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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26/2021_2022__E5_9B_BD_E

5_AE_B6_E5_85_AC_E5_c26_26180.htm 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全

真模拟试卷(三) 说 明 这项测验共有5个部分，135道题，总时

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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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汽车工业现在面临缺乏完整的轿车开发能力和自己的

品牌的困境，零部件制造体系并没有形成相应的规模，与国

外同类行业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虽然汽车工业在近年来有

了长足发展，但落后的管理和服务体系在“人世”后国门大

开的情况下，仍然成为了中国本行业的“瓶颈”。因此，我

们必须对这些问题加以认真研究。 以下标题符合上文意思的

是( )。 A．汽车工业的主要问题 B．如何应对汽车工业的“瓶

颈” c．WTO与中国的汽车工业 D．汽车工业的喜人发展 2．

眼睛是人和动物的重要感觉器官。人眼从外界获得的信息，

而且有些是从其他感觉器官所不能获得的。 填入上面句子横

线处，衔接最恰当的一项是( )。 A．比其他器官多得多 B．确

实比其他器官多得多 c．不仅比其他器官多得多 D．或者说比

其他器官多得多 3．油价上涨，会加大以石油为燃料或原料

企业的成本，增加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中国国内对原油进

口需求量持续上升，高油价直接导致支付原油采购成本上升

，这最终需中国国内各行各业承担，从而降低行业利润，延

迟国内投资额。 这段话主要告诉我们( )。 A．油价上涨最终

需中国国内各行各业承担，从而降低行业利润，延迟国内投

资额 B．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国内各行各业产生了极大的负

面影响 c．中国国内对原油进口需求量持续上升，高油价直接

导致支付原油采购成本上升 D．油价上涨，会加大以石油为



燃料或原料企业的成本，增加中国通货膨胀的压力 4．附石

式盆景把树木和山石有机地融合为一个整体，提高了景物的

观赏价值，体现了盆景艺术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源于生活

又高于生活的艺术魅力。 这表明艺术创作必须( )。 A．注重

量的积累 B．运用合理想象 c．提升感性认识 D．重视实践作

用 5．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经济，对于

加强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弥补我国资金的

相对不足，建设一批国民经济急需项目；可以引进先进技术

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

可以增加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收入，积累建设资金；还可以扩

大就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等

。 这段话的中心思想是( )。 A．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外商投资

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B．在一定范

围内发展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可以增加财政收入 c

．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外商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对于加

快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D．在一定范围内发展外商

投资经济和港澳台投资经济可以增加建设资金 6．在电信业

务中，我国国际电话通话费过高，严重影响国际电信业务的

增加，而市内电话亏损，1995年，全国亏损60亿元。调整后

的国际电话通话费标准平均提高20％。长途电话在价格总水

平不提高的前提下，简化计费等级。为减轻农民负担和用户

安装电话的负担，降低农村电话通话费和城乡电话初装费。 

最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A．我国国际电话通

话费过高，严重影响国际电信业务的增加，不利于国际交流

B_我国国际电话通话费过高，市话收费过低，发展极不平衡

c．国家改革电话费管理制度，提高市内电话通话费，降低国



际电话通话费、电话初装费和农村电话 通话费 D．国家下大

力气调整电话收费价格，改变不合理现象 7．“劳动力市场

所释放的这个信号明显表明，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创造者

。”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说，对比大

学生与农民工工资预期的变化，意义正在于此。 对“这个信

号”一词的解答最准确的是( )。 A．市场更需要财富的直接

创造者 B．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水平在早期相当 c．大学生与

农民工工资预期的变化 D．劳动力市场所释放的信号可从一

个侧面反映市场 8．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参与资本与技术的

引进和输出，摆脱封闭的自我调整，在国际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是

密不可分的，通过商品和劳务的交流。通过利用外资和引进

技术，可以对我国产业结构起补调作用，实现对原有企业的

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同时填补国内的一些空白产业

，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在这里，关键是如何瞄准国

际产业结构的动向，盯住国际产业结构变动的重心，顺利实

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这段话主要支持了这样一种论点，即( )

。 A．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是实现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

