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物流管理模拟试卷（四）物流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

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4/2021_2022__E7_8E_B0_

E4_BB_A3_E7_89_A9_E6_c31_644782.htm id="tb42"

class="mar10">一、单项选择题（在A、B、C、D四个选项中

选择一个最佳答案。每题1分，共20分） 1、供应商管理的首

要工作是( ) A. 了解供应商 B. 了解资源市场 C. 了解供应商及

资源市场 D. 进行供应商调查 2、初步供应商调查的目的之一

是（ ） A、了解供应商的质量如何 B. 了解供应商的市场份额

有多大 C. 为选择最佳供应商做准备 D. 了解掌握整个资源市

场的情况 3、对信用度的调查，在初步调查阶段，可以采用

（ ） A. 访问制 B. 统计分析 C. 定量分析 D.广泛调查 4、供应

商伙伴关系的管理最终必须（ ） A、程序化 B. 规范法 C. 实

施与监测 D. A、B二项 5、定量定货制度在确定了订货点后，

就必须考虑订货量，订货量的确定可参照（ ）。 A. 经济订货

批量来进行 B.安全库存量 C. 企业每天货物耗用量 D.储备库存

量 6、现代化的库存管理方法是指（ ） A. 准时制 B. 消除存货

C. 消除浪费 D. 避免不同状态物料转化时间差 7、准时制管理

也称（ ） A. “看板”管理 B.卡片管理 C. 零库存管理 D.以上

三项都对 8、招标从实施步骤上区分，可分为( ) A. “一步招

标法” 、 “两步招标法” B. 国际、国内公开招标平 C. 国际

有限招标和国内有限招标 D.B、C二项 9、招标文件至少应包

括（ ） A. 一般合同条款 B. 招标须知 C. 投标须知 D. 招标须知

和投标须知 10、直接采购（ ） A. 没有一点竞争性 B.具有一

定竞争性 C.可有竞争性 D.有时有竞争性 11、对于那些自身资

源有限，或不想把物流培植成核心能力，但又想拥有高效率



、高水平物流服务的企业，（ ）是一种可行的模式。 A、建

立协作型物流组织 B、组建一体化管理的物流组织 C、成立

物流子公司 D、委托第三方物流企业 12、最典型意义的第三

方物流企业是（ ） A、操作性的物流企业 B、行业倾向的物

流企业 C、多元化的物流企业 D、顾客化的物流企业 13、操

作性物流企业通常以（ ）进行竞争 A、成本优势 B、服务优

势 C、差异化策略 D、特定行业优势 14、统筹物流中心的建

设，属（ ） A、发生源规制 B、交通量规制 C、交通流规制

D、企业自律行为 15、下列服务要素中属于交易前要素的是

（ ） A、顾客服务条例的书面说明 B、订货的便利性 C、替

代产品 D、产品跟踪 16、订单传递准确性最高的方式是（ ）

A、手工传输 B、电话传输 C、传真 D、网络传输 17、企业的

顾客服务标准和绩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的影响。 A、少

数顾客的特殊要求 B、竞争环境及行业传统 C、销售人员 D、

企业的技术特征 18、水路运输适于： （ ） A、运距长，运量

大，时间性不太强的运输 B、运距短，运量大，时间性不太

强的运输 C、运距长，运量小，时间性不太强的运输 D、运

距长，运量大，时间性很强的运输 19、水路运输的费用较低

，我国沿海运输成本只有铁路的（ ） A、30% B、40% C

、45% D、50% 20、港口是水运货物的集散地，又是水陆运输

工具的衔接点除供船舶停靠使用外，为了客货的疏运，还必

须与（ ）交通相接。 A、航空 B、公路 C、陆路 D、铁路 二

