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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4_BA_91_c26_646356.htm 第一部分常识判断(共25题，参

考时限10分钟) 根据题目要求，在四个选项中选出一个正确答

案。 请开始答题： 1．下列各种行为哪项实行数罪并罚?() A

．实施了非法制造枪支、非法运输弹药、非法储存爆炸物及

非法邮寄弹药行为的 B．犯重大责任事故罪致人重伤、死亡

的 C．为追索债务而非法拘禁他人并使用暴力使他人重伤、

死亡的 D．强奸妇女后，又实行杀人行为以图灭El的 2．杜某

和钟某1997年合伙开饭店，因经营有方，饭店生意兴隆

，1998年5月，钟某的妻弟李某要入伙，以下哪项表述不正

确?() A．设杜某不同意李某入伙而钟某同意，则李某不能入

伙 B．设杜某和钟某都同意李某入伙，但在入伙协议中约定

李某不执行合伙事务并不能自营饭店 C．设李某人伙后，饭

店经营不善导致合伙散伙，对于1998年5月以前合伙债务李某

不负还之责 D．设李某人伙后，饭店经营不善致合伙散伙，

对入伙之前债务李某与杜某、钟某负连带责任，但权就其承

担数额向杜某、钟某追偿 3．下列可以设定临时性行政许可

的方式有()。 A．国务院决定B．行政法规C．省级人民政府

规章D．部门规章 4．监护是为无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设定专

人以保护和管理其人身和财产利益的法律制度。下列于监护

人职责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代理被监护人进行民事活动

B．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 C．承担被监

护人毁坏他人财物的刑事法律责任 D．承担被监护人致人损

害的侵权赔偿责任A．劳动对象B．生产工具C．劳动资料D



．劳动者 8．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归根到底是

通过全党的努力，使党成为()。 ①始终做到“三个代表”，

保持先进性、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②科学

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党 ③与时俱进、依法治国的党 

④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党 A．①②B

．①②③C．②③④D．①②③④ 9．自1986年以来，我国政

府就积极争取恢复我国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

。1995年1月，世界贸易组织取代关贸总协定后，我国又继续

为加入世贸组织而努力。之所以如此，其最主要原因是()。 A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B．经济全

球化的趋势要求我们，只有进入世界市场，有一个良好的国

际经济环境，我国的改革和发展才能更好地进行 C．加人世

界贸易组织有利于我国民族工业的振兴与繁荣 D．加人世贸

组织有利于我国引进外资 10．法律规定的不以当事人的主观

意志为转移的能引起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属于()

。 A．法律解释B．法律事件C．法律行为D．法律部门 11

．2003年1月1H，《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正式开始生

效。所谓的政府采购，本质上是()。 A．政府直接购买商品和

劳务 B．政府依法购买商品和劳务 C．政府委托民营企业为

其购买商品和劳务 D．政府在购买商品和劳务的过程中，引

入竞争性的招投标机制 12．某甲在银行取款时，银行工作人

员因点钞失误多付给1万元。甲以这1万元作本钱经商，获利5

千元，其中2千元为其劳务管理费用成本。一个月后银行发现

了多付款的事实，要求甲退回，甲不同意。下列有关该案的

哪一表述是正确的?() A．甲无需返还，因系银行自身失误所

致 B．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元 C．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1万



元，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 D．甲应返还银行多付的l万元

，同时还应返还1个月的利息及3000元利润 A．有限责任公司

必须在公司名称中标明“有限责任公司”的字样，但股份有

限公司就不必在公司名称中标明“股份有限公司”的字样了

B．公司章程对公司所有员工都具有约束力 C．甲公司在A市

工商局登记设立，但其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是B市，则甲公司

的住所地在B市 D．某公司章程规定该公司只能生产塑胶产品

，但该公司多次向胜利网络公司销售电脑配件，则该公司与

胜利网络公司的销售合同无效 15．在民事诉讼中，下列何种

人可以作为委托代理人?() A．受过刑事处罚的人B．限制行为

能力的人 C．可能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人D．人民法院认为不

宜作诉讼代理人的人 16．王某30岁，游手好闲。赵某是王某

的邻居，17岁，间歇性精神病人，正在读高一。2008年3月2

日，王某见赵某在街边玩，便对赵某说：“你要是能将李家

的狗砸死，我就送你一辆自行车。”赵某就捡起一块石头，

趁李某家没人，钻到李家将李某家的黄狗(市价500元)砸死，

然后跑回来向王某要钱，王某拒绝。下列说法正确的是()。 A

．王某应当按照约定送赵某自行车，否则赵某可以追究其违

约责任 B．如果赵某的父亲追认王某与赵某的约定，则王某

应当按照约定送赵某自行车 C．若李某要求赔偿狗的损失，

王某应当负主要责任，赵某的父母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D

．若李某要求赔偿狗的损失，赵某的父母应当负主要责任，

王某也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17．下列情形哪一项属于自首?()

