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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 2020 年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事业单位考试模拟卷

《综合知识与写作》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选题

1.【答案】D。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发展必须是

科学发展，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故本题选 D。

2.【答案】B。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

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故本题

选 B。

3.【答案】D。解析：“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

从严治党。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大战略目标，居于引领地位。故本题选 D。

4.【答案】A。解析：2020 年 1 月，教育部官网发布《关于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

工作的意见》，自 2020 年起，不再组织开展高校自主招生工作，在部分高校开展“强基计划”。故本

题选 A。

5.【答案】B。解析：自 2020 年 1 月 1日零时起，长江流域的 332 个自然保护区和水产种质资源保

护区全面禁止生产性捕捞。长江流域各地的重点水域也将相继进入为期 10 年的常年禁捕时期。故本题

选 B。

6.【答案】B。解析：A项错误，动脉将血液从心脏送往身体各处，静脉将血液从身体各处送回心脏。

B项正确，生长激素由脑垂体分泌，主要调节生长、血压和水平衡等生理过程。C 项错误，正常情况下，

成人骨髓造血只限于红骨髓，但在异常情况下要求造血增加时，已无造血功能的黄骨髓能恢复造血功能。

D项错误，人体内胰岛素分泌不足时，细胞吸收和利用血糖的能力就会减弱，从而导致血糖浓度超过正

常水平，一部分血糖会随着尿液排出体外，形成糖尿，即人体患糖尿病。故本题选 B。

7.【答案】A。解析：《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

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其最核心部分是本纪、世家、列传。

故本题选 A。

8.【答案】C。解析：“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出自宋代王安石的《元日》。屠苏，

酒名，古代汉族人民于农历正月初一饮屠苏酒以避瘟疫。故本题选 C。

9.【答案】D。解析：按感应开启的方式，感应玻璃门分为：微波感应玻璃门、手感应玻璃门、红

外感应玻璃门、脚踏感应玻璃门等。所有温度高于绝对零度的物质都可以产生红外线，红外感应玻璃门

的原理就是利用红外探测器探测到热量的变化而改变感应器的电压输出，从而作出反应。故本题选 D。

10.【答案】C。解析：“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描述的是黄河奔流不息的壮丽

景象。黄河发源于青海省青藏高原的巴颜喀拉山，呈“几”字形，自西向东分别流经青海、四川、甘肃、

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及山东 9 个省（自治区），最后流入渤海。故本题选 C。

11.【答案】B。解析：绝大多数星星是恒星，虽然其体积很大，但距离地球过于遥远，因此是点光

源，其发出的光受到大气的折射后，就会有时能看到，有时看不到，因此会一闪一闪的。故本题选 B。

12.【答案】D。解析：中国政府设立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大政

策性银行。中国银行属于商业银行，而不是政策性银行。故本题选 D。

13.【答案】A。解析：《物权法》第 96 条规定，共有人按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

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共有房屋致人损害，应由共有人承担

连带责任。故本题选 A。

14.【答案】D。解析：A 项正确，东北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是我国三大平原。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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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平原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平原。B 项正确，华北平原的主要河流包括黄河、海河、淮河等。C 项正确，

长江中下游平原由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鄱阳湖平原、长江三角洲平原等部分组成，位于湖北、湖南、

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上海等省市，岳阳楼位于湖南，黄鹤楼位于湖北。D 项错误，东北平原土地

肥沃，是全球仅有的三大黑土区域之一，东北四省（区）粮食产量占中国总产量的三分之一，是中国重

要的粮食、大豆、畜牧业生产基地。故本题选 D。

15.【答案】B。解析：A 项错误，“不雕不琢年当服政，有为有守学到知非”常用于五十岁祝寿。B

项正确，“花甲”指六十岁，“诲人无倦”指不知疲倦地从事教书育人工作，该对联适合送给六十岁生

日的教师。C 项错误，“古稀”指七十岁，该对联适合用作七十岁祝寿。D 项错误，“千古文章功参麟

笔，两朝开济庆洽羲爻”是吴可读赠与左宗棠六十四岁生日的贺寿对联。因此 B 项最合适。故本题选 B。

16.【答案】A。解析：A 项正确，组织控制能力指政府依据法律和法规，适应社会环境的变迁和公

众意愿的改变，对政府及其官员的行为有效规范性约束的能力。B 项错误，行政管理能力是指运用国家

权力对社会事务以及自身内部的一种管理活动的能力，也可以泛指一切企业、事业单位的行政事务管理

工作的能力。C 项错误，社会服务能力是指在教育、医疗健康、养老、托育、家政、文化和旅游、体育

等社会领域，为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需求的能力。D 项错误，公共政策能力是指国家通过对资源