条有效途径 B．通过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产业结构的转换

中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c．通过商品和劳务的交流，促进

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D．瞄准国际产业结构的动向，盯住

国际产业结构变动的重心，顺利实现产业结构的调整 9．英

国东部伊普斯威奇市的英国电信公司实验室的科学家称：由

于人脑中神经元的大小和数量与为它们提供的血管之间存在

微妙的平衡关系，因此根本的改善是不可能的。 最能准确表

达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 A．人脑中的神经元不可能变



大变多 B．脑血管不可能变粗变强 c．人脑的神经元和血管不

可能单方面改善 D．人脑的神经元和血管不可能共同有大的

改善 10．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各因素(气候、地形、土壤、水

陆分布、资源贮存等)在地球表面的分布表现出的巨大地理差

异性，因而各种因素在某一地区的不同组合对人口分布所提

供的条件就大不一样。现在世界上人口分布的不平衡，在很

大程度上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所施加的种种影响造成的。 最

能准确复述这段话主要意思的是( )。 A．自然地理环境因素

在各地区表现有诸多差异 B．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因素为人

口分布提供了不同的条件 c．世界人口分布的不平衡皆因自然

地理环境的差异 D．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影响着各地的人口

分布11．寂寞不是病态心理，而是人心路历程的标志。我国

有许多有名的诗篇，都得力于作者当时心境的淡泊寂寞，如

众人熟知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等。一言以蔽之，

当心灵发生寂寞感的时候，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如果能正确

认识寂寞，那么你的天赋才华会因寂寞的冶炼而升华一个境

界。 关于这段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 A．作家只有在寂

寞时才能写出优美的诗歌 B．要表现你的天赋必须能够忍受

寂寞 C．寂寞的好处大于坏处 D．只要我们能正确认识寂寞

，那么它就不是坏事12．上海零点市场调查公司将上海、北

京、广州三地家庭的子女教育与养成费用支出情况做了一个

比较，发现三地家庭为子女教育支付给学校的费用水平，以

北京为最低；而在其他教育支出方面，以上海家庭的支出水

平显著较低；总体水平而论，上海孩子所获得的零花钱和所

需家长承担的生活费用也低于京穗。 通过这段文字我们可以

知道，广州家庭( )。 A．给孩子的零花钱少于北京 B．为子女



教育支出总体水平高于上海 c．在其他教育方面的支出水平介

于北京、上海之间 D．为子女教育支付给学校的费用水平介

于北京、上海之间13．不仅是知觉，任何其他一个心理活动

和心理现象，从认知到情绪情感以至个性都离不开记忆的参

与。记忆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个整体

，使心理发展、知识积累和个性形成得以实现。 这段话的中

心意思是( )。 A．记忆在人的整个心理活动中处于突出的地

位 B．记忆将人的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联成一个整

体 C．记忆使心理发展得以实现 D．记忆使知识积累和个性

的形成能够实现答案: 第一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 1A 【解析】

文段集中阐述了汽车工业在发展中出现的“缺乏完整开发能

力和自己的品牌”，零部件制造体系薄弱，管理、服务体系

落后三大问题。故正确答案为A。 2c 【解析】原文句意是递

进关系，能体现这层关系并能与“而且”构成固定关联的是c

项。 3B 【解析】题目的第一句表明石油价格上涨对中国石油

行业的影响，第二句进一步讲述对其他行业的影响，所以正

确答案是B。 4B 【解析】本题强调“盆景艺术源于自然又高

于自然、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因此A、c两项与题目本身

要求无关。而艺术创作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活动，题目更强调

的是如何进行这种实践活动，使景物更具有观赏价值，这就

需要运用合理的想象这一科学思维方法，故本题选B。 5c 【

解析】文段是总一分的结构。A、B、D三项均为一个方面，

不够准确，只有c项最为准确。 6c 【解析】原文第一句指出

了国际电话费过高和市内电话亏损对我国电信业务的影响。

接下来的三句话是国家对电话费价格的调整。A、B两项曲解

了文意，D项只是指出了国家为改变电信业务现象作出的调



整，不能复述原文的意思，故正确答案为c。 7c 【解析】这

是一道考查考生对段落中个别特殊代词理解的言语理解题。

从整个段落来看，一开始提出的“这个信号”在段末作出回

答，即：大学生与农民工工资预期的变化，故选项c是本题的

正确答案。 8A 【解析】原文第一句话主要讲通过参与国际分

工、参与资本与技术的引进和输出调整我国产业结构，第二

、三两句主要讲通过商品和劳务的交流，通过利用外资和引

进技术调整我国的产业结构，第四句是对前三句的补充。所

以原文的主要内容是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实现我国产业

结构调整。故正确答案为A。 9D 【解析】原文提到了人脑中

的神经元和血管，并在最后一句话中指出“根本的改善是不

可能的”，所以原文的主要意思是人脑的神经元和血管不可

能共同有大的改善。故正确答案为D。 10D 【解析】原文第

一句讲的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为人口分布提供了条件，第

二句讲的是自然地理条件的影响导致世界上人口分布不平衡

。所以原文的主要意思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导致人口分布

不平衡。A、B项是第一句话的内容，c项中的“皆”是“都

”的意思，与原文中的“很大程度”不符合。故正确答案

为D。 13D 【解析】本段话通过“寂寞可以使诗人写出不朽

的诗篇’’这一例子告诉人们要正确对待寂寞，寂寞不一定

就是什么坏事，同时天赋才华会因寂寞的冶炼而升华到一个

境界。因此选项D正确。 12B 【解析】选项A，题干中只说上

海孩子的零花钱比北京和广州孩子的都低，但并没有说明北

京和广州之间的高低，所以不能选；选项c也是同样的道理：

题干中指出上海家庭的其他方面教育支出低于北京和广州，

但北京和广州之间的高低也没明确表示；同样的道理D不能



选；题干中说子女的总体费用方面，上海最低，自然也就低

于广州，因此选B。 13A 【解析】由题意知，从知觉到任何心

理活动和心理现象都离不开记忆的参与，又由“记忆将人的

心理活动的过去、现在、未来联成一个整体”可知记忆在人

的心理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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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