、多项选择题（在A,B,C,D四个选项中选择正确的答案，填写

在答题卡上。多选或少选均不得分。每题2分，共20分） 1、

有关常用吸潮剂特性的描述正确的是（ ） A、生石灰吸湿饱

和后应立即清理出库 B、氯化钙在库外加热使溶液中水分蒸



发，仍可得到氯化钙结晶，可继续作为吸潮剂使用 C、硅胶

有良好和持久的吸湿性能 D、硅胶不能重复使用。 2、高速公

路的主要特点是：（） A、行车速度高 B、通过能力大 C、立

体交叉 D、安全性好 3、铁路车站按技术作业的不同分为：（

） A、中间站 B、区段站 C、编组站 D、货运站 4、汽车站主

要包括：（） A、停车场 B、货运站 C、编组站 D、区段站 5

、港口主要的类型有：（） A、商港 B、工业港 C、枢纽港 D

、贸易港 6、运输结点主要有：（） A、铁路车站 B、汽车站

C、港口 D、航空港 E、管道站 7、运输管理的基本原则：（

） A、及时 B、准确 C、经济 D、安全 8、实行运输合理化的

有效措施主要有：（） A、提高车辆实载率 B、减少劳力投

入，增加运输能力 C、发展社会化的运输体系 D、加快高速

公路的建设 9、运输的主要功能是：( ) A、产品转移 B、产品

增值 C、产品储存 D、产品销售 10、汽车主要由下列几部分

组成：( ) A、发动机 B、底盘 C、车身 D、电器设备 三、判

断题（每题1分，共20分。对的打√，错的打×。） 1、顾客

服务的投资回报率要大大高于投资于促销和发展新顾客的活

动。（ ） 2、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的迅速发展，订

单跟踪技术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 ） 3、顾客服务评价标

准中订单处理状态属交易中要素。（ ） 4、确定供货优先等

级时，可以按向顾客承诺的到货日期先后进行处理。（ ） 5

、实行运输合理化的有效措施之一是提高实载率，其意义在

于：充分利用运输工具的额定能力，减少车船空驶和不满载

行驶的时间，从而求得运输的合理化。（ ） 6、运输组织经

济原则：就是采取最经济、最合理的运输方案，有效地利用

各种运输工具和运输没施。节约人力、物力和运力，提高运



输经济效益，降低货物运输费用。（ ） 7、航空货运单是订

立合同、接受货物和运输条件的初步证据，其作用有：运输

合同凭证，航空货运单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缔结运输合同

的凭证；航空货运单是承运人签发的已收运货物的证明，但

它不是运费结算凭证及运费收据。（ ） 8、供应商调查，在

不同的阶段的要求是一样的。（ ） 9、经常要选择供应商，

就可以利用供应商卡片来进行选择。（ ） 10、把众多的供应

商的调查资料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资源市场自身的基本情

况。（ ） 11、建立供应商伙伴关系的第一步是要得到部门领

导的重视和支持。（ ） 12、所谓安全库存就是为了预防临时

用量增大或到货间隔期延长而多储备库存量。（ ） 13、生产

设备和技术与制造产品要求不相符合，有时会造成生产时间

的间断性，库存积压。（ ） 14、生产均衡化是准时制管理实

施的唯一条件。（ ） 15、招标按投标人的注册国来分，有国

内招标和公开招标两类。（ ） 16、一步招标法是指招标人一

次报出投标价和技术响应书，截标后紧接着开标、评标授标

。（ ） 17、不登广告，而是在国际上直接邀请(也含邀请国

内)有限几家投标人参加投标竞争此方法即为国际有限招标。

（ ） 18、技术规格是招标文件和合同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规定所购货物、设备的性能和标准。（ ） 19、防止腐朽霉