的战略性运用，以协调经济社会活动及相互关系的一系列政策的能力。故本题选 A。

17.【答案】B。解析：A 项正确，维生素是维持身体健康所必需的一类有机化合物，这类物质由于

体内不能合成或合成量不足，所以虽然需要量很少，但必须经常由食物供给。B项错误，维生素 K 的主

要作用是促进血液凝固、参与骨骼代谢。C项正确，水溶性维生素是指能在水中溶解的一组维生素，主

要包括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和维生素 C等；脂溶性维生素是指不溶于水而溶于脂肪及有机溶剂的维生

素，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K。D 项正确，食物中的维生素 C 主要存在于新鲜的蔬

菜、水果中。水果中新枣、橘子、山楂、柠檬、猕猴桃、西红柿和刺梨等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蔬菜中

绿叶蔬菜、辣椒、番茄、大白菜等维生素 C 含量较高。故本题选 B。

18.【答案】B。解析：B 项错误，月球运动到太阳和地球中间，如果三者正好处在一条直线上，月

球就会挡住太阳射向地球的光，月球身后的黑影正好落到地球上，这时就发生日食现象，其原理是光沿

直线传播。故本题选 B。

19.【答案】A。解析：机翼受载飞行中，作用在机翼上的主要载荷是空气动力。它可分解为升力和

阻力。如果机翼长、厚，所产生的阻力就特别大。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速度越快，产生的升力就越大，

因此又短又薄的机翼产生的升力是够用的，所以在高速飞行的情况下，机翼做得越短越好。故本题选 A。

20.【答案】B。解析：多媒体技术的基本特征是有处理文字、声音、图像的能力。故本题选 B。

21.【答案】C。解析：由“程序的设定、冰冷冷的态度、绕圈圈的回应”可知，不少用户对智能客

服的态度还是不满意的。“敷衍了事”指办事马马虎虎，只求应付过去就算完事，未体现用户对智能客

服的态度，不符合语意，排除 A 项。“额手相庆”指把手放在额上，表示庆幸，显然与文意相悖，排除

B项。“敬而远之”指表面上表示尊敬，实际上不愿接近，表现了用户因为智能客服冰冷冷的态度、绕

圈圈的回应而不愿接近其的态度，符合语意。“细大不捐”指小的大的都不抛弃，形容包罗一切，没有

选择，不符合语意，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C。

22.【答案】D。解析：辨析四个成语的意思：“朝三暮四”和“狙公赋茅”均比喻常常变卦，反复

无常，“见异思迁”指意志不坚定，喜爱不专一，“朝令夕改”形容政令多变。文段讲招商引资必须由

法律铺路，由后文“动辄被推翻”可知，此处强调政令多变，“朝令夕改”最符合语意，锁定 D项。故

本题选 D。

23.【答案】C。解析：先看第一空，“龃龉”比喻意见不合，相抵触，“争执”指各执己见，互不

相让，二者主体通常为人，无法与“中美贸易”搭配，排除 A、D 项。再看第二空，由后文“做点退让，

委屈才能求全”可知，此处强调中国应懂得让步，“调和”指和解，不对立，“妥协”指以让步的方式

避免冲突或争执，后者有“让步”的意思，更符合语意，排除 B 项。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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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答案】B。解析：辨析四个成语的意思：“急于求成”指想要马上实现，着重追求速度；“急

功近利”指急于求成，贪图眼前的成效和利益；“好高骛远”指不切实际地追求过高的目标；“粗制滥

造”指制作粗劣，不讲究质量，多形容产品。由前文“好唱旅游经济的戏”可知此处强调蹭热度的目的

是追求利益，“急功近利”最恰当。故本题选 B。

25.【答案】D。解析：先看第一空，“当仁不让”形容遇到该做的事情就主动去做，不推辞，此处

讲中国成为无现金化潮流的引领者，不符合语意，排除 A 项。再看第二空，文段讲移动支付技术开始进

入其他国家和地区，体现出移动支付范围上的扩大，则移动支付技术在国内应该相当“普及”，文段未

强调移动支付是否“先进”和“成熟”，排除 B、C 项。故本题选 D。

26.【答案】C。解析：先看第二空，“产生”的语义较轻，无法体现后文论述的对直播观众注意力

的影响，排除 B 项。再看第三空，“无济于事”指对事情没有什么帮助，此处讲虚假热点对直播观众的

吸引力的影响，并不是虚假热点对直播观众的注意力没有帮助，排除 D项；“江河日下”比喻情况一天

天地坏下去，“竭泽而渔”比喻取之不留余地，只图眼前利益，不作长远打算，此处强调若持续编造虚

假热点将会透支观众的注意力，相比之下，“竭泽而渔”更符合语意，排除 A 项。验证前两空，“青睐”

