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９ 年广东公务员录用考试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 (乡镇) 解析

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选词填空

１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语境ꎮ 由 “ꎻ” 可知ꎬ 文段前后两层内容构成并列关系ꎮ 前文提

到 “多元的发展机会和自由的成长空间ꎬ 是时代给予每个追梦人的馈赠”ꎬ 说明时代可以促

进人的发展ꎮ 后文提到 “每个追梦人在前进道路上迈出的每一步” “都在推动时代的进

步”ꎬ 文段要表达的意思是每个人也在推动时代的进步ꎬ “时代” 和 “人” 二者之间相互推

动和促进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而” 和 “也” 均可表示并列关系ꎬ 符合文意ꎮ Ｂ 项 “但”

和 “却” 均表示转折关系ꎻ Ｃ 项 “如果就” 表示假设关系ꎻ Ｄ 项 “只有才” 表示

必要条件关系ꎮ 三者均无法与前文构成并列关系ꎬ 且 Ｃ 项 “如果就” 和 Ｄ 项 “只

有才” 均与 “都在” 搭配不当ꎬ 由此排除 Ｂ 项、 Ｃ 项和 Ｄ 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２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语境ꎮ 该空所填词语搭配 “意志”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强硬” 指强有力的ꎻ 倔强的ꎻ 不作任何让步的ꎮ 一般搭配

“态度” “手段” 等ꎬ 与 “意志” 搭配不当排除 Ａ 项ꎮ Ｂ 项 “奋勇” 指奋发而努力鼓起勇

气ꎬ 一般与 “人” 搭配ꎬ 与 “意志” 搭配不当ꎬ 排除 Ｂ 项ꎮ Ｃ 项 “坚定” 指意志坚强ꎬ 不

动摇ꎬ 常与 “意志” 搭配ꎬ 符合文意ꎮ Ｄ 项 “坚硬” 指很硬ꎬ 如 “坚硬的山石”ꎬ 与 “意

志” 搭配不当ꎬ 排除 Ｄ 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３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语境ꎮ 根据 “向不担当不作为亮剑” 可知ꎬ 各地在对这种行为进

行整顿、 治理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整理” 指整顿使有条理ꎬ 有秩序ꎬ 收拾ꎻ Ｃ 项 “修理” 指

对于损坏了的不整洁的物体和事物进行修复和理顺ꎻ Ｄ 项 “梳理” 指梳爬整理ꎬ 用梳子整

理 (须ꎬ 发等)ꎮ 三者均不符合语境ꎬ 排除 Ａ 项、 Ｃ 项和 Ｄ 项ꎮ Ｂ 项 “整治” 指整顿、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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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ꎬ 符合语境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第一空ꎮ 该空应体现在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ꎬ 我们要如何

去做ꎬ 才能实现目标ꎬ 且该做法要和 “科学规划” 构成并列关系ꎮ Ａ 项 “循序渐进” 指按

一定的顺序、 步骤逐渐进步ꎬ 可以与 “科学规划” 构成并列关系ꎬ 体现出先进行科学规

划ꎬ 再按照规划逐步进行ꎬ 符合语境ꎮ Ｂ 项 “寻根究底” 一般指追问一件事的原由ꎻ Ｃ 项

“蔚然成风” 指一件事情逐渐发展盛行ꎻ Ｄ 项 “未雨绸缪” 比喻事先做好准备工作ꎬ 预防意

外的事发生ꎮ 三者均不符合语境ꎬ 排除 Ｂ 项、 Ｃ 项和 Ｄ 项ꎮ 答案锁定 Ａ 选项ꎮ

第二步ꎬ 验证第二空ꎮ “一蹴而就” 比喻事情轻而易举ꎬ 一下子就成功ꎮ 语境想传递的

正是任何希望一下子就成功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ꎬ 且 “一蹴而就” 刚好可以和第一空的

“循序渐进” 形成照应关系ꎬ 符合语境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拓展】 一鼓作气: 比喻趁劲头大的时候鼓起干劲ꎬ 一口气把工作做完ꎮ 一劳永逸: 意

思是辛苦一次ꎬ 把事情办好ꎬ 以后就可以不再费力了ꎮ 一马当先: 原指作战时策马冲锋在

前ꎬ 形容领先ꎬ 现也比喻工作走在群众前面ꎬ 积极带头ꎮ

５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语境ꎮ 文段意思是持续深入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ꎬ 为一系列

关于 “人才” 的举措打牢了坚实基础ꎮ 原文需要对选项中四个词进行先后顺序的排序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育才” 指培育人才ꎮ “引才” 指引进人才ꎮ “聚才” 指汇聚人才ꎮ

“用才” 指使用人才ꎮ 按照事理逻辑ꎬ 只有先培养人才ꎬ 才会有 “人才” 出现ꎬ 才能够引进

人才ꎮ 只有把人才引进的足够多ꎬ 才能汇聚人才ꎬ 最后才能合理地使用人才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６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文段ꎬ 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Ｂ 项和 Ｄ 项均对应文段首句 “改革开放旗帜之所以始终高高

飘扬ꎬ 关键得益于基层求新求变的强大意愿以及敢闯敢试的探索精神”ꎮ Ａ 项 “实践” 无中

生有ꎬ 排除 Ａ 项ꎮ Ｂ 项 “完全决定了” 表述过于绝对ꎬ 且 “改革的效果” 文中并未提

及ꎬ 属于无中生有ꎬ 排除 Ｂ 项ꎮ Ｄ 项属于因果倒置ꎬ 应该是 “基层求新求变” 促进了 “改

革开放”ꎬ 排除 Ｄ 项ꎮ Ｃ 项对应全文 “关键得益于基层求新求变的强大意愿以及敢闯敢试的

探索精神” “改革再扬帆ꎬ 也必须尊重基层干部群众在改革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ꎬ 强调基

层干部群众的重要性ꎬ 理解准确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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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文段ꎮ 文段首句引出话题ꎬ 用 “但” 指出 “这并不意味着农业农

村的 ‘消亡’ ”ꎮ 接着提出了文段重点ꎬ 即 “做好 ‘三农’ 工作ꎬ 建设好农村、 发展好农

业依然是重要内容”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Ｂ 项是对文段主旨的同义替换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谈的是我国目前社会状况ꎬ 文段并未提及ꎮ Ｃ 项: 农业农村会随着经济

社会的发展而 “消亡” 与文段观点相悖ꎮ Ｄ 项: 提升广大农民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是

“做好 ‘三农’ 工作” 的目的、 效果ꎬ 非文段重点ꎮ

８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文段ꎮ 文段首先说到扶贫干部自掏腰包到基层扶贫ꎬ 是真扶贫、

扶真贫的一种体现ꎮ 紧接着话题转折ꎬ 提出扶贫干部经济能力有限ꎬ “自掏腰包” 会加重他

们的负担ꎬ 让贫困群众产生依赖心理ꎮ 最后一句通过反面论证指出 “自掏腰包” 不是解决

问题的好办法ꎮ 文段为 “分—总” 结构ꎬ 最后一句提出观点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文段主旨同义替换对应 Ａ 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拓展】 Ｂ 项: “大力提倡” 与文段观点相悖ꎮ Ｃ 项: 偏离文段重点ꎬ 文中探讨的是自

掏腰包扶贫产生的影响ꎬ 且 “大量” 无中生有ꎮ Ｄ 项: 无中生有ꎬ 文段未提及ꎮ

９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阅读文段ꎬ 将选项与文段一一对应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大量引进志愿者” 与 Ｂ 项 “乡贤发挥主要作用” 文段均未

提及ꎬ 为无中生有ꎮ Ｃ 项 “所有资源” 说法过于绝对ꎬ 不符合文意ꎮ Ｄ 项对应 “培育打造

服务性、 公益性、 互动性农村社会组织”ꎬ 符合文意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１０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分析文段ꎮ 文段先提出观点———媒体融合发展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具有推进作用ꎬ 然后具体阐述媒体对国家治理的重要作用ꎬ 最后通过 “因此”

总结第二句ꎬ 媒体融合不仅是传播命题也是治理命题ꎮ 文段结构为 “总—分”ꎬ 文段主旨句

为首句ꎮ

第二步ꎬ 对比选项ꎮ Ａ 项是对文段主旨句的同义替换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拓展】 Ｂ 项: “有利于信息传播” 非重点ꎬ 文段强调的是媒体融合对国家治理的作用ꎮ

Ｃ 项: “信息技术发展的需要” 属于无中生有ꎮ Ｄ 项: 话题主体是 “媒体”ꎬ 而文段话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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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是 “媒体融合”ꎮ

第二部分　 数量关系

一、 数字推理

１１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基础数列ꎬ 属于基础数列中的等差数列ꎮ

第二步ꎬ 原数列依次为 ４ꎬ ７ꎬ １０ꎬ １３ꎬ ( 　 　 )ꎬ 是一个公差为 ３ 的等差数列ꎬ 那么

(　 　 ) 为 １３＋３＝ １６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１２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多级数列ꎬ 做差找规律ꎮ

第二步ꎬ 原数列共 ５ 项ꎬ 优先考虑多级数列ꎬ 相邻两项之间不存在倍数关系ꎬ 优先做差

找规律ꎬ 相邻两项做差ꎬ 差数列为: ４ꎬ ８ꎬ １６ꎬ 差数列是一个公比为 ２ 的等比数列ꎬ 那

么差数列的下一项为 １６×２＝ ３２ꎬ 则 (　 　 ) 为 ３３＋３２＝ ６５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１３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基础数列ꎬ 属于基础数列中的等比数列ꎮ

第二步ꎬ 原数列依次为 ５ꎬ １５ꎬ ４５ꎬ １３５ꎬ ( 　 　 )ꎬ 是一个公比为 ３ 的等比数列ꎬ 那么

(　 　 ) 为 １３５×３＝ ４０５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１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基础数列ꎬ 属于基础数列中的等比数列ꎮ

