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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答案】B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

第二步，事业单位按照社会功能可以划分为承担行政职能类、从事公益服务类、从事生产经

营类。

B 项：承担行政职能事业单位是指承担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监督等职能的事业单位。

这类单位逐步将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B 项正确。

D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是指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可以由市场配置资源、不承担公

益服务职责的事业单位。随着社会的发展，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事业单位会逐步转为企业或撤

销。D项正确。

因此，选择 BD 选项。

【拓展】A 项、C 项：按照经费来源对事业单位分类可分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差额拨款事

业单位和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是在生产生活过程中所需要的经费全部由

国家财政预算进行拨款，这种管理形式主要是针对没有收入或者收入不稳定的单位，如学校、

卫生防疫等单位；差额拨款事业单位是指单位职工的费用由国家支出，而其他部分则自筹，

如医院、话剧院、科技馆等；自收自支事业单位则是指所在单位依据政府，或物价价部门的

批准自己收取各项行政性收费，然后按当地财政核定的比例留成部分资金用于本单位的日常

开支及工资发放，如车管所、设计院等等。AC 项是根据经费来源所作分类，与题意不符。A

项、C 项错误。

2.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

工作日，或者 1 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题干当中，

小王连续旷工 18 个工作日已经超过 15 个工作日，故事业单位可以与其解除聘用合同。

因此，选择 A 选项。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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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第八条，事业单位岗位分为管理岗位、专

业技术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三种类别。绝大部分的事业单位都设置这三种类别岗位，一些事

业单位还设置“附设岗位”、“特设岗位”。但“附设岗位”、“特设岗位”都属于前三类

中的。所以，综合科研岗位不属于事业单位岗位类别。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管理岗位指担负领导职责或管理任务的工作岗位，这一岗位的设置要适应增强单位

运转效能、提高工作效率、提升管理水平的需要。主要承担社会事务管理职责的事业单位，

应保证管理岗位占主体，一般应占单位岗位总量的一半以上。

专业技术岗位指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具有相应专业技术水平和能力要求的工作岗位，这一岗

位的设置要符合专业技术工作的规律和特点，适应发展社会公益事业与提高专业水平的需

要。

工勤技能岗位指承担技能操作和维护、后勤保障、服务等职责的工作岗位这一岗位的设置要

适应提高操作维护技能，提升服务水平的要求，满足单位业务工作的实际需要。

4.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

同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事业单位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可以

解除聘用合同。

因此，选择 D 选项。

5.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国家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事业单

位工资制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事业单位工资分

配应当结合不同行业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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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C 选项。

6.

【答案】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第十四条，管理岗位分为 10 个等级，即

一到十级职员岗位。根据《〈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试行办法〉实施意见》，事业单位现行

的部级正职、部级副职、厅级正职、厅级副职、处级正职、处级副职、科级正职、科级副职、

科员、办事员依次分别对应管理岗位一到十级职员岗位。所以科员管理岗位对应的是九级。

因此，选择 C 选项。

7.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期

考核。年度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聘期考核的结果可

以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优秀”属于事业单位年度考核的结果之一。

因此，选择 A 选项。

【拓展】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2014 年）》第二十一条，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

度考核和聘期考核。年度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聘期

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考

核结果作为调整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工资以及续订聘用合同的依据。

根据《公务员法（2018 年）》第三十六条，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专项考核和定期

考核等方式。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专项考核为基础。根据《公务员法（2018 年）》第三

十八条，定期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定期考核的结果应

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8.

【答案】AB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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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行政机关是指依宪法和有关组织法的规定设置的，行使国家行政职权，负责对国家

各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管理、监督和指挥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是指为了社会公益目的，

从事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活动并以非盈利性为主的社会服务组织。同时部分事业单位

也同时是行使行政职权的组织。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的区别分为以下三个方面：（1）内涵

不同——行政单位是国家机关，而事业单位是社会服务组织。（2）担负的职责不同——行

政单位是负责对国家各项行政事务进行组织、管理和指挥；而事业单位是为了社会的公益目

的从事教育、文化、卫生、科技等活动。（3）编制和工资待遇的来源不同——行政单位使

用行政编制、由国家行政经费负担。事业单位使用事业编制，由国家事业经费负担。事业单

位由全额拨款的，有部分拨款的，还有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行政单位人员的工资按《公

务员法》由国家负担，而事业单位则根据不同的管理模式实行不同的待遇。由此可见，ABCD

项均正确。

因此，选择 ABCD 选项。

9.

【答案】AC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A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

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3 年。A 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C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

作日，或者 1 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C 项与题意

相符，当选。

D项：根据《关于在事业单位试行人员聘用制度的意见》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聘人

员可以随时单方面解除聘用合同：（一）在试用期内的；（二）考入普通高等院校的；（三）

被录用或者选调到国家机关工作的；（四）依法服兵役的。D项与题意相符，当选。

因此，选择 ACD 选项。

【拓展】B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

订立的聘用合同期限 3 年以上的，试用期为 12 个月。B 项与题意不符，不当选。

10.