指用正眼相看，指喜爱或重视，符合语意；“炮制”泛指编造，“炮制热点”搭配恰当。故本题选 C。

27.【答案】B。解析：先看第一空，“后知后觉”指事情过后才反应过来，明显不符合语意，排除

A项；由后文“拿‘符合国家环保标准的装修板材’说事”可知，自如并不是“无动于衷”，排除 C 项。

再看第二空，“暗度陈仓”比喻暗中进行活动，前文“忙于公关”“高调表态”对应“明修栈道”，搭

配恰当，“暗箱操作”指利用职权暗地里做某事，文段未体现利用职权，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B。

28.【答案】C。解析：先看第三空，由“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呼吸，还能感觉身体某个器官的小疾

患在隐隐作痛”可知，“虚幻”不符合语意，排除 D项。再看第二空，“掉落”指落下，“坠落”指下

落、掉落，“殒落”指（星体或其他在高空运行的物体）从高空落下、坠灭，此处用流星的殒落比喻生

活的结束，“殒落”更符合语意，排除 A、B 项。验证第一空，“体味”指仔细体味，符合“独自”的

心境。故本题选 C。

29.【答案】C。解析：先看前面两空，“餐饮方式”和“背后的生活习惯、消费理念”具有递进关

系，“不管”引导的是条件复句，不符合语意，排除 A、D项。再比较 B、C 两项，关键在第二空和第三

空，“讲面子、好攀比的社会心态”作为外因用来补充说明，不能与“餐饮方式”和“背后的生活习惯、

消费理念”个人内在因素形成递进，“更”不恰当，排除 B 项。故本题选 C。

30.【答案】C。解析：先看第一空，“撕心裂肺”形容极度悲伤，“声嘶力竭”形容竭力呼喊，此

处讲主持人大声叫卖，营造出了一种夸张氛围，后者符合语意，排除 A、B 项。再看第三空，此处讲现

在的主播和过去电视购物的主持人没什么区别，由“抛开网络”“简直让人怀疑回到了过去”可知，“剥

离”符合语意，排除 D 项。故本题选 C。

31.【答案】C。解析：文段讲判断一个人是否没有自信，主要看他对别人的态度的敏感度，如果太

过“自尊”，则实际上是没有自信的表现，后文是对“这位学者”的行为进行分析。可见，文段主要说

明过度自尊实际上是没有自信，C项正确。B 项无中生有，A、D项不是文段论述的重点。故本题选 C。

32.【答案】D。解析：文段讲真实的科学研究并非丰富多彩，科学前进的每一小步都需要科研工作

者作出非常大的努力，需要他们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受得起失败。而在寻求创新而又尚未取得最

终突破的关键时期往往也是最难熬的，因此他们需要雪中送炭的帮助。可见，文段主要讲应该呵护科研

工作者的科学探索精神，D 项正确。A 项“让科学探索成为公众尤其是年轻人的追求”、C 项“离不开国

家的鼎立支持”文段均无从体现；B 项偏离文段论述重点，文段强调的是我们对科学家的态度和看法。

故本题选 D。

33.【答案】C。解析：文段讲外教乱象丛生的根源在于需求量大，因此，对家长进行宣传引导至关

重要，要让家长认识到对外教不能盲目追捧，需要理性选择。可见文段主要谈论的是家长对语言教育需

要树立怎样的观念，C 项正确。A 项仅是文段背景，用于引出家长应该怎样做的话题；B 项不是文段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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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D项文段未提及。故本题选 C。

34.【答案】C。解析：文段首先讲过去的谣言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谣言能造成“远比口耳相传时代更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即通过互联网技术谣言可以“井喷”式地传播

开来。由此可知，文段主要讲互联网信息时代助长谣言爆发式增长和无限传播。A项过度延伸，文段没

有体现对策性内容；B 项“广大民众”文段无提及；D 项“新的传播方式”表述过于宽泛，且“不断呈

现”表述有误。故本题选 C。

35.【答案】B。解析：文段首先提出“新媒体儿童”这个概念，并指出新媒体的使用越来越呈现低

龄化，许多儿童都将新媒体作为娱乐的玩具，日渐沉迷。针对此现象，国家网信办制定了相应的措施，

在各大平台上线“青少年模式”来推进青少年网络沉迷工作，让青少年观看健康有益的内容。可见文段

主要通过目前的现象和一系列措施来让“新媒体儿童”健康成长，B 项最适合作为文段标题。A 项仅为

文段中第一段的内容，C、D项仅为文段中第二段的内容。故本题选 B。

36.【答案】D。解析：文段讲信息加工是指将人脑看作类似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系统，这种类比是

