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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1_E5_91_98_E8_c26_488854.htm 1.计算机的普及和网

络的出现正改变着社会信息的传播方式，也改变着人们的娱

乐方式，同时也使传统媒体受到巨大的冲击。 许多人在计算

机前花费不少时间，甚至有的“网虫”长时间在网上冲浪，

不与人接触，最后变成了“网络孤独症”患者。由此可以推

出( )。 A.电影的不景气是造成的 B.“网络孤独症”的病因是

因为有了计算机 C.不与人接触是产生“网络孤独症”的一个

原因 D.长期与计算机打交道对人的身体有害 【答案】C。 2.

卷共6个小题，其得分标准是：一道小题答对得8分，答错得0

分，不答得2分，某位同学得了20分，则他( )。 A.至多答对一

道题 B.至少有三个小题没答 C.至少答对三个小题 D.答错两个

小题 【答案】D。 3.x国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成本比y国低10%，

即使加上关税和运输费，从x国进口汽车发动机仍比在y国生

产便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 A.x国的劳动成本比y国

低10% B.从x国进口汽车发动机的关税低于在y国生产成本

的10% C.由x国运一个汽车发动机的费用高于在y国造一个汽

车发动机的10% D.由x国生产一个汽车发动机的费用是y国

的10% 【答案】B。 4.某保险公司推出一项“希望之星”保险

业务，该业务要求5岁儿童的家长每年交600元保险金并至14

岁，即可享受儿童将来上大学的所有学费，则促使家长不参

加投保的最适当理由为( )。 A.家长并不能确定儿童将来上哪

一所大学 B.10年的累计保险金总额大于将来上大学的学费总

和 C.据估计，每年上大学的学费增长率大于生活费的增长率



D.该业务并不包括支付上大学的食宿费用 【答案】B。 5.所

有能干的管理人员都关心下属的福利，所有关心下属福利的

管理人员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都很开明；在满足个人需求方

面不开明的所有管理人员不是能干的管理人员。由此可以推

出( )。 A.不能干的管理人员关心下属的福利 B.有些能干的管

理人员在满足个人需求方面不开明 C.所有能干的管理人员在

满足个人需求方面开明 D.不能干的管理人员在满足个人需求

方面开明 【答案】C。 6.对建筑和制造业的安全研究表明，

企业工作负荷量加大时，工伤率也随之提高。工作负荷增大

时，企业总是雇佣大量的不熟练的工人，毫无疑问，工伤率

上升是由非熟练工的低效率斐傻摹T蚰芄欢陨鲜龉鄣阕鞒鲎钋

康姆床档囊幌钍牵?)。 A.负荷量增加时，企业雇佣非熟练工

只是从事临时性的工作 B.建筑业的工伤率比制造业高 C.只要

企业工作负荷增加，熟练工人的事故率总是随之增高 D.需要

雇佣新人的企业应加强职业训练 【答案】C。 7.为了解决某

地区长期严重的鼠害，一家公司生产了一种售价为2 500元的

激光捕鼠器，该产品的捕鼠效果及使用性能堪称一流，厂家

为推出此产品又做了广泛的广告宣传，但结果是产品仍没有

销路公司开发该新产品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 )。 A.未能

令广大消费者了解该产品的优点 B.格承受力 C.人们不需要捕

鼠 D.人们没听说过这种产品 【答案】B。 8.甲、乙、丙和丁

是同班同学。 甲说：“我班同学都是团员。” 乙说：“丁不

是团员。” 丙说：“我班有人不是团员。” 丁说：“乙也不

是团员。” 已知只有一个人说假话，则可推出以下判定肯定

是真的一项为( )。 A.说假话的是甲，乙不是团员 B.说假话的

是乙，丙不是团员 C.说假话的是丁，乙不是团员 D.说假话的



是甲，丙不是团员 【答案】A 。 9.有A、B、C、D、E五位同

学一起比赛象棋，每两人之间只比赛一盘，统计比赛的盘数

知：A赛了4盘，B赛了3盘，C赛了2盘，D赛了1盘，则同学E

赛的盘数是( )。 A.1盘B.2盘C.3盘D.4盘 【答案】B。 10.体育

馆内正进行一场乒乓球双打比赛，观众议论双方运动员甲、

乙、丙、丁的年龄： (1)“乙比甲的年龄大” (2)“甲比他的

伙伴的年龄大” (3)“丙比他的两个对手的年龄都大” (4)“

甲与乙的年龄差距比丙与乙的年龄差距更大些” 根据这些议

论，甲、乙、丙、丁的年龄从大到小的顺序是( )。 A.甲、丙

、乙、丁B.丙、乙、甲、丁 C.乙、甲、丁、丙D.乙、丙、甲

、丁 【答案】D。 11.对于穿鞋来说，正合脚的鞋子比大一些

的鞋子好。不过，在寒冷的天气，尺寸稍大点的毛衣与一件

正合身的毛衣差别并不大。这意味着( )。 A.不合脚的鞋不能

在冷天穿 B.毛衣的大小只不过是式样的问题，与其功能无关

C.不合身的衣物有时仍然有使用价值 D.在买礼物时，尺寸不

如用途那样重要 【答案】C。 12.有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想