变、鼠咬虫食是包装的主要作用之一。（ ） 20、玻璃纸其主

要特点是美观、透明，有很强的装饰性能，强度高。（ ） 四

、简答题（每题5分，共15分） 1、现代物流产业形成的原因

是什么？ 2、库存物损耗的形式及其产生的原因。 3、缓冲包

装方法有哪几种？ 五、计算（每题10分，共10分） 某库房温

度300C，测定空气中水汽压力为19.09毫米汞柱，求该库房相



对湿度。（300C时饱和湿度为31.82毫米汞柱） 六、案例题（

每题15分，共15分） 宝供为什么受欢迎？ 宝供储运，是一家

民营的中型储运企业，成立于1994年底，但是，在这短暂的

成长过程中，它对应用信息技术的追求却贯穿始终。对不太

了解储运行业的人来说，可能很难想象这类在印象里靠“搬

东西、看仓库”赚钱的企业，特别是这么一个原本很小的民

营企业，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竟然会这么执著；甚至，一些储

运业的同行也不一定会理解或者赞同宝供储运的这种“另类

做法”。然而，正是这种“另类做法”使得宝供储运业务实

现连续翻番，资产几十倍的增长。 宝供储运的总经理和创始

人刘武在1992年承包了广州的一个铁路货物转运站。他承担

下来的货运任务大多都能及时完成，运输的质量比较好，仓

库也比较干净，另外他的货运站也是当时唯一的一家能够提

供24小时货运仓储服务的企业。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1994

年刘武终于迎来了一个对未来事业将产生巨大影响的客户宝

洁公司（P&amp.G）。 1994年，美国宝洁公司进入中国市场

，并在广东地区建立了大型生产基地。对于刚刚进入中国市

场的宝洁公司来讲，产品能否及时、快速地运送到全国各地

，是其能否快速抢占中国市场的一个重要环节。1994年的广

东，国营储存和运输两种不同类别的公司占据了物流行业的

主导地位。宝洁公司首先联系的就是这些大型国营储存和运

输公司，但由于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官僚主义作风，

管理混乱，服务质量差，使宝洁公司终于忍无可忍，开始把

目光投向了民营储运企业。 被宝洁公司这样的一家大客户看

上，使当时还处于个体户形态的刘武颇感紧张。他说：“在

整个发运过程中，我们好像是在照料小孩子一样，对‘宝洁



’的货物真是呵护备至。”为了保证运输的质量，刘武将集

装箱送上火车以后，马上乘飞机去了上海，当时他想，一方

面去上海可以现场“督战”，另一个方面还可以考察各个环

节，拿到第一手资料，这样才能够保证以后的发运可以顺利

进行，满足客户的要求。 刘武在这次“考试”中得了高分。

不过这次生意的成本也确实很高，刘武自己说那次根本没有

赚到什么钱。但是这没赚钱的生意，却为刘武承包的转运站

带来了越来越多让同行“眼红”的单子。“宝洁”从此开始

陆陆续续地给刘武加大业务量，甚至一度把自己所有的铁路

货运业务全部交给了刘武的宝供储运。 在业务的发展初期，

由于业务量小，复杂程度低，依靠灵活的人工操作管理与服

务顾客的思想，就可取得一定的成效。按刘武的话说：“传

统的动作方法必须改变，我必须要知道客户需要一些什么，

然后想办法去满足他。否则人家又何必来找你一个小公司呢

？”这个想法后来也促使他下决心创办了宝供储运这一企业

。 1994年刘武注册成立了广州宝供储运有限公司。对宝供储

运的整个发展来说，“宝洁”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大客户。刘

武一直强调：通过跟“宝洁”合作，他们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在合作过程中，“宝洁”会不断地提出更高的目标、新