第二步ꎬ 原数列依次为 ６４ꎬ ３２ꎬ １６ꎬ ８ꎬ ( 　 　 )ꎬ 是一个公比为
１
２
的等比数列ꎬ 那么

(　 　 ) 为 ８× １
２

＝ ４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１５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非整数数列中的分数数列ꎮ

第二步ꎬ 分数数列ꎬ 优先尝试分组找规律ꎬ 分子一组ꎬ 依次为 １ꎬ ３ꎬ ５ꎬ ７ꎬ 是一

个公差为 ２ 的等差数列ꎬ 则 ( 　 　 ) 处的分子为 ７ ＋ ２ ＝ ９ꎻ 分母一组ꎬ 依次为 ２ꎬ ４ꎬ ８ꎬ

１６ꎬ 是一个公比为 ２ 的等比数列ꎬ 则 ( 　 　 ) 处的分母为 １６×２ ＝ ３２ꎬ 那么 ( 　 　 )

为
９
３２

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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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二、 数学运算

１６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排列组合问题ꎬ 属于基础排列组合问题ꎮ

第二步ꎬ ３ 项工作有 Ａ３
３ ＝ ６ (种) 完成顺序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１７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植树问题ꎮ

第二步ꎬ 由于间隔 ２ 米是边长 １８ 的约数ꎬ 可以直接视为在整个正方形四边进行环形植

树ꎬ 根据环形植树的公式ꎬ 插旗面数＝总长÷间隔长＝ １８×４÷２＝ ３６ (面)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１８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平均数问题ꎮ

第二步ꎬ 根据 “甲、 乙平均分为 ８５ 分”ꎬ 可得总分为 ８５×２ ＝ １７０ (分)ꎮ 设乙得分为

ｘꎬ 那么甲得分为 ｘ＋１０ꎬ 由题意有 ｘ＋ｘ＋１０＝ １７０ꎬ 解得 ｘ ＝ ８０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１９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ꎮ

第二步ꎬ ３ 天后ꎬ Ａ４ 纸剩余的袋数为 ３０－６×３＝ １２ (袋)ꎻ Ｂ３ 纸剩余的袋数为 ２０－２×３ ＝

１４ (袋)ꎬ 则 Ｂ３ 纸剩余的袋数比 Ａ４ 纸多 １４－１２＝ ２ (袋)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２０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基础计算问题ꎮ

第二步ꎬ 男女干部人数相等ꎬ 即各占 ５０％ꎮ 有基层工作经历的干部人数占比为 ５０％×

６０％＋５０％×５０％ ＝ ５５％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２１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ꎬ 属于基础公式类ꎮ

第二步ꎬ 七五折即价格为原价的 ０ ７５ꎬ 打七五折后价格为 ３６００ 元ꎬ 则原价为 ３６００÷

０ ７５＝ ４８００ (元)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２２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基础应用题ꎬ 用方程法解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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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ꎬ 设中号文件袋有 ｘ 个ꎬ 那么大号文件袋有 ２ｘ 个ꎬ 根据大、 中、 小型号文件袋

共 ２００ 个ꎬ 可列方程 ５０＋ｘ＋２ｘ＝ ２００ꎬ 解得 ｘ ＝ ５０ꎬ 即中号文件袋有 ５０ 个ꎬ 那么大号文件袋有

１００ 个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相关选项法ꎬ 大号文件袋数量是中号的 ２ 倍ꎬ 观察选项ꎬ １００ 为 ５０ 的 ２ 倍ꎬ 故

中号文件袋有 ５０ 个ꎬ 大号文件袋有 １００ 个ꎮ

２３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行程问题ꎬ 属于基本行程类ꎮ

第二步ꎬ 甲第一次回到起点的时候所用的时间为 ６００÷４ ＝ １５０ (秒)ꎬ 此时乙跑了 １５０×

３＝ ４５０ (米)ꎮ 距起点还有 ６００－４５０＝ １５０ (米)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２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行程问题ꎬ 属于基础行程类ꎮ

第二步ꎬ 小王上班的路程为 １ ２ 千米ꎬ 即 １２００ 米ꎬ 速度为 １００ 米 /分钟ꎬ 则需要花

１２００÷１００＝ １２ (分钟)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２５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工程问题ꎬ 属于效率类ꎮ

第二步ꎬ 赋值甲队的效率是 １ꎬ 则工程的总量是 ９ꎬ 乙队的效率为 ２ꎮ 两队一起合作完

成需要 ９÷ (１＋２) ＝ ３ (天)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第三部分　 判断推理

一、 图形推理

２６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ꎮ

组成元素不同ꎬ 优先考虑数量类或属性类ꎮ 且每个图形均有封闭区间ꎬ 考虑数封闭

空间ꎮ

第二步ꎬ 一条式ꎬ 从左到右找规律ꎮ

题干图形的封闭空间依次为 １、 ２、 ３、 ４ꎬ 呈现等差数列ꎬ 问号处应为 ５ꎬ 结合选项仅有

Ｂ 选项符合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２４



２７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ꎮ

图形组成元素相同ꎬ 局部元素方向不同ꎬ 考虑旋转和翻转ꎮ

第二步ꎬ 一条式ꎬ 从左到右找规律ꎮ

每个图形呈现依次逆时针旋转 ４５°ꎬ 同时发现依次旋转时每个图形拥有的小三角形沿横

线进行翻转ꎬ 通过结合选项观察仅有 Ｂ 选项符合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２８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ꎮ

组成元素相似ꎬ 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ꎮ

第二步ꎬ 两段式ꎬ 第一段找规律ꎬ 第二段应用规律ꎮ

第一段图 １ 和图 ２ 叠加得到图 ３ꎬ 第二段应用规律ꎬ 图 １ 和图 ２ 叠加得到 Ｃ 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２９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明确设问内容ꎮ

题目要求选择可以组成的图形ꎮ

第二步ꎬ 观察图形特征ꎬ 寻找平行等长边ꎬ 将其拼合后得到如下图所示: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３０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ꎮ

给出相同的四个三角形ꎬ 进行平面拼接ꎮ

第二步ꎬ 组合三角形ꎮ

四个等腰直角三角形可以拼接成为等腰梯形ꎬ 平行四边形ꎬ 长方形ꎬ 等腰直角三角形ꎮ

如下图所示: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３４



３１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为四面体拆纸盒题型ꎮ

第二步ꎬ 分析选项ꎮ

Ａ 项: 立体图中 ２ 的开口对着 ３ 的背ꎬ Ａ 选项中 ２ 的开口对着 ３ 的底ꎬ 排除ꎻ

Ｂ 项: 立体图中 ２ 的开口对着 ３ 的背ꎬ Ｂ 选项中 ２ 的开口对着 ３ 的底ꎬ 排除ꎻ

Ｃ 项: 立体图中 ２ 的底对着 ４ꎬ Ｃ 选项中 ２ 的头对着 ４ꎬ 排除ꎻ

Ｄ 项: 选项两个面之间的相邻位置关系和原图一致ꎬ 正确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３２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观察特征ꎮ

图形组成相同ꎬ 优先考虑动态位置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Ｃ、 Ｄ 均可由所给立体图形通过旋转得到ꎮ Ｂ 项由立体图旋转后应为下图所示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３３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为六面体拆纸盒题型ꎮ

第二步ꎬ 分析选项ꎮ

Ａ 项: 选项图形中三个对角线面存在相对面关系ꎬ 题干三个面为相邻关系ꎬ 不能拆成ꎻ

Ｂ 项: 选项图形与题干图形一致ꎬ 排除ꎻ

Ｃ 项: 选项图形与题干图形一致ꎬ 排除ꎻ

Ｄ 项: 选项图形与题干图形一致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３４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明确设问内容ꎮ

要求选择一个正方形旋转 ３６０°后ꎬ 其旋转轨迹不可能形成的图形ꎬ 属于选非题型ꎮ

第二步ꎬ 辨析立体图形ꎮ

Ａ 项: 主视图为正方形ꎬ 可以由正方形旋转 ３６０°得到ꎻ

Ｂ 项: 主视图为正方形ꎬ 可以由正方形旋转 ３６０°得到ꎻ

Ｃ 项: 通过观察ꎬ 圆锥体的视图不可能正方形ꎬ 不可以由正方形旋转 ３６０°得到ꎻ

Ｄ 项: 主视图为长方形ꎬ 长方形的一半为正方形ꎬ 可以由正方形旋转 ３６０°得到ꎮ

４４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３５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明确设问内容ꎮ

选择不是所给物体的俯视图的ꎬ 属于选非题型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Ｃ、 Ｄ 项ꎬ 均可能是所给物体的俯视图ꎮ

Ｂ 项: Ｂ 选项第一行最右边对应立体图形中的最后一排最右边ꎬ 立体图中有小方块ꎬ 但

选项对应处为空白ꎬ 不可能是所给物体的俯视图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二、 类比推理

３６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淳朴” 的 “民风”ꎬ “淳朴” 与 “民风” 属于偏正关系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灿烂” 的 “阳光”ꎬ “灿烂” 与 “阳光” 属于偏正关系ꎬ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

致ꎬ 符合ꎻ

Ｂ 项: “书本” 是获取 “文化” 知识的工具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排除ꎻ

Ｃ 项: “开花” 是 “树木” 的一种状态ꎬ 且 “开花” 是动宾短语ꎬ 二者不属于偏正关

系ꎬ 排除ꎻ

Ｄ 项: “喜悦” 时会露出 “笑容”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３７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布匹” 是 “纺织” 之后得到的成品ꎬ 二者属于动作与成品之间的对应关系ꎬ 且 “布

匹” 是具体的事物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矿石” 可分为 “金属” 矿物和非金属矿物ꎬ 二者属于交叉关系ꎬ 排除ꎻ