发明一种能够溶解一切物质的溶液。 下面哪项劝告最能使这

位年轻人改变初衷呢? A.许多人都已经对此做过尝试，没有一

个是成功的 B.理论研究证明这样一种溶液是不存在的 C.研究

此溶液需要复杂的工艺和设备，你的条件不具备 D.这种溶液

研制出来以后，你打算用什么容器来盛放它呢 【答案】D。

13.据200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当年1至10月吉林省

工业实现利润76.4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6倍。国有企业减

亏15亿元，减幅达42.2%；实现利润67.4亿元，增幅达8倍，这

两项指标均居全国前列。 据此，我们知道，根据当年1至10月

的统计 A.吉林省国有企业已经实现整体扭亏为盈 B.吉林省国



有企业尚未实现整体扭亏为盈 C.吉林省工业增长速度在全国

名列前茅 D.吉林省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方面取得显著进展 【

答案】B。 14.为了解决某地区长期严重的鼠害，一家公司生

产了一种售价为2500元的激光捕鼠器，该产品的捕鼠效果及

使用性能堪称一流，厂家为推出此产品又做了广泛的广告宣

传。但结果是产品仍没有销路。请推测这家公司开发该新产

品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 )。 A.未能令广大消费者了解该

产品的优点 B.忽略消费者的价格承受力 C.人们不需要捕鼠 D.

人们没听说过这种产品 【答案】B。 15.冬季，某市公交系统

在许多线路上增加了临时公交车，以作为这些线路公交运输

的补充。但是在一段时期内，原线路乘客拥挤的现象并未得

到缓解。 下列陈述中，无助于解释上述现象的是( )。 A.这些

线路的乘客中，在冬季突然增加了大量外地民工 B.一段时期

内人们对新增临时公交车的停车站、运行时间等还不清楚 C.

临时公交车在每日运行高峰期中增加的数量有限 D.临时公交

车的司机与售票员都与公司签订了承包合同 【答案】D。 16.

只有钓鱼技术高超的人才能加人钓鱼协会；所有钓鱼协会的

人都戴着太阳帽；有的退休老同志是钓鱼协会会员；某街道

的人都不会钓鱼。 由此不能确认的一项是( )。 A.有的退休老

同志戴着太阳帽 B.该街道上的人都不是钓鱼协会会员 C.该街

道上有的人戴着太阳帽 D.有的退休老同志钓鱼技术高超 【答

案】C。 17.知名度和美誉度反映了社会公众对一个组织的认

识和赞许的程度，两者都是公共关系学所强调追求的目标。

一个组织形象如何，取决于它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公共关系

策划者需要明确的是：只有不断提高知名度，才能不断提高

组织的美誉度。知名度只有以美誉度为基础才能产生积极的



效应。同时，美誉度要以知名度为条件，才能充分显示其社

会价值。 由此可知，知名度和美誉度的关系是( )。 A.知名度

高，美誉度必然高 B.知名度低，美誉度必然低 C.只有美誉度

高，知名度才能高 D.只有知名度高，美誉度才能高。 【答案

】 B。 18.信贷消费在一些经济发达国家十分盛行，很多消费

者通过预支他们尚未到手的收人满足对住房、汽车、家用电

器等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在消费信贷发达的国家中，人们的

普遍观念是：不能负债说明你的信誉差。 如果上述论述为真

，那么必须以下列哪项为前提? A.在发达国家，消费信贷已成

为商业银行扩大经营、加强竞争的重要手段 B.消费信贷于国

于民都有利，国家可利用利率下调刺激消费者购买商品 C.社

会已建立起完备、严密的信用网络，银行可对信贷者的经济

状况进行查询和监督 D.保险公司可向借贷人提供保险，以保

障银行资产的安全。 【答案】C。 19.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赞助

商要想通过奥运会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仅仅在名片上增加“

五环”或支起帐篷揽游客是远远不够的。近15年来，作为奥

林匹克运动会的全球性赞助商，VISA国际组织认为要想有效

地利用这一全球最大的体育和文化盛事，并非只是简单地往

奥运圣火里扔钱的活动。 据此，我们知道( )。 A.通过对奥运

会的赞助以达到商业上的成功，还需要有效的市场营销 B.赞

助奥林匹克运动会是一种往奥运圣火里扔钱的活动 C.VISA国

际组织是全球最大的奥林匹克运动会赞助商 D.VISA国际组织

没有支起帐篷招揽游客 【答案】A。 20.不久前，还有许多人

从事铅字排印、电报发送和机械打字工作，也有一些人是这

些职业领域中的技术高手。今天，这些职业已经从社会上消

失了。由于基因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帮助人类解决“近视”