【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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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条，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党管

人才原则，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国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分级

分类管理。

因此，选择 C 选项。

11.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六条，受处分的期间为：警告，6 个月；

记过，12 个月；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24 个月。B 项“警告的期限为 6 个月，降低岗位

等级或者撤职的期限为 24 个月”符合上述条款规定。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五条，处分的种类为：警告、记

过、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开除。据此，处分的种类不包括记大过。A 项错误，因此不当

选。

C 项：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二十三条第二款，开除处分由事业单位主

管部门决定，并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对中央和地方直属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的处分，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由本单位或者有关部门决定；其中，由本单位作出开除

处分决定的，报同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理部门备案。据此，“报上级事业单位人事综合管

理部门备案”的说法错误。C 项错误，因此不当选。

D项：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规定》第三十四条，将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

定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并在原宣布处分的范围内宣布；将解除或者提前解除处分的决定存

入该工作人员的档案。解除处分决定自作出之日起生效。据此，“解除处分决定自通知送达

本人之日起生效”的说法错误。D项错误，因此不当选。

12.

【答案】BCDE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知识。

第二步，B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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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3 年。B 项正确。

C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奖励分为嘉奖、记功、记大功、授予荣

誉称号。C 项正确。

D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七条，事业单位拟订岗位设置方案，应当报人事综

合管理部门备案。D项正确。

E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国家建立激励与约束相结合的事业单位

工资制度。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工资和津贴补贴。E 项正确。

因此，选择 BCDE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一条，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

和聘期考核。年度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聘期考核的

结果可以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选项阐述缺漏。A 项错误。

13.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八条，事业单位新聘用工作人员，应当面向社会

公开招聘。但是，国家政策性安置、按照人事管理权限由上级任命、涉密岗位等人员除外。

B 项的说法太过绝对。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二款，国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

行分级分类管理。此项说法正确但不符合题意，故排除。

C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条第一款，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

党管人才原则，全面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此项说法正确但不符合题意，

故排除。

D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第三款，事业单位工资分配应当结合不同

行业事业单位特点，体现岗位职责、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等因素。此项说法正确但不符合题

意，故排除。

14.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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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并没有规定在岗培训不合格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即，

在此种情况下，事业单位无权解除聘用合同。“孙某两次在岗培训不合格，其所工作的事业

单位可以解除与孙某的聘用合同”不符合规定。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

的，解除聘用合同。据此，钱某受到开除处分，其所工作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与钱某的聘用

合同。A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C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

作日，或者 1 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据此，李某

连续旷工 20 个工作日，其所工作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与李某的聘用合同。C 项不符合题意，

因此不当选。

D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六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

意调整工作岗位，或者连续两年年度考核不合格的，事业单位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可以解

除聘用合同。据此，赵某年度考核不合格且不同意调整工作岗位，其所工作的事业单位提前

30 日书面通知，可以解除与赵某的聘用合同。D 项不符合题意，因此不当选。

15.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

工作日，或者 1 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

因此，选择 A 选项。

16.

【答案】A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处分暂行条例规定》第六条，受处分的期间为（一）警告，

6 个月；（二）记过，12 个月；（三）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24 个月。

因此，选择 A 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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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答案】ABC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制度。

第二步，A 项、B 项、C 项：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

8 的规定，划分现有事业单位类别。在清理规范基础上，按照社会功能将现有事业单位划分

为承担行政职能、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和从事公益服务三个类别。对承担行政职能的，逐步将

其行政职能划归行政机构或转为行政机构；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逐步将其转为企业；对

从事公益服务的，继续将其保留在事业单位序列、强化其公益属性。今后，不再批准设立承

担行政职能的事业单位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事业单位。A 项、B 项、C 项正确。

因此，选择 ABC 选项。

18.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条，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聘用合同规定的岗位

职责任务，全面考核工作人员的表现，重点考核工作绩效。

因此，选择 D 选项。

19.

【答案】D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订立的

聘用合同期限 3 年以上的，试用期为 12 个月。

因此，选择 D 选项。

20.

【答案】B

【解析】第一步，本题考查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知识并选错误项。

第二步，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三条，初次就业的工作人员与事业单位订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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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合同期限 3 年以上的，试用期为 12 个月。B 项中试用期为 6 个月说法错误。

因此，选择 B 选项。

【拓展】A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二条，事业单位与工作人员订立的聘用

合同，期限一般不低于 3 年。A 项正确，不当选。

C 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五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

作日，或者 1 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作日的，事业单位可以解除聘用合同。C 项正确，

不当选。

D项：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八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受到开除处分的，解除

聘用合同。D 项正确，不当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