机能性质或者说只是在行为水平上的，而不涉及生物细胞和电子原件的区别。“硬件”出现在文段末句，

由“换句话说”可知，末句是对前文的总结，可见“硬件”指代“生物细胞和电子元件”，D 项正确。A、

B项均指“软件”，C 项“物质构成”说法过于宽泛，不如 D 项具体。故本题选 D。

37.【答案】C。解析：文段首先讲过去的谣言主要通过口耳相传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谣言能造成“远比口耳相传时代更大的社会轰动效应”，即通过互联网技术谣言可以“井喷”式地传播

开来。由此可知，文段主要讲互联网信息时代助长谣言爆发式增长和无限传播。A项过度延伸，文段没

有体现对策性内容；B 项“广大民众”文段无提及；D 项“新的传播方式”表述过于宽泛，且“不断呈

现”表述有误。故本题选 C。

38.【答案】A。解析：观察选项，可先判断首句。③讲古代中国在技术上领先是因为偶然性发明远

多于欧洲，⑤讲人类社会科技进步靠大众在生产实践中偶然发现，按照逻辑顺序，应先总体讲人类社会

科技进步的原因，再进一步讲中国科技领先的原因，因此⑤应在③之前，⑤更适合作为首句，排除 B、D

项。通读其余句子，③强调了偶然的作用，即偶然性发明使古代中国在技术上一直领先欧洲，②表示建

立科学实验制度后，偶然的作用开始让位于必然，按照逻辑顺序，应先强调偶然的作用，再讲随着发展，

偶然的作用正在逐渐减弱，因此③应在②之前，排除 C项。验证 A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A。

39.【答案】D。解析：观察选项，判断首句。③有转折词“但是”，不宜作为首句，排除 C 项。通

读 5 个句子，③通过“但是”转折，讲述经济政策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负面影响，⑤讲述政府通过手

段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③应紧跟⑤后，排除 B 项。①②④都是负面影响的具体体现，⑤无法

与之承接，排除 A 项。验证 D 项，符合语句逻辑关系。故本题选 D。

40.【答案】B。解析：观察选项，可先确定首句。⑤提到“中国”，引出“法治”的话题，①中的

“我们”代指⑤的“中国”，因此⑤应在①之前，且⑤为首句，排除 A、C 项。通读 6 个句子可知，①

提到“法律武器”，③⑤均提到“法治”，三者话题一致，应紧邻，排除 D项。验证 B 项，符合语句逻

辑关系。故本题选 B。

41.【答案】A。解析：女生共有 100× 人，根据“这个人为考试合格的女生的概率最少”

可知当女生合格的人数最少时成立，合格的女生最少为 60-（100-70）=30 人，因此这个人为考试合格

的女生的概率最少为 。故本题选 A。

42.【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基础经济问题。第一步：审阅题干。本题较为简单，根据“日销量

将上涨 15%”可赋值销量为具体数值辅助解题。第二步：根据题意，可赋值原本销量为 10 个，则降价前

单日利润为（292-200）×10=920 元；降价后的单个产品利润为 920÷[10×（1+15%）]=80 元，则成本

为 268-80=188 元，降幅为（200-188）÷200=6%。故本题选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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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答案】D。解析：本题出现“后 4 位数字为奇数、相邻数字不同、多少种可能”，可知为基础

