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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AE_B6_E5_85_AC_E5_c26_26179.htm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全

真模拟试卷(四) 说 明 这项测验共有5个部分，135道题，总时

限120分钟。各题部不分别计时，但都给出了参考时限,请你参

考以分配时间。 请在答题卡上严格按照要求填写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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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考老师宣布考试开始时，

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3．监考老师宣布考试结束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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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你不要在每道

题上思考时间太久，遇到不会答的题目，可先跳过去，如果

有时问再去思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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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农业生产，人们也就开始了定居生活，建立了

以氏族为中心的部落，以及几个氏族组成的部落联盟。半坡

遗址的居住区，周围有一条宽、深各五到六米的壕沟，是部

落的防护设施。居住区中心是一座大型的房屋，几十座中，

小型房屋分散在周围。整个布局井然有序，可见当时母系氏

族制度的严密。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 )。 A

．农业生产是人们开始定居生活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B．半坡

遗址的居住区布局井然有序 C．半坡氏族已经过上了定居生

活 D．半坡遗址反映了母系氏族制度的严密2．据介绍，目前

我国城市空气污染包括烟尘、酸雨、光化学烟雾、可吸入颗

粒物等，经过物理、化学、生物等作用和反应，形成复合型

污染，造成空气能见度低的状况。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明显重

于中小城市，尤以人口规模在1000万一2000万的特大型城市

空气污染为最重，污染特征均以复合型污染为主。 这段话表

明( )。 A．我国城市空气污染以复合型污染为主 B．我国城市

空气污染的种类有哪些 C．我国大型城市空气污染明显重于

中小城市 D．我国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3．农村工业化和城

市化的同步发展，将从根本上解决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

力转移的问题。经济发展的进程表明，农业发展和流入城市

的农民积累的资金，成为发展乡镇企业的启动资金，乡镇企

业的发展使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的城镇规模不断扩大，小城



市则发展成中等城市。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又进一步促进乡镇

企业的发展。如此相辅相成，也就为农村工业化、乡村城镇

化铺平了道路。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A．

应当坚持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 B．城市化步伐的

加快将促进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 C．乡镇企业将发展成为

农村的小城市 D．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步发展是相辅相

成的举措4．往往无法改变生存环境的无力感，或相信有某个

人在某个地方遥控我们行动的想法，都会使我们对学习产生

排斥情绪；相反的，如果知道命运是操纵在自己的手中，我

们就会努力不断地学习和应变。因此，当我们对自己的行动

有真正的责任感时，学习的速度也会变快。 这段话主要支持

这样一个论点( )。 A．改变生存环境是学习最有力的动力 B．

对自己行动的责任感是影响学习速度的重要因素 C．学习是

由别人遥控的一种活动 D．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5．

很少有人会视婚姻为儿戏而动辄闹离婚。如果说结婚好比“

试错”(如果事实证明结婚选择没有错误，婚姻双方就皆大欢

喜，白头偕老)，离婚则好比“纠错”，法律一方面为“试错

”提供了方便，也就应当同时为“纠错”提供方便，甚至可

以说，提供后一种方便比提供前一种方便更重要。 这段话主

要是说( )。 A．婚姻是个试错纠错的过程 B．有些人对结婚离

婚的态度很随便 C．结婚是为了试错 D．必须保障离婚自由6

．多年以来，医生和家属对待癌症患者大多采用这样的态度

，即向患者隐瞒已得癌症的实情，这种做法医学上叫做“保

护性医疗”，其目的在于减少患者的心理负担。但是北京肿

瘤医院新设立的康复科主任张宗卫大夫却主张实行“公开性

治疗”。 我们可推知下文要论述的是( )。 A．医生和家属如



何采用“保护性医疗” B．“保护性医疗”的好处的具体表

现 C．张宗卫大夫之所以主张实行“公开性治疗”的原因 D

．“保护性医疗”的弊端 7．生长在水中或水边的动植物的

遗体是最易被保存下来的。因为保存动植物遗体的必要条件

是快速掩埋，而在淤泥不断淤积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中，

动植物的遗体以及其他东西能够被快速掩埋。 这段话主要支

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A．动植物的遗体容易在淤泥不

断淤积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中保存下来 B．只有生长在水

中或水边的动植物的遗体才能被保存下来 C．淤泥不断淤积

的海洋、河流乃至湖泊是保存动植物遗体的最佳环境 D．只

要被快速掩埋，动植物遗体就能被保存8．无论如何，名人总

是名人，名人的形象、名誉总是比平常百姓的值钱，因而也

更需要保护。但是，既是名人，就不能拒绝社会公众舆论的

监督，也没有拒绝公众舆论批评的权利。因为，名人的公众

形象并不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是社会精神财富的一

部分。至少，就像名人拥有捍卫自己名誉不受侵犯的权利一

样，公众则拥有对这种权利品头论足的权利。这种权利也是

应当予以尊重并加以特别保护的。 这段话的作者认为，名人

不接受舆论批评( )。 A．公众也应理解 B．是没有道理的 C．

只是个别现象 D．百姓也没办法9．战后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

以来，发达国家资本输出的流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变

化的特征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相互直接投资占了主导地。几个