的要求，更重要的是，它也会很愿意帮助你提高。这样无形

之中就推动了刘武不断地去学习和思考，同时也就开启了刘

武对信息技术的渴望。 宝供储运在发展到高速成长阶段的时

候开始遇到了一个信息瓶颈的问题。一张单子，刘武可以自

己去跟踪，现在一天可能有上百张的单子，这个问题靠人力

已经是很难解决了。实际上，“宝洁”对这个问题的反应最

是敏感。经过一年左右相对的“蜜月”期之后，“宝洁”对



宝供储运的意见开始越来越大。以前“宝洁”发现问题后，

宝供储运马上就会去改进，可现在业务越来越大，宝供储运

的反应速度却在明显下降。1996年，“宝洁”连续几次向刘

武投诉，批评宝供储运不能提供及时准确的货运信息，进而

指出经他们统计，发现某地的到货时间不准时，破损率也有

上升。刘武一时摸不着头脑，因为他和业务部了解到的情况

来看并不存在这样的问。可是一看“宝洁”详细的数字化收

货记录，顿时就傻了眼。原来有些分公司的人员利用信息瓶

劲“瞒天过海”，报喜不报忧，费了很大力气统计上来的信

息竟然有不少的水分。 这件事除了让刘武为公司的管理再次

深感担忧之外，也使他发现宝洁公司不仅要求提供宝全、准

确、及时、可靠的储运服务，还对整个在物流各个环节产生

的信息非常关注，比如货物什么时候发运、用的是哪趟火车

、预计何时到货、货物情况如何、有无破损、是否已经签收

，等等。那么，如果宝供储运可以突破“信息瓶颈”，能够

实时监控各个储运环节，不也就可以“捎带手”地把这些信

息告诉宝洁公司吗？这种服务应该是会很受客户欢迎的。 尽

管资金非常紧张，刘武还是尽力建立了一套信息系统，但正

式运行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了。在刘武的带动下，宝供储运

对信息系统的应用水平提高得很快。而这些越来越高的应用

水平也给宝供储运的信息系统挑出了不少毛病，不少员工在

发现这个系统确实有用之后竟然“得寸进尺”地提出了许多

新的要求。要知道，业务人员的真正参与才是信息系统建设

成功的关键。 在员工们提出的各种要求之中，有人提出现在

的数据确实是很及时也很丰富，但是要查一逐步形成的数据

往往要经过繁琐的程序，有时候点击了六七下鼠标还找不到



需要的信息。能不能想办法让这些数据可以从数据库里面自

动提取出来？按一两个键，就会产生所要的表格。 1998年8月

，他们开始自己做这方面的工作，到10月已基本完成。由于

可以把原来有异地终端上的数据转化为本地可以查询的表格

，不但内部查询起来比较方便，更关键的是，把这套系统提

供给客户，还可以把有关客户所需要的信息数据集成在表格

之中，客户可以在网上查，宝供储运还可以把自己收集的数

据用电子邮件发送过去。这就比原来让客户自己上网查询更

前进了一步，使上不了Internet的客户也可以坐着享受宝供储

运的服务了。自动报表系统完成后，受到了业务、质量、市

场等部门的一致好评，而且从1999年2月以后，这套系统已经

作为一个新的“卖点”，成了宝供储运市场推广的重点方向

。 宝供储运做到今天，已经从只有“宝洁”一个客户变成了

拥有45个客户，从4个分公司变成了在全国31个城市都设有运

作点的公司。先不说信息系统对它的发展起了多大作用，单

从现在公司的业务管理来看，没有1998年开始的“思想革命

”就不可能正常运转。 从营运管理部统计的数字显示：目前

宝供储运在运营指标方面也有了一定的提升。比如以前从广

州运到北京要15天，现在只需要10天；在时间可靠性方面，

原来能达到90%就不错了，可现在铁路运输已经提高到了95%

，公路甚至可以达到99%以上。目前主的操作全部由分公司

完成，总公司业务部的12个人只负责监控。这在以前是不可

想象的事情。 营运管理部的经理何召普说：“打个形象一点

的比喻，我们在没有用这个系统的时候更像是一个作坊，现

在我们就是一家比较现代化的工厂了。” 刘武最近说了这样

一句话：“我们企业的优势是什么？钱没人家多，人也没人



家多，规模、名气更是没人家大，说到底，只有搞好客户服

务的这套思路和让思想变为现实的这套信息系统。” 问题：

(1)宝供依靠什么从一家传统储运企业发展为一家现代物流企

业？ (2)广州宝洁对宝供而言是一个什么样的客户？对这样的

客户应采取什么样的服务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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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