排列组合问题。0～9中共有 5个奇数，最后一个数字为 1，且后 4个数字中相邻数字不相同，则倒数第

二个数字只有 4种可能，倒数第三个数字有 4 种可能，倒数第四个数也有 4种可能。因此共有 4×4×4=64

种可能。故本题选 D。

44.【答案】B。解析：设王某准时到校需要 x分钟，根据题意可列方程：300×（x-2）=200×（x+7），

解得 x=20，则王某家到学校的距离为 300×（20-2）=5400 米。故本题选 B。

45.【答案】B。解析：根据题意可知，共有 148-10=138 票。考虑最不利的情况，所有的票都只投

给了其中 5 名候选人，138÷5=27.6，因此小君至少需要获得 28 票才能确保当选。故本题选 B。

46.【答案】B。解析：乙杯第一次倒入到甲杯中溶质有 100×21%=21 克。乙杯加入 200 克水后，浓

度变为 =14%，此时倒入甲杯中的溶质有 300×14%=42 克。综上，最后甲烧杯中的浓度为

=16.875%。故本题选 B。

47.【答案】D。解析：父亲节是周日，8 月 1 日与父亲节相差 30-17+31+1=45 天，45÷7=6……3，

因此 8 月 1 日是父亲节后的第 7 周的周三，为单休。9 月 1 日与父亲节相差 30-17+31+31+1=76 天，76

÷7=10……6，因此 9 月 1 日是父亲节后的第 11 周的周六，为单休。10 月 12 日与父亲节相差

30-17+31+31+30+12=117 天，117÷7=16……5，因此 10 月 12 日是父亲节后的第 17 周的周五，为单休。

11 月 12 日与父亲节相差 30-17+31+31+30+31+12=148 天，148÷7=21……1，因此 11 月 12 日是父亲节后

的第 22 周的周一，为双休。故本题选 D。

48.【答案】C。解析：本题较为简单，可直接运用方程解题。设乙车间每天的生产效率为 2x，则甲

车间每天的生产效率为 3x，根据题干可列方程： - =10，解得 x=20，即乙车间每天生产 40 件，

甲车间每天生产 60 件。综上，甲、乙两个车间合作生产 3000 件产品所需时间为 =30 天。故本题

选 C。

49.【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立体几何问题。第一步：审阅题干。每个小正方体每个表面的面积

相同，则物体甲与物体乙的表面积之比即为两个物体六个面上的小正方形数量之比。第二步：根据图形

解题。物体甲表面有 4×4+2=18 个小正方形，物体乙表面有 4×4=16 个小正方形，因此二者表面积之比

为 18:16=9:8。故本题选 D。

50.【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一次相遇追及问题。第一步：审阅题干。一次相遇问题，时间相同，

知道两者的速度，则可通过速度比=路程比分析。第二步：根据题意可知，速度比为 60:48=5:4，因此相

遇时，两者的路程比为 5:4，甲车比乙车多行驶 1份路程，如下图所示：

相遇地点距离中点 48 千米，则 1 份路程为 48×2=96 千米。全程有 9份路程，则两地相距 96×9=864

千米。故本题选 D。

51.【答案】A。解析：第一组图形中第一个图形含有两个三角形，第二个图形含有一个三角形，第

三个图形含有三个三角形。因此第三个图形三角形个数=第一个图形三角形个数+第二个图形三角形个

数。第二组图形遵循此规则，则问号处图形应含有两个三角形。观察选项，只有 A项符合。故本题选 A。

52.【答案】A。解析：题干第一组图形中，前两行黑色方块依次向左移动一格，第三行黑色方块依

次向右移动一格。第二组图形中，前两列黑色方块依次向下移动一格，第三列黑色方块依次向上移动一

格，则问号处图形应为 A 项图形。故本题选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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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属性类规律。第一步：观察图形。题干各图形均为轴对称图形，可

考虑图形对称性。题干每行第一个图形对称轴均为横向，第二个图形对称轴有横向和竖向的，第三个图

形对称轴均为竖向，则问号处图形对称轴应为竖向。第二步：分析选项，确定答案。A项：对称轴为横

向，排除。B 项：对称轴为竖向，当选。C项：对称轴有横向和竖向的，排除。D 项：对称轴为横向，排

除。故本题选 B。

54.【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标记类规律。第一步：观察图形。题干中出现标记元素，考虑标记

类规律。第二步：分析图形。观察发现，①⑤⑥三个图形中的小圆圈既分布在图形的中心，也分布在图

形的外围区域，②③④三个图形中的小圆圈只分布在图形的外围区域。故本题选 D。

5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空间类规律。第一步：观察图形。题干为展开图，选项都为六面体，

因此考查折叠与展开图关系。第二步：分析选项，确定答案。A项：顶面和正面应为相对面，排除。B

项：三个面的位置关系正确，当选。C 项：题干展开图中梯形长底边对着的应该是空白面，排除。D 项：

正面和右面应为相对面，排除。故本题选 B。

56.【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法律类。第一步：分析定义要点。“传媒接近权”的定义要点：①

普通公民或社会组织；②公开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情感使用各种媒介手段与方式；③

不受任何他人或组织非法限制或侵犯的权利。第二步：分析选项，确定答案。A 项：“召开新闻发布会”

不属于媒介手段与方式，不符合②，当选。B项：“企业”属于社会组织，符合①，“在电视上播出产

品广告”符合②③，排除。C项：“某学者”属于普通公民，符合①，“在杂志上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

符合②③，排除。D 项：“某人”属于普通公民，符合①，“在报纸上刊登寻找失物的酬谢广告”符合

②③，排除。故本题选 A。

57.【答案】C。解析：“路怒症”的定义要点是“在交通阻塞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

情绪”。A 项小朱在堵车的时候，一时生气撞上出租车，是在交通阻塞情况下开车挫折所导致的愤怒行

为，符合定义，排除。B 项小芳因为堵车而说脏话，是在交通阻塞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