主要的发达国家，除日本外，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所

占比例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国际资本的这种流向，给我国

吸引外资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在当代国际资本流向大方向

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在产品结构上，发展资本密集型产



品不会成为我国的优势，也不会增强这类产品在国际上的竞

争能力。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A．战后发

达国家之问的相互直接投资占主导地位，给我国吸引外资带

来了相当大的困难 B．发展资本密集型产品不会成为我国的

优势 C．发达国家间相互资本输出是当代国际资本流向的显

著特点，片面地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会扰乱正常的市场秩序

D．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流向发达国家

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lO．一般来说，越是能直接产

生经济效益的科技成果，越应该由受益的经济组织提供激励

；越是产生巨大社会效益的科技成果，越应该由政府提供激

励。这一原则符合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实际情况。 这段话主要

支持了这样一种观点，即( )。 A．政府应该给科技成果提供

更多的激励 B．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很重视鼓励和支持科学研

究 C．激励应该选择适当的客体 D．激励应该由适当的主体

来承担11．有人认为，技术上的进步将很快使得翻译工作不

需要人来完成。技术的进步对翻译者的工作当然会有影响。

由翻译机器来完成一些更为寻常的任务，使翻译者有更多时

间应付一些更具挑战性的工作，这个主意可能看起来会受到

欢迎，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的。 这段话要表明的主要

意思是( )。 A．翻译机器可以取代人工翻译 B．翻译机器很难

取代人工翻译 C．技术的进步会影响人工翻译 D．有了翻译

机器，翻译者将得到解放12．对于未成年人来说，思想观念

的形成与其接受的文艺作品及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有着密切

关系。如果他们看的都是已经被改编得与历史完全不搭界的

“戏说”故事，并且用这样的认知去理解历史、理解名著，

那么，只能给他们留下混乱的、歪曲的历史观和文化观。 这



段话表明( )。 A．文艺作品对未成年人的价值观的养成有重

要影响 B．与历史完全不搭界的“戏说”故事歪曲人们的历

史观和文化观 C．未成年人不能看与历史完全不搭界的“戏

说”故事 D．文艺作品不能被戏说13．迁安，地处河北省东

北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商时为孤竹国，春秋时为山戎

令支国，秦时为离支县，西汉改为令支县，辽时取名安喜县

，金又改为迁安县，1996年10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迁安

县，设立迁安市。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的主要意思的是( )。

A．迁安位于河北省 B．迁安人杰地灵 C．迁安历史悠久 D．

迁安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名称的变动 参考答案: 1．C 【解析

】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有关定居生活的问题，因此，首先排

除选项D；选项A错在文中并没有给出“农业生产”是否是“

定居生活”的决定性因素的说法；选项B只是文中表述的一种

现象，而不是一个观点，因此，应该排除。故本题的正确答

案是c。 2．A 【解析】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共两句话，

每句话都提到有关“复合型污染”的问题，并且说明了在大

型城市，是以复合型污染为主的。因此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

。其中，选项B只是第一句话的意思，没有表明第二句话的含

义，因此，应该排除；选项C只是表达了一个客观事实，也

是断章取义，不能涵盖整段话的意思；而选项D文中则没有

提及。 3．A 【解析】本段话的中心句是第一句，后面两句则

说明了发展进程和原因。B项文中虽有所提及，但不能概括文

意；C、D两项曲解了文意。正确答案为A。 4．B 【解析】最

后一句为全段中心句，是说责任感对学习速度的影响，故正

确答案为B。 5．D 【解析】文段末尾“甚至可以说，提供后

一种方便比提供前一种方便更重要’’是关键所在，即是说



，法律不仅保障结婚自由，更保障离婚自由。正确答案为D

。 6．C 【解析】片段的前半部分主要讲述的是保护性医疗，

然后话锋突转“但是北京肿瘤医院新设立的康复科主任张宗

卫大夫却主张实行‘公开性治疗⋯，可见前面只是在做铺垫

，换句话说就是在造势，真正要进行论述的是“公开性治疗

”。故选项C正确。 7．C 【解析】这段话的意思非常明显，

主题句就是第一句话，后面一句话是对这句话的解释，从选

项来看，与这句话吻合的只有选项C，而其他选项都不能表

达主题句的意思。故正确答案为C。 8．B 【解析】从这段话

的结构来看，第一句话是一个铺垫，第二句话由“但是”二

字表明话锋一转，点名文章的中心意思，即“既是名人，就

不能拒绝社会公众舆论的监督，也没有拒绝公众舆论批评的

权利”；后面几句话是对这句话的解释。从选项来看，选

项A很明显是错误的；选项C、D的内容与这段话的中心意思

不符应将其排除；而只有选项B最能体现这段话的中心意思：

故选项B是正确答案。 9．B 【解析】原文前三句指出战后发

达国家资本输出的流向发生了变化。后两句说明因为这种变

化，发展密集型产品不会成为我国的优势。所以最后一句是

全文的中心句，最能复述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故正确答案为B

。 10．D 【解析】这段话的主旨在于说明谁是科技成果的受

益主体，谁就应该负责对此提供激励，对照选项可见．A、B

两项在文中并未提及；另外，原文并未提及对哪种激励应该

更多，因此c项也不符合题意，故正确答案为D。 11．B 【解

析】这段话也是由三句话构成，第一句话树立了一个靶子，

第二句话肯定了技术进步会对翻译者的工作有影响，最后一

句话说明，翻译机器尽管有重要作用，但是还是难以取代人



工。所以，综合四个选项，正确选项是B。 12．A 【解析】上

述文字的核心内容集中于第一句话，第二句话是为了说明第

一句话。把握好了这层关系，考生就比较容易正确作答。另

外，从选项来看，选项c和D是对文意的一种人为的延伸，文

中并没有做出类似的判断，因此应该排除。选项B没有重点提

及未成年人，因此也应该排除。故本题的正确答案是A。 13

．D 【解析】从商、春秋、秦、西汉、辽、金等不同时期可

以看出迁安的名称在历史上的变化。故D项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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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