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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5_AC_E5_c26_24995.htm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全

真模拟试卷(二) 说 明 这项测验共有五个部分，135道题，总

时限为120分钟。各部分不分别计时，但都给出了参考时限，

供你参考以分配时间。 请在机读答题卡上严格按照要求填写

好自己的姓名、报考部门，涂写准考证号。 请仔细阅读下面

的注意事项，这对你获得成功非常重要： 1．题目应在答题

卡上作答，不要在试题本上作任何记号。 2．监考人员宣布

考试开始时，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

束时，你应立即放下铅笔，将试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

在桌上，然后离开。 如果你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要求，都将

影响你的成绩。 4．在这项测验中，可能有一些试题较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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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试题答错不倒扣分。 6．特别提醒你注意

，涂写答案时一定要认准题号。严禁折叠答题卡! 停!请不要

往下翻!听候监老师的提示。否则，会影响你的成绩。 第一部

分言语理解与表达 (共30题，参考时限30分钟) 每道题包含一

段文字或一个句子，后面是一个不完整的陈述，要求你从四

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来完成陈述。注意：答案可能是完成对所

给文字主要意思的提要。也可能是满足陈述中其他方面的要

求。你的选择应与所提要求最相符合。 【例题】钢铁被用来

建造桥梁、摩天大楼、地铁、轮船、铁路和汽车等，被用来



制造几乎所有的机械，还被用来制造包括农民的长柄大镰刀

和妇女的缝衣针在内的成千上万的小物品。 这段话主要支持

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A．钢铁具有许多不同的用途 B．钢

铁是所有金属中最坚固的 C．钢铁是一种反映物质生活水平

的金属 D．钢铁是惟一用于建造摩天大楼和桥梁的物质 解答

：A 请开始答题：1．中国古代无论是奴隶制还是封建制，都

受到宗法制度和宗法精神的强烈影响。它不仅是宗教凝聚力

的一种保障，而且是王权的重要支柱。君权、地方行政权都

渗透了宗法父权的因素。这是封建专制制度得以长期牢固统

治的条件之一。在国家的立法中，不仅确认了有关封建宗法

制度的大量内容，而且承认宗法家规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是国法的重要补充。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 A．宗法制度强烈地影响着中国古代的政治、立法以及司