Ｂ 项: “努力” 之后可以获得 “收获”ꎬ 二者属于因果对应关系ꎬ 但 “收获” 不是具体

的事物ꎬ 排除ꎻ

Ｃ 项: “工作” 中需要 “奉献” 精神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但与题干对应方式不同ꎬ 排除ꎻ

Ｄ 项: “耕种” 之后可以获得 “粮食”ꎬ 二者属于动作与成品之间的对应关系ꎬ 且 “粮

食” 是具体的事物ꎬ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ꎬ 符合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５４



３８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水稻” 是一种 “植物”ꎬ 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木耳” 与 “银耳” 属于并列关系ꎬ 排除ꎻ

Ｂ 项: “香蕉” 是一种 “水果”ꎬ 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ꎬ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

致ꎬ 符合ꎻ

Ｃ 项: “田鼠” 是一种 “动物”ꎬ 二者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种属关系ꎬ 但词语顺序与题干

不一致ꎬ 排除ꎻ

Ｄ 项: “米饭” 与 “面条” 是两种主食ꎬ 二者属于并列关系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３９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丰富” 指数量多或数量大ꎬ “贫乏” 指缺乏ꎬ 不丰富ꎬ 二者属于反义关系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体贴” 指细心忖度别人的心情和处境ꎬ 给予关切、 照顾ꎬ “粗犷” 指粗野ꎬ 粗

鲁ꎬ 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ꎬ 排除ꎻ

Ｂ 项: “精致” 指精巧细致ꎬ “丑恶” 指丑陋恶劣ꎬ 二者无明显逻辑关系ꎬ 排除ꎻ

Ｃ 项: “拘束” 指过分约束自己ꎬ 显得不自然ꎬ “随意” 指任凭自己的意思ꎬ 二者属于

反义关系ꎬ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ꎬ 符合ꎻ

Ｄ 项: “振奋” 指振作奋发ꎬ “高兴” 指愉快而兴奋ꎬ 二者属于近义关系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４０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干逻辑关系ꎮ

“贫困” 的情况下需要 “扶贫”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扶贫” 的目的是 “脱贫”ꎬ 二者

属于目的对应关系ꎮ

第二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清扫” 与 “垃圾” 属于动宾关系ꎬ 排除ꎻ

Ｂ 项: “拥堵” 需要 “交警” 维持秩序ꎬ 但 “交警” 是名词ꎬ 而不是动词ꎬ 与题干不一

致ꎬ 排除ꎻ

Ｃ 项: “抑制” 与 “噪音” 属于动宾关系ꎬ 排除ꎻ

Ｄ 项: “羸弱” 状态下需要 “锻炼”ꎬ 二者属于对应关系ꎬ “锻炼” 的目的是 “健

壮”ꎬ 二者属于目的对应关系ꎬ 与题干逻辑关系一致ꎬ 符合ꎮ

６４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三、 演绎推理

４１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题干中的关联词 “要想就”ꎬ 确定为翻译推理ꎮ

第二步ꎬ 翻译题干ꎮ

①完备的会展设施和理想的交通条件→硬件基础

②吸引足够数量的高质量会展活动→加强软实力的建设 (提高公共服务水平ꎬ 构建良

好的营商环境ꎬ 从而加强软实力的建设)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具备硬件基础” 是对①的 “肯后”ꎬ 肯后推不出必然结论ꎬ 但可以推出可能性

结论ꎬ 即该项可能发生ꎬ 排除ꎻ

Ｂ 项: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 是对②的后件的部分肯定ꎬ 无法确定是否是 “肯后”ꎬ 故

可以推出可能性结论ꎬ 该项可能发生ꎬ 排除ꎻ

Ｃ 项: 题干并提及 “市政设施老化” 与 “会展产业” 的关系ꎬ 但可能为真ꎬ 排除ꎻ

Ｄ 项: “会展设施完备ꎬ 交通条件理想” 是对①的 “肯前”ꎬ 根据 “肯前必肯后”ꎬ 说明

一定具备 “硬件基础”ꎬ 而非 “未具备发展会展产业的硬件基础”ꎬ 该项不可能发生ꎬ 符合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４２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 “反驳”ꎬ 确定为削弱论证ꎮ

第二步ꎬ 找论点和论据ꎮ

论点: 今年留在 Ｇ 市的大学生将会更容易找到工作ꎮ

论据: Ｇ 市周边的几个城市都出台了一系列针对大学生落户的优惠政策ꎬ 许多 Ｇ 市大

学生因此选择将户口迁往周边城市ꎮ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无关选项ꎮ 该项讨论的是 Ｇ 市周边城市的大学生是否容易找工作的问题ꎬ 与论

点留在 Ｇ 市的大学生将会更容易找到工作无关ꎬ 论题不一致ꎬ 排除ꎮ

Ｂ 项: 不明确项ꎮ 该项中几个大型工厂招工人数有所减少ꎬ 但具体减少的数量不明

确ꎬ 不具有削弱作用ꎮ

Ｃ 项: 切断联系ꎮ Ｇ 市大学生户口迁往周边城市ꎬ 但仍留在 Ｇ 市工作ꎬ 说明就业人数还

是很多ꎬ 仍不容易就业ꎬ 具有削弱作用ꎮ

Ｄ 项: 无关选项ꎮ 该项讨论的是 Ｇ 市过去几年大学生是否面临就业压力的问题ꎬ 与论

７４



点留在 Ｇ 市的大学生将会更容易找到工作无关ꎬ 论题不一致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４３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提问方式中的 “假设”ꎬ 确定为加强论证ꎮ

第二步ꎬ 找论点和论据ꎮ

论点: 我国可以通过打破服务业的行业壁垒进一步促进就业ꎮ

论据: 发达国家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可以促进就业ꎮ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建立联系ꎮ 发达国家提高服务业占比就可以促进就业ꎬ 我国也想通过提高服务业

占比来促进就业ꎬ 就需要两者之间建立联系ꎬ 属于假设ꎮ

Ｂ 项: 无关选项ꎮ “创造就业能力” 与论点中强调的 “服务业占比和促进就业之间的关

系” 没有必然联系ꎬ 不属于假设ꎮ

Ｃ 项: 无关选项ꎮ 发达国家的服务业存在行业壁垒ꎬ 也不能说明在我国提高服务业占比

能够促进就业ꎬ 不属于假设ꎮ

Ｄ 项: 无关选项ꎮ 该项强调的是 “其他行业” 与 “促进就业” 之间的关系ꎬ 并未提及

到服务业占比与促进就业的关系ꎬ 与论点没有必然联系ꎬ 不属于假设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４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提问方式 “不属于上述论证缺陷”ꎬ 确定为论证评价选非题ꎮ

第二步ꎬ 找论点和论据ꎮ

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ꎮ

论据: 城市动物园具有票价低、 交通便利等优点ꎬ 中小学组织参观十分方便ꎬ 因而具有

很强的教育功能ꎮ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野生动物园与传统动物园是否可以并存ꎬ 与传统城市动物园存在的必要性无

关ꎬ 不是该论证的缺陷ꎻ

Ｂ 项: 题干的论证过程正是默认了具有很强教育功能的动物园就应该保留ꎬ 才得出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ꎬ 该项指出了论证的缺陷ꎻ

Ｃ 项: 题干的论证过程正是默认了票价低、 交通便利就等于方便中小学组织参观ꎬ 才得

出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ꎬ 该项指出了论证的缺陷ꎻ

Ｄ 项: 题干的论证过程正是默认了方便中小学组织参观的动物园就具有很强教育功

８４



能ꎬ 才得出论点 “传统城市动物园不可或缺”ꎬ 该项指出了论证的缺陷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４５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根据提问方式中 “论证过程的逻辑最为类似”ꎬ 确定为平行结构ꎮ

第二步ꎬ 分析题干ꎮ

题干的结论为 “经济危机造就了巨大的世界变革”ꎬ 属于因果关系ꎻ 得出结论的依据是

“１８５７ 年世界经济危机后的电气革命ꎬ １９２９ 年经济危机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ꎻ 得出结论

的过程是 “经济危机” 在两次世界变革过程中均出现ꎬ 故判定其为原因ꎮ 题干采用了 “求

同法” 来判明因果关系ꎮ

第三步ꎬ 辨析选项ꎮ

Ａ 项: 该项结论为 “不正确坐姿是腰酸背痛的主要诱因”ꎬ 依据的是 “不正确的坐姿会

加重颈部负担”ꎬ 而非依据 “不正确的坐姿” 在不同场合都存在ꎬ 即并非采用 “求同

法”ꎬ 排除ꎻ

Ｂ 项: 该项结论为 “海底地震是海啸的主要成因”ꎬ 依据的是 “海啸发生前往往能观测

到海底地震”ꎬ 即在不同场合都存在 “海底地震” 这一情况ꎬ 故判定其为原因ꎬ 采用了 “求

同法”ꎬ 论证方式与题干一致ꎬ 符合ꎻ

Ｃ 项: 由 “宇航员的预期寿命明显高于一般人” 得出 “太空旅行中的辐射暴露并不会

危害人体”ꎬ 不属于探寻因果关系的论证过程ꎬ 排除ꎻ

Ｄ 项: 由 “体弱多病的人都不喜欢吃蔬菜” 得出 “必须从蔬菜中摄入足量的膳食纤

维”ꎬ 不属于探寻因果关系的论证过程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四、 科学推理

４６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能量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风力发电的过程就是把风能转化为电能ꎬ 但是不可能完全转化ꎬ 总有熵值ꎬ 现在转化的

效率还很低下ꎬ 一般能量转化的效率介于 １０％到 ２０％之间ꎬ 其余的能量都会损失ꎬ 只有 Ｄ

项不符合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４７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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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压强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海拔越高、 气压越低ꎬ 在短时间内突然从低海拔上升至高海拔处ꎬ 外界气压也发生巨大

