３７． 当前，新冠疫苗接种在多国展开，为人类战胜疫情带来曙光。 然而，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储

备了远超于其需求的疫苗，人为制造“免疫鸿沟”，大搞政治操弄，严重破坏全球抗疫大局。

“ ”。 美国独立作家、前史汀生中心客座研究员詹姆斯·伯顿近日在媒

体刊文称，“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中国将疫苗视为‘全球公共产品’。 中国制药厂商正在

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生产、分发疫苗。 不仅如此，中国企业与阿联酋、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开

展合作，将确保当地生产的国药疫苗遍及发展中国家。 这意味着，中国疫苗将成为全球接

种工作的中坚力量。”

填入画横线部分最恰当的一句是：

Ａ． 发展中国家正尽力寻找办法弥补这道‘免疫鸿沟’，中国疫苗带来了希望

Ｂ． 时代造就英雄，这样看来，中国新冠疫苗的成功是必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