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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国家都是因为法律秩序比较好。其实建立市场并不难，

一旦放开，人们受利益的驱使，市场很快就能形成，但是，

一个没有秩序的市场一旦形成，再来整治就非常困难了。 所

以( )。 A. 市场调节是“无形的手”，市场自发地处于稳定、

均衡的状态 B. 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高度重视法制建设

C. 市场经济的优越之处就在于它能使人们受利益驱使，因而

能调动人的积极性 D. 市场只有依靠法制才能形成 2.过去人们

都认为知识就是力量，大多数教师都传授具体知识。教师教

、学生听，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新的教育观念认为：学生

必须掌握独立探索的方法，获得不断深造的能力，具有与集

体合作的品质，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的社交能力，具备自如

表达思想的能力等等。 这意味着( )。 A. 旧的传统教育观念不

教授学习方法 B. 知识本身没有多大的力量 C. 掌握方法比掌握

知识更重要 D. 新旧两种教育观念是互相矛盾，互不相容的 3.

田径场上正在进行100米决赛。参加决赛的是A、B、C、D、E

、F六个人。关于谁会得冠军，看台上甲、乙、丙谈了自己的

看法。 乙认为，冠军不是A就是B。 丙坚信，冠军绝不是C。 

甲则认为，D、F都不可能取得冠军。 比赛结束后，人们发现

他们三个中只有一个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请问谁是100米赛冠

军？() A. A B. B C. C D. E 4.小说离不开现实生活，没有深入体

验生活的人是不可能写出优秀作品的。 因此( )。 A. 诗人、小

说家不可能年轻 B. 创作小说都是老人们的事 C. 要创作小说必



须有足够的生活经验 D. 作小说要靠运气 5.羌特勒是一种野生

的蘑菇，生长在能为它提供所需糖分的寄主树木例如道格拉

斯冷杉下面。反过来，羌特勒在地下的根茎细丝可以分解这

些糖分，并为其寄主提供养分和水分。正是因为这种互惠的

关系，采割道格拉斯冷杉下面生长的羌特勒会给这种树木造

成严重的伤害。 下面哪一个如果正确，对上面的结论提出了

最强有力的质疑?() A. 近年来，野生蘑菇的采割数量一直在增

加 B. 羌特勒不仅生长在道格拉斯冷杉树下，也生长在其他寄

主树木下面 C. 许多种野生蘑菇只能在森林里找到，它们不能

轻易在别处被种植 D. 对野生蘑菇的采割激发了这些蘑菇将来

的生长 6.一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商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发动机，