情绪，符合定义，排除。C 项小刘撞到指示牌，是因为拐弯不及时，与交通阻塞以及情绪无关，不符合

定义，当选。D 项小彭在避让了几个横穿马路的行人后故意闯红灯，是在交通阻塞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

折所导致的愤怒行为，符合定义，排除。故本题选 C。

58.【答案】D。解析：“风险投资”的定义要点是“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

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A项“炒房”、B项购买养老保险、C项投资股票和基金均不是投资新兴

企业，不符合定义要点，均排除。D 项“投资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某新兴互联网平台”是投入到新兴的、

迅速发展的、具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符合定义要点。故本题选 D。

59.【答案】D。解析：“函”的定义要点是“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

批准和答复审批事项时所使用的公文”。A项杭州市民政局与南京市公安局是不相隶属的机关，符合定

义，排除。B项国务院办公厅和浙江省人民政府是不相隶属的机关，符合定义，排除。C 项宁波市水利

局和温州市水利局是不相隶属的机关，符合定义，排除。D项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人大提请审议《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是向国家议事机关提出的议事原案，属于议案，不符合定义，当选。故

本题选 D。

60.【答案】B。解析：“消极自由”的定义要点是“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A、C、D三项均

不是“不让别人妨碍自己的选择”的自由，不符合定义。B项“自主选择”即别人不能干涉自己的选择，

符合定义。故本题选 B。

61.【答案】D。解析：考场的作用是提供考试的场所，考官是考试的主持者；D项讲堂的作用是提

供讲座的场所，讲师是讲座的主持者。A项会员是会议的参与者而非主持者，排除。B 项监狱用于监禁

犯人，排除。C项客人在酒店喝酒，排除。故本题选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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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答案】B。解析：以他人为镜子可以明得失，B项以法律为准绳可以辨是非。A 项以历史为镜

子可以知兴替，排除。C项国法和家规二者为并列关系，排除。D 项公仆需要清廉和克己奉公，排除。

故本题选 B。

63.【答案】C。解析：皎洁的月光构成偏正结构，C项啰嗦的语言构成偏正结构。A 项清晰和沉重

都是形容词，排除。B项活泼和可爱都是形容词，排除。D 项博学能修饰人但不能修饰才气，排除。故

本题选 C。

64.【答案】A。解析：选项逐一代入。A项考古研究的是遗迹，仿生学研究的是生物，前后关系一

致。B 项壁画是遗迹的一种，动物是仿生学的研究对象，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C项遗迹是一种痕迹，

仿生学是一门学科，但前后词语位置不同，排除。D项遗迹能够展现历史，雷达是仿生学的实践产物，

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故本题选 A。

65.【答案】D。解析：选项逐一代入。A项棕熊有自己的本能，迁徙是鸟类的习性，前后关系不一

致，排除。B项棕熊可以繁殖，鱼类与迁徙无明显联系，前后关系不一致，排除。C项棕熊是一种动物，

迁徙是一种习性，但前后词语位置不同，排除。D项冬眠是棕熊的习性，迁徙是候鸟的习性，前后关系

一致，当选。故本题选 D。

66.【答案】A。解析：题干爸爸和妹妹的话语相互矛盾，则必有一真一假，由“四人中有两人说的

真话，两人说的假话”可知，哥哥和妈妈的话语也为一真一假。假设妈妈说的是真话，则哥哥说的也是

真话，与题干条件不符，因此妈妈说的是假话，哥哥说的是真话，礼物是妈妈准备的。由“礼物是妈妈

准备的”可知，爸爸说的是假话，妹妹说的是真话。故本题选 A。

6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加强类。第一步：分析题干论点论据。论点：手握闲置资金的人们

不将传统银行作为资金储存、增值的唯一去向，银行内大量的低成本资金由此发生大搬家，是传统银行

业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论据：大众使用互联网金融理财业务的意愿率已超过 11%。第二步：分析选项，

确定答案。A项：指出互联网金融的资金安全风险更高，削弱论点，排除。B 项：指出以往人们闲置资

金主要集中在传统银行中，则人们不将传统银行作为资金储存、增值的唯一去向会导致银行低成本资金

发生大搬家，从而使得传统银行业面临挑战，最能支持题干论点，当选。C项：人们有无其他储存闲置

资金的途径与题干论证无关，排除。D项：指出传统银行的服务水平更高，削弱论点，排除。故本题选 B。

68.【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解释类。第一步：分析题干，确定题型。本题为解释类题目。结论：