变化ꎬ 而鼓膜内的气压不变ꎬ 因此容易造成不适ꎮ 张大嘴做咀嚼运动ꎬ 并大口吞咽空气ꎬ 这

样做可以使咽鼓管张开ꎬ 因咽鼓管连通咽部和鼓室ꎬ 这样口腔内的气压 (即鼓室内的气压)

与鼓膜外的气压保持平衡ꎬ 保持鼓膜内外大气压的平衡ꎬ 解除不适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４８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杠杆原理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适当延长把手 ＢＣ 的长度ꎬ 使动力臂远大于阻力臂ꎬ 起到省力的作用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４９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压强问题ꎮ

第二步ꎬ 结合现象分析题干ꎮ

由于乒乓球内的气体受热发生膨胀ꎬ 导致压强增大ꎬ 所以瘪了的乒乓球就能恢复原来的

形状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５０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受力分析问题ꎮ

第二步ꎬ 根据受力状态进行分析ꎮ

卸货的过程中ꎬ 货物从车上货箱斜面滑下ꎬ 对货车有一个垂直斜面向下的压力ꎬ 压力的

分力使货车有向左的运动趋势ꎬ 所以货车受到地面的摩擦力方向是向右的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５１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压强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开始时内外大气压强相等ꎬ 当开始向外抽气时ꎬ 针筒壁内的体积变大ꎬ 气体的质量不

变ꎬ 导致压强变小ꎬ 但密闭小气球内的压强不变ꎬ 所以密闭小气球内的压强大于针筒壁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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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强ꎬ 气球的体积会变大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５２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化学中物质的特性和原理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Ａ 项: 碳可以将矿石中的氧结合成为二氧化碳而使金属还原ꎬ 木炭固定碳含量高于

８０％ꎬ 所以适合作为金属冶炼的还原剂ꎬ 排除ꎻ

Ｂ 项: 钨用作灯丝ꎬ 是利用钨的高熔点特性ꎬ 灯丝发光是不可燃物白热化的现象ꎬ

排除ꎻ

Ｃ 项: 活性炭可以除去水中杂质ꎬ 是利用了活性炭吸附性能力ꎬ 活性炭的吸附原理就是

利用自身发达的孔隙结构ꎬ 把水中或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吸附过来ꎬ 从而达到净化的目的ꎬ

符合ꎻ

Ｄ 项: 铝制品的表面可以不做防腐处理ꎬ 不是因为铝的金属活动性不强ꎬ 而是因为铝与

空气产生的氧化铝薄膜隔绝了空气ꎬ 避免了反应进一步发生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５３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电学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Ａ 项: 并联电路每个支路的电压与总电压相等ꎬ 各支路的电流不受影响ꎬ 排除ꎻ

Ｂ 项: 并联电路每个支路的电压与总电压相等ꎬ 保持不变ꎬ 排除ꎻ

Ｃ 项: 题干中四盏灯形成一个并联电路ꎬ 并联的灯越多ꎬ 总电阻越小ꎬ 因为总电压不

变ꎬ 所以通过电源的电流越大ꎬ 符合ꎻ

Ｄ 项: 并联电路每个支路的电压与总电压相等ꎬ 各支路的电流不受影响ꎬ 电流和电压都

不变ꎬ 则灯的亮度不会发生改变ꎬ 排除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５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热胀冷缩原理ꎮ

第二步ꎬ 根据内外壁的受热进行分析ꎮ

冬季温度较低ꎬ 玻璃杯的温度也很低ꎬ 当向杯中倒入热水后ꎬ 由于玻璃是热的不良导

体ꎬ 玻璃杯内壁会迅速膨胀ꎬ 温度不会很快传到外壁ꎬ 玻璃杯内壁膨胀但外壁依然保持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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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ꎬ 就会造成厚玻璃杯炸裂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５５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动量和动能守恒问题ꎮ

第二步ꎬ 结合选项分析小球的运动状态ꎮ

假设甲球的质量为 Ｍꎬ 乙球的质量为 ｍꎬ 如果甲球撞击乙球后发生反弹ꎬ 甲球的初始速

度为 ｖ１ꎬ 反弹速度为 ｖ２ (甲球静止时 ｖ２ ＝ ０)ꎬ 乙球的速度为 ｖ３ꎬ 则根据动量守恒ꎬ 可得: Ｍ

(ｖ１＋ｖ２) ＝ ｍｖ３≥Ｍｖ１ꎬ 所以
１
２

(ｍｖ３) ２≥ １
２

(Ｍｖ１) ２ꎬ 即

１
２
ｍｖ２

３

１
２
Ｍｖ２

１

× ｍ
Ｍ

≥１ꎬ 因为
ｍ
Ｍ

<１ꎬ 所以

１
２
ｍｖ２

３

１
２
Ｍｖ２

１

>１ꎬ 即
１
２
ｍｖ２

３>
１
２
Ｍｖ２

１ꎬ 不符合动能定理ꎮ 排除 Ａ、 Ｃ 项ꎬ 所以 Ｄ 一定成立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５６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生物学中细胞的基本结构问题ꎮ

第二步ꎬ 根据细胞膜的特性进行分析ꎮ

细胞膜具有选择透过性ꎬ 很多小分子物质可以通过自由扩散进入细胞ꎬ 如氧气和二氧化

碳ꎮ 氧气进入细胞ꎬ 被利用产生ꎬ 使得细胞外氧气浓度始终高于细胞内ꎬ 使得自由扩散具有

一定方向性ꎬ 有利于生命体生存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拓展】 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主要是表现在对离子、 氨基酸等的选择性ꎬ 这些物质通过

细胞膜需要载体ꎬ 而载体的本质是蛋白质ꎬ 所以说对细胞膜的选择透过性起主要作用的是蛋

白质ꎮ

５７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重心问题ꎮ

第二步ꎬ 分析原理ꎮ

人站在船上ꎬ 人和船整体的重心较高ꎬ 坐下后整体重心下降ꎬ 势能越小ꎬ 也就是势能的

能量越小ꎬ 势能的能量越小ꎬ 物体越稳ꎬ 增加了小船的稳定性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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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摩擦力的基础知识ꎮ

第二步ꎬ 根据摩擦力的基本定义确定前后轮的摩擦力的方向ꎮ

摩擦力的基本定义为: 阻碍物体相对运动 (或相对运动趋势) 的力叫做摩擦力ꎮ 摩擦

力的方向与物体相对运动 (或相对运动趋势) 的方向相反ꎮ

就本题而言ꎬ 因为汽车的后轮是驱动轮ꎬ 前轮是从动轮ꎮ 所以汽车在匀速运动的过程

中ꎬ 后轮对地面有一个水平向后的力ꎬ 由于物体间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地面也同时给后轮

一个水平向前的摩擦力ꎬ 这个摩擦力驱动汽车向前运动ꎮ 当前轮向前运动时ꎬ 地面的摩擦力

将阻碍它向前运动ꎮ 故地面对前轮的摩擦力方向是水平向后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５９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化学中二氧化碳的性质ꎮ

第二步ꎬ 结合二氧化碳的浓度变化分析过程ꎮ

由于二氧化碳的密度大于空气ꎬ 所以在圆筒中会下沉ꎬ 但是由于浓度不够ꎬ 所以在下降

经过高蜡烛的过程中不会导致蜡烛熄灭ꎬ 会首先下降到圆筒底部ꎬ 随着二氧化碳的不断注

入ꎬ 同时蜡烛燃烧生成二氧化碳ꎬ 底部二氧化碳逐渐增大ꎬ 所以矮蜡烛会首先熄灭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６０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确定题型ꎮ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运动问题ꎮ

第二步ꎬ 根据监测系统的原理进行分析ꎮ

速度监测系统是通过车辆进入这个区域的总距离和进出这段区域的总时间来确定通过车

辆的平均速度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第四部分　 常识应用

６１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时政ꎮ

第二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 ４０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ꎬ “建立中国共产

党、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ꎬ 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

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ꎬ 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ꎮ” ①②④正确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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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选择 Ｂ 选项ꎮ

６２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时政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至 ２６ 日ꎬ 习近平主席应邀对意大利、 摩纳哥、 法国进行国事

访问ꎬ 此次欧洲之行是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今年首次出访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拓展】 意大利: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３ 日ꎬ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罗马同意大利总理孔特举行会

谈ꎬ 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和交换中意关于共同推进 “一带一路” 建设的谅解备忘

录ꎬ 意大利由此成为七国集团中第一个和中国签约支持 “一带一路” 的国家ꎮ ２３ 日ꎬ 在国

家主席习近平和意大利总理孔特共同见证下ꎬ 意大利返还 ７９６ 件套中国文物艺术品ꎮ 这是近

２０ 年来最大规模的中国文物艺术品返还ꎬ 也是中意两国根据国际公约和两国政府间打击和

预防文物非法贩运双边协定开展的首次成功务实合作ꎮ

摩纳哥: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摩纳哥亲王阿尔贝二世举行会谈ꎬ 这是

中国国家主席首次访问摩纳哥ꎮ 摩纳哥堪称微型国家的典型代表ꎬ 国土面积只有约两平方公

里ꎬ 还不足颐和园那么大ꎮ 习近平主席访问摩纳哥充分体现了中国始终秉持的大小国家一律

平等的理念ꎮ 作为阿尔贝二世亲王去年访华的成果之一ꎬ 中摩企业正式签署了 ５Ｇ 合作协

议ꎬ 摩纳哥有望成为全球第一个 ５Ｇ 智慧国ꎮ 一份战略合作协议早在两年前就已经签订ꎬ 双

方将致力于将摩纳哥打造成全球第一个 “无现金国家”ꎮ

法国: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４ 日ꎬ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法国尼斯会见法国总统马克龙ꎮ 会见