其所具备的安全性能是早期型号的发动机所缺乏的，而早期

模型仍然在生产。在这两种型号的发动机同时被销售的第一

年，早期的型号的销量超过了新型号的销量；该制造商于是

得出结论认为安全性并非客户的首要考虑。 下面哪个如果正

确，会最严重地削弱该制造商的结论?() A. 私人飞机主和商业

航空公司都从这家飞机发动机制造商那里购买发动机 B. 许多

客户认为早期的型号在安全性、风险方面比新型号更小，因

为他们对老型号的安全性知道得更多 C. 这家飞机发动机制造

商的许多客户也从另一些飞机发动机制造商那里购买发动机

，那些制造商在其新型号发动机中没有提供额外的安全性能

保障 D. 新型号的发动机可以被所有的使用旧型号发动机的飞

机使用 7.来自英、法、日、德的甲、乙、丙、丁四位客人，

刚好碰在一起。他们除懂本国语言外，每人还会说其他三国

语言的一种。有一种语言是三个人都会说的，但没有一种语

言人人都懂，现知道： ① 甲是日本人，丁不会说日语，但他



俩都能自由交谈 ② 四个人中，没有一个人既能用日语交谈，

又能用法语交谈 ③ 乙、丙、丁交谈时，找不到共同语言沟通 

④ 乙不会说英语，当甲与丙交谈时，他都能做翻译 可见()。

A. 甲日德、乙法德、丙英法、丁英德 B. 甲日法、乙日德、丙

英法、丁日英 C. 甲日法、乙法德、丙英德、丁英法 D. 甲日

法、乙英德、丙法德、丁日德 8.真正高明的伪造家制造的钞

票从不会被发现，所以一旦他的作品被认出是伪造的，则伪

造者不是位高明的伪造者，真正的伪造家从不会被抓到。 下

列哪种推理方式与这段话类似?() A. 田壮是一个玩魔术专家，

他的魔术总能掩人耳目，从未被揭穿，所以他是一个高明的

魔术师 B. 王伟是一个玩魔术的人，他的魔术一般不会被揭穿

，偶尔有一两次被人看穿，但这不妨碍他是一名优秀魔术师

C. 岗村是一个玩魔术的人，他的魔术一般不会被人看穿，偶

尔有一两次被人看穿，说明他并不是一个高明的魔术师，因

为高明的魔术师不会被人看穿 D. 小马的魔术很好，从不会被

揭穿，所以他是一个优秀魔术师 9.生命在另外一个行星上发

展，必须至少具备两个条件：(1)适宜的温度，这是与热源保

持适当距离的结果。(2)至少在37亿年的时间内保持一个相对

稳定的温度变化幅度。这样的条件在宇宙中很难找到，这使

得地球很可能是惟一存在生命的地方。 上述结论成立的前提

是()。 A. 某一个温度变化范围是生命在行星上发展的惟一必

要条件 B. 生命不在地球以外的地方生存 C. 在其他行星上的生

命形态需要的条件与地球上的生命形态相似 D. 灭绝的生命形

态的迹象有可能在有极端温度的行星上被发现 10. 如果张未

在2000年后从大学毕业，他就必须修过世界历史导论。 则这

一论点是从下列哪句话中推出？() A. 在2000年前，大学学习



中，世界历史导论不是必修课 B. 每一个选修世界历史导论的

学生都是2000年以后大学毕业的 C. 没有一个2000年前毕业的

大学生修过世界历史导论 D. 所有2000年后毕业的大学生都必

须修世界历史导论 11. 一台安装了签名识别软件的电脑这种软

件仅限于那些签名在文档中的人进入计算机不仅通过分析签

名的形状，而且通过分析诸如笔尖压力和签名速度等特征来

识别某人的签名。即使是最机灵的伪造者也不能复制该程序

分析的所有特征。 下面哪个结论在逻辑上可以从上文得到?()

A. 记录和分析某个签名需花费的时间使这种软件的日常使用

变得不现实 B. 安装有这种软件的计算机很快就会被大多数银

行装备 C. 没有人可以仅通过伪造签名的技巧而进入安装了这

种软件的计算机 D. 签名识别软件花费了很多年来进行发展和

加以完善 12.为了增加收入，一家机场计划改变其计时停车区

收取的停车费。机场会在第一个4小时或不到4小时期间收取4

美元，而后每小时收取1美元；而不是在第一个2小时或不到2

小时期间收取2美元，而后每小时收取1美元。 下面哪种考虑

，如果正确，表明该计划可以成功地增加收入?( ) A. 很少有人

会在机场的计时停车区内一次停车超过2小时 B. 在过去的几

年内，机场运营计时停车设备的成本要高于从中获得的收入

C. 把车停在机场进行短途旅行的人通常把车停在按天计费而

非按时计费的停车区内 D. 用来运营机场停车区的资金很大一

部分被用来维护设备而不是支付收取停车费的职工工资 13. 一

堂考试试卷上画了五大洲的图形，每个图形都编了号，要求

填出其中任意两个洲名。 甲填：3是欧洲，2是美洲 乙填：4

是亚洲，2是大洋洲 丙填：1是亚洲，5是非洲 丁填：4是非洲

，3是大洋洲 戊填：2是欧洲，5是美洲 结果是他们每人只对



了一半。 根据以上条件下列正确的选项是()。 A. 1是亚洲， 2

是欧洲 B. 2是大洋洲， 3是非洲 C. 3是欧洲， 4是非洲 D. 4是

美洲， 5是非洲 14. 王某：张健是百事可乐在中国的高级雇员

之一。 李某：那怎么可能，张健只喝可口可乐。 对话中李某

的陈述隐含的一个前提是()。 A. 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同属一

个总公司 B. 张健在可口可乐公司并不受重用 C. 张健在百事可

乐兼职 D. 一般的，所有的高级职员只喝本公司的产品 15. A

市的政府批准了一项基金，用于建设一项发电工程，这项工

程要求铺设一条管线，将山上的思乐湖的水引到附近山谷中

名为田浮的小湖中。该项目所发的电本身不能平衡项目的成

本，即使是进口石油A市的电力的主要来源的价格大幅上升

时也不行。然而，这条管线是物有所值的，这是因为()。 A. 

