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4年6月理论知识试卷以及答案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

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59/2021_2022_2004_E5_B9_

B46_E6_9C_c37_459380.htm 第二部分 理论知识 （51~150题，

共100道题，满分为100分） 一、单项选择题（51~110题，每

题1分，共60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答案，请在答题卡

上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 51、对劳动法的阐述，不正

确的是（ D ）。 （A） 对劳动力市场的运作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 （B） 体现了劳动既是权利又是义务的基本原则 （C） 

它是以实现劳动力资源配置合理化为宗旨 （D） 所有与劳动

者有关的社会关系都是劳动法的调整对象 52、产生劳动力需

求增量的根源不在于（ C ）。 （A） 消费总量的增加 （B）

消费结构的变化 （C） 消费群体的扩大 （D） 消费内容的丰

富 53、劳动法确认劳动者为劳动力所有者，使劳动者在劳动

力市场上处于劳动力（ B ）。 （A） 求方客体的独立地位 

（B） 供方主体的法律地位 （C） 供方客体的法律地位 （D

） 求方主体的自主地位 54、从（ D ）的角度，可将劳动力市

场分为有组织的市场和非组织的市场，即自发市场、合法市

场与非法市场。 （A） 市场机制 （B） 市场分层 （C） 社会

认定 （D） 市场法制 55、劳动力资源的微观配置是指用人单

位内部对劳动者的（ C ）的安排。 （A） 工作地点、工作对

象和工作量 （B） 作业地点、作业时间和作业量 （C） 劳动

岗位、工作时间和劳动量 （D） 劳动范围、劳动对象和劳动

量 56、人力资源与其他资源不同，具有（ A ）等特征。 （A

） 战略性、能动性和被开发的无限性 （B） 战略性、能动性

和被开发的有限性 （C） 积极性、创造性、可用性和无限性 



（D）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和有限性 57、论证的方法很

多，（ B ）是通过讲故事、举实例，用比喻来证明两个事物

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的特点。 （A） 归纳法 （B） 类比法 （C

） 举例法 （D） 比较法 58、在运用头脑风暴法组织群体决策

时，错误的做法是（ B ）。 （A） 鼓励参与者各抒己见 （B

） 要对提出意见的数量进行控制 （C） 对各种意见和方法的

评判要放到最后阶段 （D） 鼓励他人对已经提出的意见进行

补充和修改 59、不属于财务主管的鉴别性胜任征的是（ C ）

。 （A） 风险规避和计划能力 （B） 分析能力和推理能力 

（C） 组织协调方面的能力 （D） 相关的财务报表填写技能

60、在团队中分析方案的可行性，并为决策提供住处支持的

角色称为（ C ）。 （A） 创造者 （B） 评价者 （C） 联络者 

（D） 维护者 61、关于企业的组织文化，理解错误的是（ A 

）。 （A） 组织文化在加强组织内部的整合性的同时往往会

减低其对外部的适应性 （B） 当组织环境发生改变时，原有

的组织文化可能会导致组织成员抗拒变革 （C） 组织文化的

塑造可以帮助组织成员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从而降低管理成

本 （D） 当两个文化差别较大的企业进行合并的时候，组织

文化的冲突会增加合并的风险 62、矩阵制组织结构的最大特

点是（ D ）。 （A） 住处沟通迅速 （B） 集权和分权相结合 

（C） 集中决策、分散经营 （D） 具有双道命令系统 63、以

下各项中，以工作成果为中心来设计部门结构的是（ D ）。 

（A） 直线制 （B） 直线职能制 （C） 矩阵制 （D） 事业部

制 64、狭义的人力资源规划的最终目的是（ D ）。 （A） 保

持人力 （B） 制定政策 （C） 预测目标 （D） 供需平衡 65、

以下说法错误的是（ C ）。 （A） “因事设岗”是设置岗位



的基本原则 （B） 企业战略的变化快于组织结构的变化 （C

） 企业人力资源供求平衡即供求总量达到平衡 （D） 技术复

杂程度决定着组织的分工和作业的专业化程度 66、某企业计

划期任务总工时为5050，企业的劳动效率工时为50，计划劳

动生产率变动系数为0.01。运用劳动定额法预测该企业人力资

源需求量应为（ B ）。 （A） 50人 （B） 100人 （C） 150人 

（D） 200人 67、以下各项企业人员需求分析的方法中，不属

于量化分析方法的是（ A ）。 （A） 德尔菲预测技术 （B） 

回归分析方法 （C） 劳动定额法 （D）转换比率法 68、企业

组织中层次最低、约束范围最宽的制度规范是（ B ）。 （A

） 技术规范 （B） 企业基本制度 （C） 业务规范 （C） 个人

行为规范 69、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C ）。 （A） 员工开发计

划是企业各种人力资源具体计划的核心 （B） 劳动定额的两

种基本表现形式是看管定额和服务定额 （C） 企业人力资源

需求的满足，应优先考虑外部人力资源供给 （D） 当分公司

发生资不抵债时，母公司必须对分公司的债务负责 70、单位

在人员招聘上存在的“人才高消费”的倾向可以通过（ D ）

分析出来。 （A） 人员使用效果分析 （B） 人与事总量配置

分析 （C） 人与事结构配置分析 （D） 人与事质量配置分析