前ꎬ 马克龙向习近平赠送 １６８８ 年法国出版的首部 «论语导读» 法文版原著ꎮ ２６ 日ꎬ 在法国

总统府爱丽舍宫ꎬ 习近平主席出席了中法全球治理论坛闭幕式ꎮ 闭幕式上ꎬ 习近平发表了题

为 «为建设更加美好的地球家园贡献智慧和力量» 的讲话ꎮ 他提出破解 “四大赤字”: 坚持

公正合理ꎬ 破解治理赤字ꎻ 坚持互商互谅ꎬ 破解信任赤字ꎻ 坚持同舟共济ꎬ 破解和平赤字ꎻ

坚持互利共赢ꎬ 破解发展赤字ꎮ

解题技巧: 选熟不选生ꎮ 第一ꎬ 选择高频考点相关的选项ꎻ 第二ꎬ 选择时政热点相关的

选项ꎮ 该题涉及最新时政热点ꎬ 可以快速选出正确选项ꎮ

６３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全国人大的职权ꎮ

第二步ꎬ 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ꎬ 其他国家机关皆由全国人大产生ꎬ 并对全

国人大负责ꎮ 全国人大拥有最高决定权、 最高任免权、 最高立法权、 最高监督权ꎮ 最高监督

权包括听取和审查全国人大常委会、 国务院、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ꎮ

所以ꎬ 听取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体现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监

督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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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全国人大最高立法权是指修改宪法ꎬ 制定与修改刑事、 民事、 国家机构

和其他基本法律ꎮ 题干中没有体现立法权ꎮ

Ｂ 项: 全国人大最高决定权包括但不限于: 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提名ꎬ 决定国

务院总理的人选ꎻ ②根据国务院总理的提名ꎬ 决定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各部部长、 各

委员会主任、 审计长、 秘书长的人选ꎮ ③选举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ꎻ 根据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的提名ꎬ 决定中央军事委员会其他组成人员的人选ꎮ ④决定特别行政区的设立及其制度ꎮ

⑤决定战争和和平的问题ꎮ 题干中没有体现出决定权ꎮ

Ｃ 项: 全国人大最高任免权指选举、 决定和任免最高国家机关的领导人和有关组成人

员ꎮ 题干中并不涉及人员的任免ꎮ

解题技巧: 关键词对应法ꎮ “听取” “审议” 等关键词与 “监督” 相对应ꎬ 不能体现

“立法” “任免” “决定”ꎮ

６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乡村振兴战略并选错误项ꎮ

第二步ꎬ 根据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ꎬ 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ꎬ 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ꎮ 主要有以下几方面措施: (一)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ꎻ (二)

加强农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ꎻ (三) 发挥科技人才支撑作用ꎻ (四)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

建设ꎻ (五) 创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ꎻ Ａ 选项中 “大力支持乡村休闲旅游” 能够增

加乡村收入ꎬ 提高村民生活水平ꎬ 但不能直接推动乡村人才的汇聚和振兴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拓展】 Ｂ 项: “新乡贤” 这一概念是在丰顺召开的第十三届中国农村发展论坛上定义的ꎮ

“新乡贤” 是心系乡土、 有公益心的社会贤达ꎬ 一般包括乡籍的经济能人、 社会名流和文化名

人ꎮ “新乡贤返乡工程” 是重视乡贤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ꎬ 让乡贤成为振兴乡村发展的重

要力量的政策ꎮ 属于 “ (四) 鼓励社会各界投身乡村建设”ꎬ 能够推动乡村人才的振兴ꎮ

Ｃ 项: “三支一扶”ꎬ 是指大学生在毕业后到农村基层从事支农、 支教、 支医和扶贫工

作ꎮ 扩大 “三支一扶” 计划的招募规模可以让乡村引进更多的高学历人才ꎬ 属于 “ (五) 创

新乡村人才培育引进使用机制”ꎬ 能够推动乡村人才的振兴ꎮ

Ｄ 项: “技能培训补贴制度” 是指有关部门根据产业发展规划、 职业市场需求、 人才紧

缺程度和培训成本ꎬ 对参加部分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实施补贴的制度ꎬ 目的是加快培养专业

技术人才ꎬ 属于 “ (一) 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ꎬ 能够推动乡村人才的振兴ꎮ

做题技巧: 关键词对应法ꎮ ＢＣＤ 三个选项中 “乡贤” “三支一扶” “技能培训” 等关键

词都与人才直接对应ꎬ 而 Ａ 项中没有相关关键词ꎮ 故可选出 Ａ 选项ꎮ

５５



６５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经济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２１ 日ꎬ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到财政部、 税务

总局考察ꎬ 并主持召开座谈会ꎮ 李克强说ꎬ 今年经济下行压力不可轻视ꎬ 不确定因素和困难

挑战很多ꎬ 要把大规模减税降费作为重大改革举措和宏观调控 “当头炮”ꎮ 这既利当前又利

长远ꎬ 不仅减轻企业负担、 稳定就业ꎬ 而且优化经济和收入分配结构ꎬ 培育税源、 促进财政

可持续ꎮ 要把减税加快落实到位ꎬ 以企业活力更大释放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ꎬ 推动高质

量发展ꎮ

减税降费政策对小微企业实施普惠性税收减免ꎬ 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①提高增值税小规

模纳税人起征点ꎬ 月销售额 ３ 万元调整到 １０ 万元ꎬ 即月销售额 １０ 万元以下的ꎬ 不用再交纳

增值税ꎻ ②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并加大优惠力度ꎬ 放宽小型微利企业标准就是放宽认定条

件ꎻ ③对小规模纳税人交纳的部分地方税种ꎬ 可以实行减半征收ꎻ ④扩展初创科技型企业优

惠政策适用范围ꎬ 对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投向初创科技型企业可按投资额 ７０％抵扣应

纳税所得额的政策ꎬ 也就是说如果创投企业和天使投资个人向初创科技型企业投资ꎬ 投资额

的 ７０％可以拿来抵免应纳税所得额ꎮ 减税降费政策对畅通小微企业融资渠道没有直接的联

系ꎬ 选项③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６６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时政并选错误项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２０ 日ꎬ 国新办举行 «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

发布会并指出ꎬ 今后三年ꎬ 要把脱贫攻坚工作聚焦到 “两不愁、 三保障” 上来ꎬ 确保靶心

不变、 焦点不散ꎬ 严格按照 “两不愁、 三保障” 这个标准脱贫攻坚ꎮ “两不愁” 即不愁吃、

不愁穿ꎬ “三保障” 即义务教育、 基本医疗、 住房安全ꎮ Ａ、 Ｂ、 Ｃ 选项属于 “三保障” 内

容ꎬ Ｄ 选项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义务教育有保障ꎬ 保障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够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ꎬ 确保

他们有学上ꎬ 上得起学ꎮ 而不是上什么学都包起来、 都免费ꎮ

Ｂ 项: 基本医疗有保障ꎬ 保障贫困人口的基本医疗需求ꎬ 确保贫困人口患了大病、 慢性

病等得到及时救治ꎬ 医药费负担应该降低到合理水平ꎬ 否则会因病返贫、 因病致贫ꎮ 而不是

看什么病都不花钱ꎮ

Ｃ 项: 住房安全有保障ꎬ 保障贫困人口的住房基本条件ꎮ 而不是把他的房拆了盖大房、

盖好房ꎮ

６５



６７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 并选错误项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８ 日ꎬ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了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

要»ꎬ «纲要» 在第一章第二节机遇挑战中指出ꎬ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也面临诸多挑战大

湾区内部发展差距依然较大ꎬ 协同性、 包容性有待加强ꎬ 部分地区和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竞争

和资源错配现象ꎮ 香港经济增长缺乏持续稳固支撑ꎬ 澳门经济结构相对单一、 发展资源有

限ꎬ 珠三角九市市场经济体制有待完善ꎮ 区域发展空间面临瓶颈制约ꎬ 资源能源约束趋

紧ꎬ 生态环境压力日益增大ꎬ 人口红利逐步减退ꎮ Ｃ 选项内部发展差距小的表述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拓展】 «纲要» 在第一章第一节发展基础中指出ꎬ 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区位优势明显、

经济实力雄厚、 创新要素集聚、 国际化水平领先、 合作基础良好等发展基础ꎮ 因此ꎬ Ａ、 Ｂ、

Ｄ 选项表述正确ꎮ

６８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哲学并选正确项ꎮ

第二步ꎬ 题中的 “历史发展大势” 代表的是历史发展的规律ꎬ 历史发展有其规律ꎬ 但

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ꎬ 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ꎬ 认识并利用历史发展规律ꎬ 促进人

类社会发展ꎮ 因此ꎬ 体现的哲学原理是规律是可以认识和利用的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内容是: 物质决定意识ꎬ 意识具有能动作用ꎮ

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ꎬ 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ꎮ 如人们

的环保意识高ꎬ 则更注重保护环境ꎮ

Ｃ 项: 事物发展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相统一原理内容是: 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是前进的ꎬ 新

事物必然战胜旧事物ꎮ 前途是光明的ꎬ 道路是曲折的ꎮ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前进性与曲折性

的统一ꎮ 在前进中有曲折ꎬ 在曲折中向前进ꎬ 是一切新事物发展的途径ꎮ

Ｄ 项: 在实践和认识的辩证关系中ꎬ 认识是来源于实践ꎬ 认识作用于实践ꎬ 最后通过实

践证明认识的对错ꎮ 所以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ꎬ 认识若符合客观实在ꎬ 就会

被实践证明正确ꎬ 反之ꎬ 则会错误ꎮ

６９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时政知识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ꎬ 习近平在广东考察时ꎬ 对广东各项工作给予肯定ꎬ 并提出了 ４

个方面的工作要求ꎮ 其中一方面便是提高发展平衡性和协调性ꎮ 要加快推动乡村振兴ꎬ 建立

健全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ꎬ 带动乡村产业、 人才、 文化、 生态和组织振

兴ꎮ 要加快形成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ꎬ 做优做强珠三角核心区ꎬ 加快珠海、 汕头两个经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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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发展ꎬ 把汕头、 湛江作为重要发展极ꎬ 打造现代化沿海经济带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广东在珠三角之外有两座最核心的城市ꎬ 粤东的汕头和粤西的湛江ꎮ 汕头是中