法，甚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B．宗法制度成为中国古代专

制统治的坚强基础 C．中国古代社会，宗法精神无处不在，

渗透于整个社会生活 D．宗法制度被中国古代国家立法所确

认并成为国家立法的补充2．中国改革走的是“创新改革制度

型社会转型”。所谓“创新改革”指的是中国从改革之初，

就对现代制度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同时充分尊重中国的

传统制度，肯定、发扬传统制度中的合理内核，明确地提出

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目标模式。 对上文理

解不妥的一项是( )。 A．中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设有中国

特色的社会主义 B．中国没有照搬现代制度的教条全盘西化

C．中国立足于中国传统制度，吸收现代制度的精神，实现

社会转型 D．创新改革制度型就是发扬传统制度中的合理内

核，毫不留情地批判现代制度3．事实上，目前所有的整形手



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移植，而在于麻醉。伊法莲诊所强调，

很多整形外科因为贪图方便，将麻醉这种重要手续简化，没

有请专业的麻醉师处理，对病患者来说是相当危险的事情。 

这段话的观点是( )。 A．很多整形外科贪图方便，将麻醉这

种重要的手续简化 B．整形手术最大的危险不在于麻醉 C．

麻醉容易给整形手术带来危险 D．整形手术中最大的危险是

麻醉4．因劳动者本人原因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用人

单位按照劳动合同的约定要求其赔偿经济损失。经济损失的

赔偿，可从劳动者本人的工资中扣除。但每月扣除的部分不

得超过劳动者当月工资的20％。若扣除后的剩余工资部分低

于当地月最低工资标准，则按最低工资标准支付。 这段话主

要支持这样一个观点( )。 A．劳动者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损

失应无条件赔偿 B．为避免赔偿，劳动者应尽量不与用人单

位签劳动合同 C．若某员工当月工资是400元，则最多可扣

除320元 D．即使员工给用人单位造成巨大损失，仍应保证其

工资不低于当地月工资最低标准5．用人单位对求职学生精神

方面的重视程度，在此次调查中表现得很突出。其中责任意

识(77．8％)、敬业精神(71．3％)和团队合作精神(69．4％)在

用人单位非常重视的各项指标中位居前三名。而调查中，没

有一家单位表示对学生的精神状态包括思想道德修养和主观

能动性方面不重视或不太重视。可见工作中的主观态度和合

作精神等“软素质”，正成为考量一名毕业生的核心指标。 

对这段话理解正确的是( )。 A．用人单位对学生的精神状态

包括思想道德修养重视过头了 B．毕业生应该加强对责任意

识、敬业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 C．“软素质”正成为

考量一名毕业生的最重要的指标 D．用人单位对求职学生的



“软素质”的重视程度超过了“硬素质”6．中国企业要获得

竞争优势，需要的不仅仅是低价策略和对错综复杂的分销渠

道的掌控，它们还需要利用品牌领导力和价格准则来获取足

够的利润，像世界上许多基业常青的领导企业那样，在研究

开发和营销创新上进行投入。 这段话主要说明( )。 A．中国

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 B．世界上基业常青的企业发展经

验 C．中国企业需要在研究开发和营销创新上进行投入 D．

中国企业需要利用品牌领导力和价格准则来获取足够的利润7

．通过企业集团来滥用“有限责任”，是现代西方经济中“

软预算约束”的一个突出表现。俄国金融大亨用“金字塔控

股结构”来掠夺子公司财产，也是同样的逻辑。 下列说法不

符合原文的一项是( )。 A．“有限责任”、“软预算约束”