71、为了获得过去行为的写照，面试考官应当避免提出的问

题是（ C ）。 （A） “你是怎样看待部门之间出现的不合作

现象的？” （B） “当你的工作得到了不好的反馈时，你是

怎么做的？” （C） “请举一个你亲身经历过的部门合并中

人员重组的事例。” （D） “在你所承担的项目中，你是怎

样获得技术部的支持和帮助的？” 72、受“第一印象”的影

响，面试考官可能会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 D ）。 （A） 在



评价当前应聘者的表现时受前一个应聘者表现的影响 （B） 

根据应聘者的某一优点或缺陷来评价应聘者的整体表现 （C

） 对和自己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似）特点的应聘者做出较

高的评价 （D） 根据开始几分钟甚至是面试前从相关资料中

得到的印象对应聘者做出评价 73、笔试不具备的优点是（ D 

）。 （A） 可以大规模地进行评价 （B） 成绩评定较为客观 

（C） 评价成本较低 （D） 适用于各类能力的考评 74、关于

文件筐测试的描述中，错误的是（ B ）。 （A） 考官要对应

聘者的工作进行集体评价 （B） 可以考察应聘者的沟通能力

，协调能力 （C） 要求应聘者在规定时间内处理完考官提供

的文件 （D） 考官发给应聘者的是事先由各类专家共同鉴定

，标准化的文件组合 75、组织在进行人员招聘录用工作时，

（ A ）。 （A） 首先要明确人员的招聘来源 （B） 补充初级

岗位的需求可以从内部招聘中得到满足 （C） 为了组织的长

期发展，组织内部的高层岗位应尽量从内部招聘获得 （D） 

对于本组织缺少又急需的人才，应立即制定内部培训计划对

内部人员进行培养 76、关于投射测验，表述正确的是（ C ）

。 （A） 是应用较多的人际适应测试 （B） 主要用于专业能

力的考察 （C） 更能反映出受测者的真实心理素质 （D） 不

能用于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拔 77、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A ）。 

（A） 招聘总成本=直接成本 间接费用 （B） 工作规范与工

作说明书在内容上不能出现重叠 （C） 培训与开发的需求分

析由工作任务需求分析和人员需求分析两部分组成 （D） 在

制定薪酬体系的六个基本步骤中，薪酬分级和定薪在薪酬结

构设计之前进行 78、关于管理者训练（MTP法），描述正确

的是（ A ）。 （A） 适用于培训中高层管理人员 （B） 最好



避免采用企业内部的培训师 （C） 是适宜行为调整和心理训

练的培训方法 （D） 一般采用专家授课，学员间研讨的培训

方法 79、在对在职员工进行培训需求分析时，用（ A ）来评

估其在工作中所需要的技能。 （A） 绩效分析法 （B） 组织

分析法 （C） 任务分析法 （D） 人员分析法 80、（ C ）不是

培训需求的来源。 （A） 绩效评估结果 （B） 新的业务需求 

（C） 内部薪酬调整 （D） 新技术的产生 81、撰写培训评估

报告时，错误的做法是（ A ）。 （A） 要对所有受训人员进

行调查 （B） 尽量实事求是地呈现评估结果 （C） 附录中最

好收集培训过程中所使用的原始资料 （D） 当评估方案持续

时间超过一年时，需要作中期评估报告 82、在培训评估中，

角色扮演可以用来进行（ B ）。 （A） 反应评估 （B） 学习

评估 （C） 行为评估 （D） 结果评估 83、从前台接待到行政

秘书，然后再成为行政主管，最后成为公司分管行政后勤的

副总，这样的个人发展途径属于（ D ）。 （A） 专业技术型

发展 （B） 专业技术行政管理型发展 （C） 横向纵向发展 

（D） 行政管理型发展 84、符合绩效考核指标设置要求的是

（ A ）。 （A） 认真完成自己的工作 （B） 客户对我们的服

务完全满意 （C） 对顾客的询问立即给予答复，尽快解决他

们提出的问题 （D） 今年内完成两篇市场分析报告，并在《

市场观察》杂志上发表 85、绩效面谈的质量和效果主要取决

于（ D ）。 （A） 考评双方的心理状态 （B） 是否成立了员

工绩效评审委员会 （C） 考评双方对绩效管理制度的理解 

（D） 考评双方的准备情况以及提供数据的详细和准确程度

86、关于绩效面谈，理解正确的是（ B ）。 （A） 关注员工

对考核过程的想法 （B） 注重挖掘员工的潜能、拓展新的发



展空间 （C） 强调让上级发现员工的问题并帮助员工解决问

题 （D） 职业发展计划不应紧随考核后进行，至少要相隔三

个月 87、绩效管理活动实施过程中的中坚力量是（ D ）。 

（A） 高层领导 （B） 一般员工 （C） 直接上级/主管 （D） 

人力资源部人员 88、在绩效考评中，通常情况下（ B ）考评

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最难把握。 （A） 同事 （B） 下级 （C） 

本人 （D） 客户 89、柳静上月产量是45件，本月是49件，比

上月的工作绩效有所提高，这种分析方法是（ A ）。 （A） 

目标比较法 （B） 水平比较法 （C） 横向比较法 （D） 循环

比较法 90、在制定工作目标时，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B ）。 

（A） 工作目标是可测量和评价的 （B） 在考核前工作目标

不可被修改 （C） 工作目标是直接主管和员工都认可的 （D

） 工作目标应明确规定完成的时间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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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