国四大经济特区之一ꎬ 湛江是 １４ 个沿海开放城市之一ꎮ

７０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 “扶贫与扶智”ꎮ

第二步ꎬ 贫困与其受教育程度、 文化水平和技能知识有关ꎬ 因此在 “扶贫” 的同时还

要 “扶智”ꎮ “扶智”ꎬ 就是国家从职业教育、 农技推广、 信息流通渠道拓展等方面ꎬ 培育有

科技素质、 有职业技能、 有经营意识与能力的新兴知识化农民ꎬ 以开拓致富门道ꎬ 转变农业

发展方式ꎮ “向贫困农户发放现代化机具” 并不能体现出对农民的智能扶持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建设图书馆可以让农民通过读书阅读获得文化水平和技能知识的提升ꎮ

属于 “扶智”ꎮ

Ｂ 项: 开展农业实用技能的培训有助于提高农民的职业技能ꎬ 丰富农民农业生产的知识

和技能ꎮ 属于 “扶智”ꎮ

Ｃ 项: 组织大学生到贫困地区支教有助于拓宽农民获得知识的渠道ꎬ 提高农民文化水

平ꎮ 属于 “扶智”ꎮ

做题技巧: 关键词对应法ꎮ ＡＢＣ 三个选项中关键词 “图书馆” “技能培训” “支教” 都

与题干中 “扶智” 相对应ꎮ 故选 Ｄ 项ꎮ

７１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时政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１ 日ꎬ 国新办就 “中国农民丰收节” 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ꎮ 发布

会上ꎬ 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ꎬ 经党中央批准、 国务院批复ꎬ 自 ２０１８ 年起ꎬ 将每年农

历秋分设立为 “中国农民丰收节”ꎮ

【拓展】 二十四节气ꎬ 是中国古代订立的一种用来指导农事的补充历法ꎬ 是中国古代劳

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ꎮ 由于中国农历是一种 “阴阳历”ꎬ 即根据太阳和月亮

的运行制定的ꎬ 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太阳运行周期ꎬ 但中国又是一个农业社会ꎬ 农业需要严格

了解太阳运行情况ꎬ 农事完全根据太阳进行ꎬ 所以在历法中又加入了单独反映太阳运行周期

的 “二十四节气”ꎬ 用作确定闰月的标准ꎮ

二十四节气歌: 春雨惊春清谷天ꎬ 夏满芒夏暑相连ꎮ 秋处露秋寒霜降ꎬ 冬雪雪冬小大

寒ꎮ 每月两节不变更ꎬ 最多相差一两天ꎮ 上半年来六廿一ꎬ 下半年是八廿三ꎮ

解题技巧: 关键词对应法ꎬ 可以通过 “丰收” 迅速对应四个选项中的 “秋”ꎮ

８５



７２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中共党史并选正确项ꎮ

第二步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中强调: 消除贫困、 改善民生、 逐步实现

共同富裕ꎬ 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ꎬ 是我们党的重要使命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拓展】 １９９２ 年初ꎬ 邓小平在 “南方谈话” 中提出: “社会主义的本质ꎬ 是解放生产

力ꎬ 发展生产力ꎬ 消灭剥削ꎬ 消除两极分化ꎬ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ꎮ”

７３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时政ꎮ

第二步ꎬ 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指出ꎬ 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ꎮ 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

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ꎬ 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ꎬ 坚持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ꎮ “河长 ( ｚｈǎｎｇ) 制”ꎬ 即由中国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担任 “河

长”ꎬ 负责组织领导相应河湖的管理和保护工作ꎬ 是以保护水资源、 防治水污染、 改善水环

境、 修复水生态为主要任务ꎬ 全面建立省、 市、 县、 乡四级河长体系ꎬ 构建责任明确、 协调

有序、 监管严格、 保护有力的河湖管理保护机制ꎬ 为维护河湖健康生命、 实现河湖功能永续

利用提供制度保障ꎮ 所以 “河长制” 符合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环境保护的发展

理念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精准扶贫是粗放扶贫的对称ꎬ 是指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 不同贫困农

户状况ꎬ 运用科学有效程序对扶贫对象实施精确识别、 精确帮扶、 精确管理的治贫方式ꎬ 属

于我国民生建设政策ꎬ 与环境保护无关ꎮ

Ｂ 项: “一带一路” 是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２１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简称ꎮ “一带

一路” 的目的是积极发展与沿线国家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ꎬ 共同打造政治互信、 经济融合、

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ꎮ 属于我国外交、 经济建设的政策ꎬ 不能

直接体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理念ꎮ

Ｄ 项: 知识产权是指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ꎮ 它是依照各国法律赋予

符合条件的著作者、 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ꎮ 对于知识产权保

护ꎬ 国家已经在法律制度层面为企业知识产权权益的保护提供了较强的法律依据ꎮ 属于我国

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举措ꎬ 不直接体现题中生态文明建设理念ꎮ

解题技巧: 关键词对应ꎬ 题干中的绿水与选项中河水对应ꎮ

７４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诗词对应的地理位置ꎮ

第二步ꎬ 岭南ꎬ 原是指中国南方的五岭之南的地区ꎬ 相当于现在广东、 广西及海南全

９５



境ꎮ 由于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ꎬ 现在提及到岭南一词ꎬ 特指广东、 广西、 海南、 香港、 澳门

五省区ꎮ Ｂ 项出自苏轼的 «惠州一绝 /食荔枝»ꎮ 全诗: 罗浮山下四时春ꎬ 卢橘杨梅次第新ꎮ

日啖荔枝三百颗ꎬ 不辞长作岭南人ꎮ 惠州位于广东省东南部、 东江中下游地区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出自崔颢的 «黄鹤楼»ꎬ 黄鹤楼位于湖北省武汉市长江南岸的武昌蛇山

峰岭之上ꎬ 享有 “天下江山第一楼” “天下绝景” 之称ꎬ 与晴川阁、 古琴台并称武汉三大

名胜ꎮ

Ｃ 项: 出自佚名的 «敕勒歌»ꎬ 是南北朝时代敕勒族的一首民歌ꎬ 歌咏了北国草原的富

饶、 壮丽ꎮ

Ｄ 项: 出自苏轼的 «题西林壁»ꎬ 庐山地处江西省庐山市境内ꎬ 以雄、 奇、 险、 秀闻名

于世ꎬ 素有 “匡庐奇秀甲天下” 之美誉ꎮ

７５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港珠澳大桥ꎮ

第二步ꎬ 港珠澳大桥工程路线起自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ꎬ 向西接珠海 /

澳门口岸人工岛、 珠海连接线ꎬ 止于珠海洪湾ꎬ 路线总长为 ５５ 公里ꎮ 跨越珠江口伶仃洋海

域ꎬ 是以公路桥的形式连接香港、 珠海及澳门的大型跨海通道ꎮ 港珠澳大桥的起点是香港大

屿山ꎬ 经大澳ꎬ 跨越珠江口ꎬ 最后分成 Ｙ 字形ꎬ 一端连接珠海ꎬ 一端连接澳门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渤海是西太平洋的一部分ꎬ 在辽宁、 河北、 山东、 天津三省一市之间ꎮ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ꎬ 生态环境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自然资源部联合印发了 «渤海综合治

理攻坚战行动计划»ꎮ

Ｂ 项: 常规东海 (中国日常用法) 是指黄海以南中国东方的海域ꎬ 东至琉球群岛ꎮ 长

江口外的大片东部海域ꎬ 位于太平洋西北ꎮ

Ｃ 项: 北部湾位于中国南海的西北部ꎬ 是一个半封闭的海湾ꎮ 东临中国的雷州半岛和海

南岛ꎬ 北临广西壮族自治区ꎬ 西临越南ꎬ 与琼州海峡和中国南海相连ꎬ 被中越两国陆地与中

国海南岛所环抱ꎮ 国务院于 ２０１７ 年 １ 月 ２０ 日批复同意建设北部湾城市群ꎮ 规划覆盖范围包

括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北海市、 钦州市、 防城港市、 玉林市、 崇左市ꎬ 广东省湛江市、

茂名市、 阳江市和海南省海口市、 儋州市、 东方市、 澄迈县、 临高县、 昌江县ꎮ «北部湾城

市群发展规划» 指出ꎬ 北部湾城市群将强化南宁核心辐射带动ꎬ 打造 “一湾双轴、 一核两

极” 的城市群框架: “一湾双轴” 即以北海、 湛江、 海口等城市为支撑的环北部湾沿海地

区ꎬ 以北钦防和湛茂阳城镇发展轴ꎻ “一核两极” 则是以南宁为核心城市ꎬ 以海口和湛江为

中心的两个增长极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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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６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生活常识ꎮ

第二步ꎬ 森林具有涵养水源ꎬ 保持水土的功能ꎮ 诗句前两句 “山上多植物ꎬ 胜似修水

库”ꎬ 意思是森林具有水库一样的功能ꎬ 而水库具有储蓄水源、 调节水流的能力ꎻ 后半句

“有雨它能吞ꎬ 无雨它能吐”ꎬ 是由于构成森林的多为木本植物ꎬ 其根系多为直根系ꎬ 这样

的根系可以抓住土壤ꎬ 使土壤流失减少从而使更多的水分积蓄在土壤中ꎬ 体现了 “吞” 的

作用ꎻ 森林的蒸腾作用可以改善气候并增加自然界的水分循环ꎬ 森林从地下吸收大量水ꎬ 再

通过树木树叶的蒸发ꎬ 回到大气中ꎬ 因而森林上空水蒸气含量要比无林地区上空多ꎬ 所以在

大面积的森林上空ꎬ 空气湿润ꎬ 容易成云致雨ꎬ 增加地域性降水量ꎬ 体现了 “吐”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解题技巧: 通过诗句中的 “水库” “雨” 等词可以快速定位到 Ｄ 选项中的