、“金字塔控股结构”的逻辑都是一样的 B．掠夺子公司财

产是目的所在 C．“软预算约束”也就是通过企业集团来滥

用“有限责任”这一种表现形式的核心思想 D．“金字塔控

股结构”与通过企业集团来滥用“有限责任”的目的是一样

的，但逻辑不相同8．初唐的人们探究梁、陈、北齐的祸乱之

源，往往归咎于淫靡的文风，并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文风，以

适应唐代大一统的政治局面，这无疑对初唐文坛的建设起到

了推动作用。但以文风不振作为亡国之因，毕竟本末倒置。 

上面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A．唐代大一

统的政治局面需要建立一种新的文风 B．把文风不振作为封

建王朝的亡国之因是错误的 C．把文风不振作为亡国之因有

利于文坛的建设 D．把文风不振作为亡国之因虽不科学，但

起到了积极的作用9．冰冰是英国人，自小在中国长大，回国

时几乎不懂英文。上了一个月的课后，她感到其他的功课都



很容易，只是英文仍然是几乎听不懂。此后，她每次下课后

，都主动要求老师给她讲解不明白的或者是没听清楚的地方

。两个月以后．老师发现冰冰的进步像风一样快。她每次上

课几乎都可以用纯粹的流利的英语来表达。等到第二学期，

她竟然能以英文写文章，不但字句通顺，而且描写得非常生

动。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A．冰冰刻苦学

习英文的过程和刻苦学习的重要性 B．冰冰是个聪明伶俐的

孩子，学习能力较强 C．冰冰既聪明又好学，只用一个学期

就由一个不懂英文的基础上升到能写出通顺且生动的英文文

章的水平 D．冰冰的英语学习潜力很大 10．马克思恩格斯指

出：“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

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

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

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

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人类的精神生产不

是纯粹与物质无关的活动，精神文明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物质

条件，这些物质条件正是物质文明提供的。 最能准确复述这

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A．物质文明为精神文明提供物质条

件 B．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 C．物质生产

决定精神生产 D．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

动11．一种哲学的重大发展不在于或者说主要不在于它对已

有的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新的说明，而在于面对时代的要求

，它改变了自己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它面对时代的新发展

提出了新问题，凝结出新的范畴和新的理论。 这段话的主要

意思是( )。 A．哲学所以能对时代发展有所促进，在于它提

出了新问题，凝结出新的范畴和理论 B．哲学与它所面对的



时代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总要对时代的新发展提出新问题 C

．哲学上的重大发展，在于它面对时代要求改变了自己提出

问题的方式 D．哲学的重大发展不在于它对已有问题的新解

释，而在于它用新的方法解决问题12．古人把盘山分为上中

下三盘，称为三盘盛境。自来峰一带为上盘，劲松苍翠，蟠

曲翳天，是为松盛；古中盘一带为中盘，嶙峋嵯峨，千奇百

怪，是为石盛；晾甲石一带为下盘，万泉响涧，泻玉喷珠，

是为水盛。真可谓“松风水韵，潭影岚光”。 这段话所要表

达的主旨是( )。 A．盘山名字的由来 B．介绍盘山的三盘 C．

盘山风景秀丽，松、石、水各具风韵 D．古人对盘山盛境的

喜爱13．社会主义应当有高度的民主、完备的法制和安定的

社会环境。在初级阶段，不安定因素甚多，因此维护安定团

结尤为重要。必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但同时人民民主

专政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既因为封建主义

影响很深而有特殊的迫切性，又因为受到历史的、社会的条

件限制，而只能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

话主要意思的是( )。 A．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

民主政治 B．要大力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C．必须努力

建设民主政治，促进安定团结 D．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

政治 14．与生人交谈，可以使大脑得到锻炼。经常说话，尤

其在生人面前说话，总要尽量说得准确、鲜明、生动些，这

就可以锻炼大脑的思维能力。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体会：当自

己与生人交谈时，思维变得敏捷起来，某些原来没想到的内

容，会出现在脑海里。有些发明家就是在与生人交谈中受到

启发，产生灵感，因而有所发明创造的。为了提高工作能力

，我们应当经常与生人交谈。 这段文字提出的主要论点是( )



。 A．与生人交谈，可以使大脑得到锻炼 B．经常说话，可

以锻炼大脑的思维能力 C．与生人交谈时，思维可以变得敏

捷 D．为了提高工作能力，我们应当经常与生人交谈 参考答

案及解析(二) 第一部分 言语理解与表达 1．B 【解析】A、C

两项都超出题干所论述的范围，属扩张性概括；D项表述不

全面，而且不是本段文章的中心论点；B项中中国的专制统治

主要就是表现在君权、行政权、家庭权上，它们都渗透着宗

法制度，故选B项。 2．D 【解析】文段中说对现代制度采取

“分析批判”的态度，而不是D项中“毫不留情地批判”，

故选D项。 3．D 【解析】文段是总分结构，第一句为本段的

中心。答案为D。 4．D 【解析】文段后两条所言都是赔偿条

件，故A项不正确；B项无法从文段得知；c项应为最多可扣

除80元。D项为正确答案。 5．B 【解析】文段主要意思就是

强调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团队合作精神等)对毕业生

的重要性。B项最为准确。 6．A 【解析】这段话重点在探讨

中国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途径，即“利用品牌领导力和价格

准则来获取足够的利润”，“在研究开发和营销创新上进行

投入”，故正确答案为A，而其他项均不能全面而准确地表

达这一意思：故应排除掉。 7．D 【解析】俄国金融大亨用“

金字塔控股结构”来掠夺子公司财产与通过企业集团滥用“

有限责任”是同样的逻辑，所以D是不符合原文的。 8．D 【

解析】片段的第一句即表明了其观点，即初唐的人们将淫靡

的文风视为亡国之因，对初唐文坛的建设起到了推动作用。

第二句则委婉的指出这个认识是不科学的。故选D。 9．C 【

解析】上述这段话主要通过冰冰刻苦学习英文的过程，反映

出冰冰既聪明又好学。虽然选项A、B、D都是事实，但是并



非题目要求的最佳答案。A项的“刻苦学习的重要性”也不

具体。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 10．A 【解析】这段话主要

讲的是物质文明的问题。引号里面的话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

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并由此得

出结论：物质文明给精神文明提供一定的物质条件。再分析

四个选项可知，选项B、D都是对引号中的话的总结，过于片

面。选项c原文中没有提到，只有选项A涵盖了原文的内容，

故正确答案为A。 11．C 【解析】片段中指出哲学的重大发

展不在于它对已有的问题给出新的解释、新的说明，而在于

面对时代的要求，改变了自己提出哲学问题的方式。故答案

为c。 12．C 【解析】这是一道归纳主旨的言语理解题。这段

话分别描写了盘山三盘各自的迷人风景，上盘为松盛；中盘

为石盛；下盘为水盛；因此盘山之所以是“盛境”主要是指

盘山的松、石、水各具风韵。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C。

13．A 【解析】原文第一句提出社会主义应该有安定的社会

环境，第二句话主要讲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维护安定团结最

重要，第三句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安定团结，

有秩序、有步骤地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B项“安定团

结”的局面只能维护，不能发展。同时，“安定团结”不是

目的，而是前提，故C项错误。D项不是原文的主要内容。故

正确答案为A。 14．A 【解析】这是一道归纳主要观点的言

语理解题。这段话的主题句就是第一句话，即“与生人交谈

，可以使大脑得到锻炼”，后面的一句话都是该论点的论据

。而最后一句话是基于这一中心论点，得出结论，我们“应

该怎么做”。故本题选A。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