的问题，若干年后，今天非常兴旺的眼镜行业也可能会趋于

消失。 据此，我们知道( )。 A.一些新的职业会诞生 B.一些人

的职业变换与技术发展有关 C.今后，许多人在一生中会至少

从事两种以上的职业 D.终生教育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

答案】B。 21. x国生产汽车发动机的成本比y国低10%，即使

加上关税和运输费，从x国进口汽车发动机仍比在y国生产便

宜。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 A.x国的劳动力成本比y国低10%

B.从x国进口汽车发动机的关税低于在y国生产成本的10% C.

由x国运一个汽车发动机的费用高于在y国造一个汽车发动机

的10% D.由x国生产一个汽车发动机的费用是y国的10% 【答

案】B。 22.刑警队需要充实缉毒组的力量，关于队中有哪些

人来参加该组，已商定有以下意见：(1)如果甲参加，则乙也

参加；(2)如果丙不参加，则丁参加；(3)如果甲不参加而丙参

加，则队长戊参加；(4)队长戊和副队长己不能都参加；(5)上

级决定副队长己参加。根据以上意见，下列推理完全正确的

是： A.甲、丁、己参加B.丙、丁、己参加 C.甲、丁、己参

加D.甲、乙、丁、己参加 【答案】D。 23.中国移动通讯公司

曾经投入巨资扩大移动通讯服务覆盖区，结果当年用户增加

了25%，但是总利润却下降了10%。最可能的原因是： A.中国

移动新增用户的消费总额相对较低 B.中国移动话费大幅度下

降了 C.中国移动当年的管理出了问题 D.中国移动为扩大市场

投入的资金过多 【答案】D。 24.下面是济南点击查看济南及

更多城市天气预报、郑州点击查看郑州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

、合肥点击查看合肥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南京点击查看南

京及更多城市天气预报四城市某日的天气预报。已知四城市

有三种天气情况，济南和合肥的天气相同。郑州和南京当天



没有雨。以下推断不正确的是： A.济南小雨B.郑州多云C.合

肥晴D.南京晴 【答案】C。 25.9月29日美国各地近万名群众在

华盛顿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战争和种族主义的集会游行，

呼吁美国政府不要以暴力手段来响应“9?11”的恐怖事件。

下列口号中最不可能出现在集会中的是： A.战争不能使我们

的亲人复生 B.严惩“9?11”元凶 C.不要以我们的名义发动战

争 D.人民不需要战争和种族主义 【答案】B。 26.某国经济以

农业为主，2001年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国际有关组织号召

各国人民向该国伸出援助之手。下面最可能的推断是： A.该

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B.该国是一个经济发达国家 C.该国国民

收入低，生活水平低D.该国的经济受气候影响大 【答案】D

。 27.1980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婚姻状况中分居(包括法

律上的分居和两地分居)的女性比男性多100万。以下哪项有

助于解释此结果： Ⅰ在美国婚龄女性比婚龄男性多 Ⅱ人口普

查漏掉的分居男性多于分居女性 Ⅲ有更多的分居男性出国居

住 A.只有Ⅰ B.只有Ⅱ C.Ⅰ和Ⅲ D.Ⅱ和Ⅲ 【答案】D。 28.如

果某人是杀人犯，那么案发时他在现场。据此，我们可以推

出： A.张三案发时在现场，所以张三是杀人犯 B.李四不是杀

人犯，所以李四案发时不在现场 C.王五案发时不在现场，所

以王五不是杀人犯 D.许六不在案发现场，但许六是杀人犯 【

答案】C。 29.凡有关国家机密的案件都不是公开审理的案件

。据此，我们可以推出： A.不公开审理的案件都是有关国家

机密的案件 B.公开审理的案件都不是有关国家机密的案件 C.

有关国家机密的某些案件可以公开审理 D.不涉及国家机密的

有些案件可以不公开审理 【答案】B。 30.一天晚上，某商店

被盗。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得出如下判断：(1)盗窃者或是甲



，或是乙；(2)如果甲是盗窃者，那么作案时间就不在零点之

前；(3)零点时该商店的灯光灭了，而此时甲已经回家；(4)如

果乙的供述不属实，那么作案时间就在零点之前；(5)只有零

点时该商店的灯光未灭，乙的供述才属实，由此可以推出本

案的盗窃者是： A.甲 B.乙 C.甲或者乙 D.甲和乙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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