“水”ꎬ 据此排除其他选项ꎮ

７７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ꎮ

第二步ꎬ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ꎬ 习近平总书记 «在河北省阜平县考察扶贫开发工作时的

讲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ꎬ 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ꎬ 没有农村的小康ꎬ 特别是没有贫

困地区的小康ꎬ 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拓展】 ① “小康社会” 是由邓小平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在规划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蓝图时提出的战略构想ꎮ ②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 “建成” 小康社会ꎮ ③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ꎬ 习近平到福建考察调研时提出了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

革、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的 “三个全面”ꎬ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在江苏调研时则将 “三个全

面” 上升到了 “四个全面”ꎬ 要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全面深化改革、 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ꎬ 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ꎬ 新增了 “全面

从严治党”ꎮ

７８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传统民俗ꎮ

第二步ꎬ “火树银花合” 出自唐代苏味道的诗 «正月十五夜»ꎬ 和元宵节有关ꎮ 火树银

花是一个汉语成语ꎬ 大多用来形容张灯结彩或大放焰火的灿烂夜景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拓展】 Ｂ 项: 出自宋代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ꎬ 婵娟在这里指的是月

亮ꎬ 与中秋节有关ꎮ

Ｃ 项: 出自唐代王维的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ꎬ 与重阳节有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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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 项: 出自宋代王安石的 «元日»ꎬ 与春节有关ꎮ

７９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科技成就ꎮ

第二步ꎬ 嫦娥四号探测器ꎬ 简称 “四号星”ꎬ 由着陆器与巡视器组成ꎬ 巡视器命名为

“玉兔二号”ꎮ 作为世界首个在月球背面软着陆和巡视探测的航天器ꎬ 嫦娥四号的主要任务

是着陆月球表面ꎬ 继续更深层次更加全面地科学探测月球地质、 资源等方面的信息ꎬ 完善月

球的档案资料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拓展】 Ａ 项: 神舟七号载人飞船是中国神舟号飞船系列之一ꎬ 是中国第三个载人航天

器ꎬ 中国首次进行出舱作业的飞船ꎮ 神舟七号载人航天飞船于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２５ 日从中国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用长征二号 Ｆ 火箭发射升空ꎮ 神七上载有三名宇航员ꎬ 分别为

翟志刚 (指令长)、 刘伯明和景海鹏ꎮ 翟志刚出舱作业ꎬ 刘伯明在轨道舱内协助ꎬ 实现了中

国历史上第一次太空漫步ꎬ 令中国成为能进行太空漫步的国家ꎮ

Ｂ 项: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在 １９８４ 年 ４ 月首次飞行ꎬ 成功地将东方红二号试验通信卫星

送入预定地球同步转移轨道ꎮ 在 １９９０ 年 ４ 月首次执行外星发射服务合同ꎬ 成功发射了亚洲

一号卫星ꎮ 在此之后ꎬ 长征三号运载火箭成功地发射了包括亚太一号卫星、 亚太一号甲卫

星、 风云二号卫星等在内多颗国内外卫星ꎮ

Ｄ 项: 天宫一号是中国首个目标飞行器和空间实验室ꎬ 属载人航天器ꎮ 天宫一号的发射

标志着中国迈入中国航天 “三步走” 战略的第二步第二阶段 (即掌握空间交会对接技术及

建立空间实验室)ꎻ 同时也是中国空间站的起点ꎬ 标志着中国已经拥有建立初步空间站ꎬ 即

短期无人照料的空间站的能力ꎮ

８０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地理国情并选正确项ꎮ

第二步ꎬ 地热能是由地壳抽取的天然热能ꎬ 这种能量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ꎬ 并以热力形

式存在ꎬ 是引致火山爆发及地震的能量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拓展】 题干明确提到 “地球内部”ꎬ Ｂ 项火山喷发是从地球内部出来的能量ꎬ 而台风、

山洪、 岩石风化都是外部作用ꎮ

Ａ 项: 台风发源于热带海面ꎬ 那里温度高ꎬ 大量的海水被蒸发到了空中ꎬ 形成一个低气

压中心ꎮ 随着气压的变化和地球自身的运动ꎬ 流入的空气也旋转起来ꎬ 形成一个逆时针旋转

的空气漩涡ꎬ 这就是热带气旋ꎮ 只要气温不下降ꎬ 这个热带气旋就会越来越强大ꎬ 最后形成

了台风ꎮ

Ｃ 项: 山洪最常见的是由暴雨引起ꎬ 山洪暴发通常指在山区沿河流及溪沟形成的暴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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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的洪水及伴随发生的滑坡、 崩塌、 泥石流ꎮ 拦洪设施的溃决也可引发山洪ꎮ

Ｄ 项: 岩体风化指的是在水、 大气、 温度和生物等应力的作用下ꎬ 地壳上部岩体的物质

成分和结构发生变化ꎬ 从而改变岩体力学性质的过程和现象ꎮ

第五部分　 资料分析

８１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简单和差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折线图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分别为 ２３ 万公里、 ２５ １

万公里、 ２９ ３ 万公里、 ２８ ５ 万公里、 ３１ ８ 万公里ꎮ

第三步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共计 ２３＋２５ １＋２９ ３＋２８ ５＋３１ ８ꎬ 选

项数据与材料精确度一致ꎬ 且尾数各不相同ꎬ 采用尾数法计算ꎬ ０＋１＋３＋５＋８ꎬ 尾数为 ７ꎬ 应

选 １３７ ７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８２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增长量做差比较ꎮ

第二步ꎬ 定位折线图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分别为 ２３ 万公里、 ２５ １

万公里、 ２９ ３ 万公里、 ２８ ５ 万公里、 ３１ ８ 万公里ꎮ

第三步ꎬ 根据增长量 ＝现期量－基期量ꎬ ２０１７ 年同比下降ꎬ 增长量为负数ꎬ 排除 Ｃ 选

项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较上年的增长量分别为ꎬ ２０１５ 年: ２５ １－２３ ＝

２ １ꎬ ２０１６ 年: ２９ ３－２５ １ ＝ ４ ２ꎬ ２０１８ 年: ３１ ８－２８ ５ ＝ ３ ３ꎬ 则增长量最大的为 ２０１６ 年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８３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已知现期量与基期量的增长量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柱状图ꎬ ２０１４ 年和 ２０１８ 年农村公路总里程分别为 ３８８ １６ 万公里和 ４０５ 万

公里ꎮ

第三步ꎬ 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ꎬ ２０１８ 年比 ２０１４ 年农村公路总里程增长量＝ ４０５－

３８８ １６ꎬ 选项数据与材料精确度一致ꎬ 且尾数各不相同ꎬ 采用尾数法计算ꎬ ０－６ꎬ 尾数为

４ꎬ 应选 １６ ８４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８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简单和差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材料ꎬ “通硬化路面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比例” 所在列ꎮ ２０１４ 年为

９８ ０８％ꎬ ２０１８ 年为 ９９ ６４％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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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ꎬ ２０１８ 年全国通硬化路面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比例与 ２０１４ 年相比ꎬ ９９ ６４％ －

９８ ０８％ ＝１ ５６％ꎬ 即增加 １ ５６ 个百分点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８５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ꎬ 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ꎮ

第二步ꎬ Ａ 选项ꎬ 简单读数比较ꎬ 定位折线图ꎮ 读图可知ꎬ ２０１７ 年新改建农村公路里

程 (２８ ５ 万公里) <２０１６ 年 (２９ ３ 万公里)ꎬ 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 我国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

并非逐年增加ꎬ 错误ꎮ

Ｂ 选项ꎬ 简单读数比较ꎬ 定位柱状图ꎮ 读图可知ꎬ ２０１６ 年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

(３９５ ９８ 万公里) <２０１５ 年 (３９８ ０６ 万公里)ꎬ 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 我国农村公路总里程并非

逐年增加ꎬ 错误ꎮ

Ｃ 选项ꎬ 简单读数比较ꎬ 定位表格材料ꎬ “通硬化路面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比例” 所在

列ꎮ 读数可知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 通硬化路面的乡镇占全国乡镇比例逐年提高ꎬ 正确ꎮ

Ｄ 选项ꎬ 简单读数比较ꎬ 定位表格材料ꎬ “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比例” 所在

列ꎬ 读数 可 知ꎬ ２０１８ 年 通 公 路 的 建 制 村 占 全 国 建 制 村 比 例 ( ９９ ４７％) < ２０１７ 年

(９９ ９８％)ꎬ 则 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ꎬ 通公路的建制村占全国建制村比例并非逐年提高ꎬ 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８６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已知现期量与基期量的增长量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第一段文字材料 “截至 ２０１８ 年末ꎬ 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９８９９ 万人减少至 １６６０ 万人”ꎮ

第三步ꎬ 根据减少量＝基期量－现期量ꎬ 可得所求为 ９８９９－１６６０＝ ８２３９ (万人)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８７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简单和差比较ꎮ

第二步ꎬ 定位图形材料中折线图ꎮ

第三步ꎬ 与上一年相比ꎬ ２０１３ 年下降了 １０ ２％－８ ５％ ＝ １ ７％ꎬ 即 １ ７ 个百分点ꎻ ２０１５

年下降了 ７ ２％－５ ７％ ＝ １ ５％ꎬ 即 １ ５ 个百分点ꎻ ２０１７ 年下降了 ４ ５％－３ １％ ＝ １ ４％ꎬ 即

１ ４ 个百分点ꎻ ２０１８ 年下降了 ３ １％ － １ ７％ ＝ １ ４％ꎬ 即 １ ４ 个百分点ꎮ 则下降最多的为

２０１３ 年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８８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中求比重问题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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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ꎬ 定位第二段文字材料 “２０１８ 年ꎬ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１０３７１