石油的价格曾经历频繁的大幅上升，现在已经大幅下降，并

且相当地稳定 B. 该项目可重建田浮湖，该湖目前正面临干涸

的危险，从而使A市面临减少一项度假收入的危险 C. A市政

府目前与其进口石油的来源国的政府们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D. 将思乐湖的水引入田浮湖来进行发电的成本低于将思乐湖

水引入其他山谷湖泊来发电的成本 16. 罗斯镇修缮其所有的道

路需要花费100万美元。但是在这些道路修缮完成之后的1年

内，罗斯镇可以因此避免承担300万美元的损失，因为这个数

目是现在罗斯镇每年对没有修缮的道路造成的汽车损害的赔

偿额。 下面哪个，如果正确，对以上的论证提供了最强有力

的支持?( ) A. 与罗斯镇毗邻的社区同样对它们的道路所造成的

汽车损害给予赔偿。 B. 罗斯镇所有的道路都得到修缮之后，

几年内不会出现道路损害汽车的情况。 C. 如果罗斯镇要在1

年内花费100万美元用于道路修缮，它就需要提高附加税。 D.



恶劣的气候给罗斯镇的道路带来的损害程度各年之间相差很

大。 17. 要从代号为A、B、C、D、E、F六个侦查员中挑选若

干人去破案，人选的配备要求必须注意下列各点： ① A、B

两人中至少去一人 ② A、D不能一起 ③ A、E、F三人中要派

两人去 ④ B、C两人都去或都不去 ⑤ C、D两人中去一人 ⑥ 

若D不去、则E也不去 由此可知( )。 A. 挑了A、B、F三人去 B.

挑了A、B、C、F四人去 C. 挑了B、C、E三人去 D. 挑了B、C

、D、E四人去 18. 下面是甲、乙、丙、丁四城市某日的天气

预报：已知四城市有三种天气情况，甲市和丙市的天气相同

，乙市和丁市当天没有雨。 以下推断不正确的是( )。 A. 甲市

小雨 B. 乙市多云 C. 丙市晴 D. 丁市晴 19. 药检局对5种抗菌素

进行了药效比较，得到结果如下：甲药比乙药有效，丙药的

毒副作用比丁药大，戊药的药效最差，乙药与己药的药效相

同。 由此可知( )。 A. 甲药与丁药的药效相同 B. 戊药的毒副

作用最大 C. 甲药是最有效的药物 D. 己药比甲药的药效差 20. 

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只能支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口，因

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增长必须协调发展。人作为生产者

、消费者，其数量和质量必须与生产资料的质与量、消费品

的结构与数量，以及资金的数量与投资结构等相适应。 由上

可以推出( )。 A. 目前中国人口数量与其经济发展水平已不相

适应 B. 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但生产出的价值远大于

消费掉的 C. 提高了人的数量和质量，经济就会发展 D. 当人

的增长数量超过经济发展水平时，人的消费质量就会下降 21. 

在过去的40年里，不仅农业用杀虫剂的数量大大增加，而且

农民们使用杀虫剂时的精心和熟练程度也不断增加。然而，

在同一时期内，某些害虫在世界范畴内对农作物造成的损失



的比例也上升了，即使在这些害虫还没有产生对现有杀虫剂

的抵抗性时也是如此。 下列哪项，如果正确，最好地解释了

为什么在杀虫剂使用上的提高伴随了某些害虫造成的损失更

大? () A. 在40年前通用的一些危险但却相对无效的杀虫剂已经

不再在世界范围内使用了 B. 由于杀虫剂对害虫的单个针对性

越来越强，因此，用杀虫剂来控制某种害虫的成本在许多情

况下变得比那些害虫本身造成的农作物损失的价值更大 C. 由

于现在的杀虫剂对特定使用条件的要求要多于40年前，所以

现在的农民们对他们农田观察的仔细程度要高于40年前 D. 现

在有些农民们使用的某些害虫控制方法中不使用化学杀虫剂

，但却和那些使用化学杀虫剂的害虫控制方法在减少害虫方

面同样有效 22. 在下列四个选择中，与其他三项意见差别最大

的一项是()。 A.没有事物是不运动变化的 B.不运动变化的事

物是不存在的 C.凡事皆变 D.不运动变化的事物不是不可能的

23. 英、红、燕三个人讨论一数学题，当她们都把自己的解法

说出来以后，英说：“我做错了。”红说：“英作对了。”

燕说：“我做错了。”老师看过他们的答案并听了她们的上

述意见后说：“你们三个人有一个做对了，有一个说对了”

。 那么，谁做对了呢？() A. 红 B. 英 C. 燕 D. 不能确定 24. 关

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毛泽东1939年曾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

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

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二三十年代的大多数中国史学家都

深信：近代以前的中国已具有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 因此()

。 A. 毛泽东“发明”了中国早期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 B. 

关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观点只不过是“御用史学”的产物



C. 毛泽东并没有“发明”出这种观点，而是采纳了当时大多

数史学家的共同看法 D. 毛泽东的观点非常正确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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