啤酒肚并非后天喝大量啤酒导致，而是遗传基因所致。第二步：分析选项，确定答案。A项：“腹部肌

肉状态良好”，说明没有啤酒肚，不能由题干结论解释，排除。B项：父母瘦弱但仍有啤酒肚，证明基

因影响不大，不能由题干结论解释，排除。C项：“腹部赘肉较多”，不确定是否为啤酒肚，而且也没

有提到遗传和喝酒的影响，不能由题干结论解释，排除。D项：没有喝酒但是家族肥胖，有啤酒肚，说

明是遗传的影响，可以由题干结论解释，当选。故本题选 D。

69.【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前提类。第一步：分析题干论点论据。论点：未通过红叶市消防大

队购置一辆新的消防车的申请。论据：消防大队所配置消防车的数量，必须和该消防大队的规模和综合

能力相配套，根据该消防大队现有的消防员和其他救火设施设备的规模和综合能力，现有的消防车已能

够满足使用。第二步：分析选项，确定答案。A 项：火灾数量与消防大队的规模和综合能力无关，排除。

B项：财政困难与消防大队的规模和综合能力无关，排除。C 项：如果该项不成立，即最近会有消防车

报废，则“现有的消防车已能够满足使用”的结论不成立，当选。D项：改变编制不是扩大消防大队规

模和综合能力的唯一方法，且与现阶段的需求无关，排除。故本题选 C。

70.【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三段论。如果补充 A 项或 D 项作为前提，所构成的三段论的两个前

提都是特称的，根据“从两个特称前提不能得出结论”的规则，A、D 项错误。如果补充 B 项作为前提，

则犯了“中项两次不周延”的错误。因此只有补充 C 项作为前提，才能与题干构成有效三段论。故本题

选 C。

71.【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增长量计算。第一步：查找相关材料。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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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材料，即 2019 年 1～10 月，江苏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 490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4%。第二步：根据

已知条件解题。2019 年 1～10 月江苏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加 ×13.4%≈ ×

= ≈576 万人次，C 项与之最接近。故本题选 C。

72.【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查找数据。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表格，即 2013～2018 年江苏 9

个民航机场中旅客吞吐量出现下降的机场有常州奔牛（2015 年）和淮安涟水（2015 年），其他机场均

逐年增加。因此旅客吞吐量逐年增加的机场个数有 9-2=7 个。故本题选 B。

73.【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简单计算。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文字材料，即 2019 年 1～10

月，江苏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 13.4%，增速比上海高 9.7 个百分点，比山东高 4.4 个百分点，

比福建高 8.7 个百分点，比江西高 6.9 个百分点。因此 2019 年 1～10 月，华东地区民航机场旅客吞吐

量同比增速最慢的省（市）是上海。故本题选 A。

74.【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年均增长率。第一步：查找相关材料。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表

格，即各项 2012 年和 2018 年数据。第二步：根据已知条件解题。 ，各项年份差都一

样，则直接比较各项 即可，南京禄口为 ≈2，南通兴东为 ≈7，扬州泰州为 ≈9，

盐城南洋为 ≈6，则年均增速最快的机场是扬州泰州。故本题选 C。

75.【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A项错误：根据材料只能知道安徽和华东地区民航机场

旅客吞吐量的同比增速，现期量未知，无法求出同比增量，无法进行比较，排除。B项正确：根据表格

最后一行可知，2018 年南京禄口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为 2858 万人次，江苏其他 8个民航机场之和为

721+333+277+252+238+182+152+152≈2300 万人＜2858 万人，当选。C项错误：根据文字材料可知，2019

年 1～10 月上海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速（13.4%-9.7%=3.7%）＜华东地区的同比增速

（13.4%-6.2%=7.2%），部分增长率小于整体增长率，则部分占整体的比重同比下降，排除。D 项错误：

根据表格可知，2013～2018 年常州奔牛民航机场旅客吞吐量年均增量为 = 万人次，连云

港白塔埠年均增量为 = 万人次，前者比后者多 -1＜2 倍，排除。故本题选 B。

76.【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现期比重。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第二段，即全省第一、二批 40

个示范片（含珠三角 6 市）竣工项目 1711 个，粤东西北 821 个，后者占前者的比重为 。

故本题选 B。

77.【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现期比重。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第五段，即第二批 391 个自然

村中，有 67.0%的自然村实现通自来水。则实现通自来水的有 个。故本题选 B。

78.【答案】D。解析：本题考查查找数据。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第四、五、六、七段，即村庄

环境卫生完成率为 95.2%，自来水建设完成率为 86.9%，村巷道硬底化建设完成率为 68.3%，群众参与共

谋共建情况成立理事会的占 99.7%。由此可知完成率最高的是群众参与共谋共建情况。故本题选 D。

79.【答案】A。解析：本题考查简单计算。第一步：查找相关材料。题干命题点的对应材料在第三、

四、五、七段，即各项在第一、二批示范片中的完成率。第二步：根据已知条件解题。A项村庄规划编

制完成率差距为 100%-79.5%=20.5%，B 项村庄环境卫生为 95.2%-79.3%=15.9%，C 项自来水建设为

86.9%-67%=19.9%，D 项群众参与共谋共建情况为 99.7%-98.2%=1.5%。由此可知完成率差距最大的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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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规划编制。故本题选 A。