元”ꎬ 以及表格材料中 ２０１８ 年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 ３６２７ 元ꎮ

第三步ꎬ 根据比重＝部分量
整体量

ꎬ 观察选项出现了首位相同但第二位不同的情况ꎬ 分母从左

向右截取前三位可得
３６２７
１０４

ꎬ 直除首两位商接近 ３５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８９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读数比较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材料ꎮ ２０１８ 年我国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 ３６２７ 元ꎬ 人均

转移净收入 ２７１９ 元ꎬ 人均经营净收入 ３８８８ 元ꎬ 人均财产净收入 １３７ 元ꎮ

第三步ꎬ 读数可知ꎬ 最高的为人均经营净收入 ３８８８ 元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９０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ꎬ 且需选出错误的一项ꎮ

第二步ꎬ Ａ 选项ꎬ 读数比较ꎬ 定位图形材料ꎮ 读图可知ꎬ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农村贫

困人口逐年递减ꎬ 正确ꎮ

Ｂ 选项ꎬ 增长率计算ꎬ 定位第二段文字材料 “２０１８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 １０３７１ 元ꎬ 扣除价格因素ꎬ 实际增长 ８ ３％ꎬ 实际增速高出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速 １ ７ 个百分点”ꎮ 计算可得 ２０１８ 年ꎬ 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速为

８ ３％－１ ７％ ＝ ６ ６％ꎬ 正确ꎮ

Ｃ 选项ꎬ 读数比较ꎬ 定位表格材料ꎮ 根据表格中数据可知ꎬ ２０１８ 年ꎬ 贫困地区农村居

民各来源的人均收入与上年相比均有所提高ꎬ 正确ꎮ

Ｄ 选项ꎬ 和差类简单计算ꎬ 定位表格材料ꎮ ２０１７ 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

３７２３ 元ꎬ 人均转移净收入为 ２３２５ 元ꎬ 前者比后者高 ３７２３－２３２５>１０００ (元)ꎬ 而非近 １０００

元ꎬ 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９１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已知现期量与基期量的增长量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 “２０１８ 年与 ２０１５ 年 Ｂ 省实有各类市场主体数分别为 １１４６ １３ 万户和

７７５ ９５ 万户”ꎮ

第三步ꎬ 根据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ꎬ 对数据简单取整ꎬ ２０１５ 年—２０１８ 年 Ｂ 省实有各

类市场主体数约增长 １１４６－７７６＝ ３７０ (万户)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５６



９２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现期比重计算的求比重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和文字材料第二段 “２０１８ 年ꎬ 全省实有各类市场主体数为 １１４６ １３

万户第三产业 ２０３ ７１ 万户”ꎮ

第三步ꎬ 解法一: 根据比重＝部分量
整体量

ꎬ 观察选项出现首位相同ꎬ 第二位不同的情况ꎬ 分

母从左向右截取前 ３ 位ꎬ 分子取整ꎬ 代入数据可得
２０４
１１５

ꎬ 直除首两位商 １７ꎬ 与 Ｂ 选项最为

接近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解法二: 代入数据可得
２０４
１１５

ꎬ 直除首位商 １ꎬ 排除 Ｃ、 Ｄ 选项ꎬ 且原式
２０４
１１４６

> １
６
ꎬ 即大

于 １６ ６％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９３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简单比较的读数比较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一行ꎮ

第三步ꎬ 根据 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新登记个体工商户分别为 １３１ ５６ 万户、 １０４ １０ 万户、

８２ ０４ 万户和 ７７ １１ 万户ꎬ 可知 ２０１８ 年新登记个体工商户最多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９４ 【答案】 Ａ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已知现期量和增长率的增长量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文字材料第三段 “２０１８ 年ꎬ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新登记企业数为 １５ １９ 万

户ꎬ 同比增长 ２２ ９８％”ꎮ

第三步ꎬ 根据增长量计算 ｎ＋１ 原则ꎬ １
５
<２２ ９８％< １

４
ꎬ ２２ ９８％≈ １

４ ５
ꎬ 则 ２０１８ 年租赁和

商务服务业新登记企业数较上年约增加
１５

１＋４ ５
＝ １５
５ ５

ꎬ 首位商 ２ꎮ

因此ꎬ 选择 Ａ 选项ꎮ

９５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ꎬ 且需选出正确的一项ꎮ

第二步ꎬ Ａ 选项ꎬ 直接读数ꎬ 定位表格 “新登记农民专业合作社” 一行ꎬ ２０１７ 年与

２０１６ 年数量相同ꎬ 并非逐年增加ꎬ 错误ꎮ

Ｂ 选项ꎬ 读数比较ꎬ 定位表格 “新登记企业” 和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 两行ꎬ 每年新

６６



登记个体工商户数均多于新登记企业数ꎬ 正确ꎮ

Ｃ 选项ꎬ 基期量计算ꎬ 定位文字材料第一段ꎬ “２０１８ 年ꎬ 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 ６２９４

户ꎬ 同比增长 １７ ８２％”ꎮ 根据基期量 ＝ 现期量
１＋增长率

ꎬ 则 ２０１７ 年日均新登记市场主体户数 ＝

６２９４
１＋１７ ８２％

≈６２９４
１ １８

≈５３００ꎬ 即超过 ４０００ 户ꎬ 错误ꎮ

Ｄ 选项ꎬ 现期倍数计算ꎬ 定位文字材料第二段 “ (２０１８ 年) 第二产业新登记市场主体

２４ ０１ 万户、 第三产业 ２０３ ７１ 万户”ꎬ 数据简单取整ꎬ 可得
２０４
２４

＝ ８ ５ 倍ꎬ 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９６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增长量计算中的已知现期量与基期量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ꎬ “三品一标” ２０１７ 年 ２５７０ 个ꎬ ２０１６ 年 ２５６１ 个ꎮ

第三步ꎬ 根据增长量 ＝ 现期量－基期量ꎬ 则 ２０１７ 年 “三品一标” 较上年增加 ２５７０ －

２５６１＝ ９ (个)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９７ 【答案】 Ｃ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增长量计算中的已知现期量与基期量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ꎬ “２０１７ 年农药使用总量为 ５ ８０ 万吨ꎬ ２０１６ 年 ６ １５ 万吨”ꎮ

第三步ꎬ 根据减少量 ＝基期量－现期量ꎬ 则 ２０１７ 年农药使用总量比 ２０１６ 年减少 ６ １５－

５ ８０＝ ０ ３５ (万吨)ꎮ

因此ꎬ 选择 Ｃ 选项ꎮ

９８ 【答案】 Ｂ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减少率计算ꎮ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 “２０１７ 年ꎬ 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为 １ ４７ 千克 /亩ꎬ ２０１５ 年

为 １ ５９ 千克 /亩ꎮ

第三步ꎬ ２０１７ 年低于 ２０１５ 年ꎬ 应为 “下降”ꎬ 排除 Ａ、 Ｃ 选项ꎮ 根据增长率 ＝

现期量－基期量
基期量

ꎬ 数据本身不大ꎬ 不再处理数据ꎮ 代入可得ꎬ ２０１７ 年ꎬ 我国单位耕地面积农

药使用量比 ２０１５ 年下降
１ ５９－１ ４７

１ ５９
＝ ０ １２
１ ５９

ꎬ 直除首位商 ７ꎮ

因此ꎬ 选择 Ｂ 选项ꎮ

９９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现期平均数计算中的单平均数计算ꎮ

７６



第二步ꎬ 定位表格中 “新增申报无公害农产品产地认定” 一行ꎮ

第三步ꎬ 解法一: 观察法ꎮ 观察表格ꎬ 四个年份中ꎬ 有 １ 个年份低于 ２２１ꎬ １ 个年份恰

好等于 ２２１ꎬ 其余 ２ 个年份均高于 ２２１ꎬ 且 ２０１４ 年远高于 ２２１ꎬ 故平均数必然高于 ２２１ꎬ 排除

Ａ、 Ｂ、 Ｃ 选项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解法二: 中间值法ꎮ 根据平均数 ＝ 总数
总个数

ꎬ 代入数据可得ꎬ ２３０ ＋
－９＋５－３６＋４０

４
＝ ２３０ ＋

０＝ ２３０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１００ 【答案】 Ｄ

【解析】 第一步ꎬ 本题考查综合分析问题ꎬ 且需选出不正确的一项ꎮ

第二步ꎬ Ａ 选项ꎬ 基期量计算ꎮ 定位文字材料第二段ꎬ “２０１７ 年ꎬ Ａ 省绿色食品 ７４５

个ꎬ 新增绿色食品 ３３ 个”ꎬ 根据基期量＝现期量－增长量ꎬ 则 ２０１６ 年 Ａ 省绿色食品 ７４５－３３＝

７１２ (个)ꎬ 正确ꎮ

Ｂ 选项ꎬ 现期倍数计算ꎮ 定位表格ꎬ “２０１７ 年ꎬ Ａ 省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积 １０５０ 万

亩ꎬ ２０１４ 年 ３３２ 万亩”ꎬ １０５０
３３２

ꎬ 直除首位商 ３ꎬ 约为 ３ 倍多ꎬ 正确ꎮ

Ｃ 选项ꎬ 读数比较ꎮ 定位表格中 “单位耕地面积农药使用量” 一行ꎬ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 年分

别为 １ ６６、 １ ５９、 １ ５６、 １ ４７ 千克 /亩ꎬ 逐年下降ꎬ 正确ꎮ

Ｄ 选项ꎬ 现期平均数计算ꎮ 定位文字材料第二段ꎬ “２０１７ 年ꎬ Ａ 省无公害农产品种植面

积总计达 １０５０ 万亩ꎬ 生产总量 ９７０ 多万吨”ꎮ 根据平均数＝ 总数
总个数

ꎬ 代入数据可得ꎬ 亩产量

约为
９７０
１０５０

<１ (吨)ꎬ 错误ꎮ

因此ꎬ 选择 Ｄ 选项ꎮ

８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