80.【答案】C。解析：本题考查综合分析。A项正确：根据材料第二段可知，全省第一、二批 40

个示范区（含珠三角 6 市）启动建设项目中，粤东西北 1539 个，珠三角占 1154 个，前者大于后者，排

除。B项正确：根据材料第二段可知，全省第一、二批 40 个示范区（含珠三角 6 市）启动建设项目中，

粤东西北 1539 个，珠三角占 1154 个；竣工项目中，粤东西北占 821 个，珠三角占 890 个。根据

可知，粤东西北启动项目比珠三角多，竣工项目比珠三角少，则其竣工率必小于珠三

角，排除。C项错误：根据材料最后一段可知，第一、二批自然村数量与成立村民理事会的占比，则第

一批成立村民理事会的自然村个数为 375×99.7%=375-375×0.3%≈374 个，第二批成立村民理事会的自

然村个数为 391×98.2%=391-390×2%≈383 个，后者大于前者，当选。D项正确：根据材料第三段可知，

第一批示范片完成村庄规划编制的行政村个数为 64×100%=64 个，第二批示范片完成村庄规划编制的行

政村个数为 55 个，前者大于后者，排除。故本题选 C。

二、申论

（1）根据材料 1和材料 2，分析概括随着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发生了哪几方面的变化。（10 分）

要求：准确、具体、简明，条理清楚，不超过 150 字。

【参考答案】

变化：1.乡村主体方面，农村社会人口结构发生调整，从农村人口密集到村精英流失、外来人口增

加、基层干部岗位空缺，农民与土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发生转变。2.乡村治理对象方面，村务的内涵

与外延发生转变，从解决温饱问题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3.乡村治理体制方面，从政社合一

到实行“乡政村治”的治理新体制。（149 字）

（2）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

体系。请你结合材料，以及对这句话的思考，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30 分）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材料；

（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4）字数不少于 800 字。

【参考范文】

“三治”结合 推动乡村振兴

习总书记曾说：“乡村振兴既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必须坚定信心、咬定目标，苦干实

干、久久为功。”乡村有效治理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整个国家现代化的长远事。然而随着社会

的发展，乡村的转型与治理困境正困扰着乡村发展。为了落实乡村振兴攻略，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是重点

工作之一。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要坚持党政领导干部群众治理乡村的体制、道路，实现自治、法治、德

治，“三治”结合的农村治理体系。

自治——实现村民自治权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我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保证人民当

家作主，让广大群众能够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Y村的未来就是在村民自己的手中

做出了选择。村里通过大家的民主讨论一致决定关闭矿山，走上绿色发展道路，从而实现了农村富裕。

而 J 镇 D 村 P 村几年前，聚居区还有着“六乱”问题，邻里纠纷频发，村民公共意识薄弱。但通过提升

村民的自治意愿和能力，两个村已经不复原先的混乱现象，真正实现了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实在在实

现村民的基本权利，以满足人民对公平正义的合理需求。

法治——推进乡村法治建设。“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村委干部们知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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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用法，就能够带领村民提高法律素养。在村中也要开展法律宣传教育活动，提高农民法治素养，并

引导干部群众都能够知法、尊法、学法、守法和用法。“余村经验”建立了类似生态系统的乡村社会治

理体系，形成了村规民约等生态产品，依靠法治方式去解决问题。J 镇部分村民先后迁入集中居住区后，

把原来乱放、乱建的毛病也带到聚居地。村委就请镇上的城管队和派出所依法拆除了这些违法建筑。要

实现农村基层组织依法治理，完善乡村法治建设。

德治——提升乡村德治水平。我国古代就有“礼刑并用”“德主刑辅”“德本刑用”的指导思想，

德治不仅在国家治理上起重要作用，在乡村治理上也是同样适用的。J镇的 D村建设大型活动中心，包

括图书室、健身房、文创室、儿童之家等项目。而图书室藏书繁多，D村还以定期举办读书会的方式，

吸引村民阅读，培养村民的道德素养。为提升德治，农村可以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发挥道德榜样作用、

开展文明活动……通过方方面面，提高农民的德治水平，加强农村的道德素质。

要站在顶层设计的角度，在党的领导带领下，真正实现自治为基，法治为本，德治为先的农村治理

体系，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搭建起整体框架，为落实乡村振兴攻略做好基础！（998字）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01979497&ss_c=ssc.citiao.li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