A．甲杀人后其父主动报案并将甲送到派出所，甲当即交代

了杀人的全部事实和经过 B．甲和乙共同贪污之后，甲主动

到检察机关交代自己的贪污事实，但未提及乙 C．甲和乙共



同盗窃之后，甲主动向公安机关反映乙曾经诈骗数千元，经

查证属实 D．甲给监察局打电话，承认自己收受他人1万元贿

赂，并交代了事情经过，然后出走不知所踪 18．甲到乙的办

公室送文件，乙不在。甲看见乙办公桌下的地上有一活期存

折（该存折未设密码)，便将存折捡走。乙回办公室后找不着

存折，但看见桌上的文件，便找到甲问是否看见其存折，甲

说没看到。甲下班后去银行将该存折中的5000元取走。甲的

行为构成()。 A．侵占罪B．盗窃罪 C．诈骗罪D．金融凭证

诈骗罪 19．宪法规定，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基层政权

的相互关系由法律规定。下列哪一项不属于基层政权的范

畴?() A．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 B．不设区的市、市辖

区的人民政府 C．不设区的市、市辖区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

D．县人民政府 20．根据《土地管理法》确立的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国家在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对土地用途如何

分类?() A．国有单位用地、集体用地和私人用地B．城市用地

、乡村用地和其他用地 C．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D．

工商业用地、农业用地和住宅用地 21．据《经济学家》杂志

刊登，1995年全球保险费用首次超过2万亿美元。《经济学家

》指出，私人保险费用支出最多的国家往往是最富有的。在

这些国家，购买保险是一种大众化的投资手段。其主要原因

是()。 A．贫穷国家开展保险事业的效果不大 B．经济实力是

保险业的坚实后盾，现代保险日益发达 C．保险费用占GNP

匕重的增长导致了基础投资不足 D．保险只是富人或富国的

事 22．根据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

有四类案件实行不公开审理。下列哪一项不属于不公开审理

的范围?() A．已满16周岁的张某抢劫案 B．刘某以性生活不



和谐提出与丈夫离婚且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C．著名艺人

王某起诉某报社和厂家侵犯其肖像权且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

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D．甲公司起诉陈某和乙公司侵犯其

技术秘密且申请不公开审理的案件 23．京剧中的“大花脸”

所属的行当是()。 A．生B．旦C．丑D．净 24．政府职能的

实施主体是()。 A．各级人民代表大会B．各级政协机关 C．

各级人民政府D．各级公务员 25．土地使用权划拨，是指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在土地使用者缴纳补偿、安置等

费用后将该块土地交付其使用，或者将土地使用权无偿交付

给土地使用者使用的行为。依据有关法律规定，下列哪一建

设用地项目不能取得划拨土地使用权?() A．望湖乡政府办公

楼建设用地 B．西关镇人民医院建设用地 C．南湖别墅区通

往南山镇的道路建设用地 D．民办北岭大学校区扩建用地 第

二部分言语理解与表达(共35题，参考时限30分钟) 本部分中

每道题包含一段话或一个句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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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开始答

题： 26．俄罗斯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内有个“普希金之家”，

是珍藏俄国古典文学大师们遗物的小型博物馆。在这里我大

吃一惊：原来我所崇敬的那些文学大师，几乎都能画一手好

画。但这些画在普希金之家并不作为一种纯粹的艺术作品，

而作为作家的遗物，和大师们的书桌、文具、手杖、眼镜、

外衣、怀表和水杯摆在一起。它们被当做作家生命气息的载

体一一而不是心灵欲望的载体。对这段文字的主旨概括最准

确的是()。 A．普希金也能画一手好画 B．普希金的画是对其



内心理想、信念、追求的反映 C．普希金的画是能反映其心

理与性格的‘日常生活用品 D．普希金的画不是纯粹的艺术

作品，但有独立的价值 27．由杨丽萍编导并领衔主演的大型

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全球公演计划启动。该歌舞集海

外推广商宣布将《云南映象》更名为《寻找香格里拉》，歌

舞集的海外演出到目前为止已预订了近200场。这段话，透露

出这样一个主要信息()。 A．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B．原

生态的艺术也有巨大的商业价值 C．民族艺术墙内开花墙外

香D．民族艺术也需要全方位包装推广 29．目前，市场上一

方面居民手中有大量的货币和存款，另一方面不少商品供大

于求；一方面物价上涨幅度较大，另一方面有的企业开不了

工。这段话意在说明()。 A．市场供求关系存在矛盾B．物价

上涨幅度大，人民手中的货币在贬值 C．人民舍不得花钱买

商品D．企业开不了工会影响自身的发展 30．早在三千多年

以前，我国就有了世界上最早的成熟文字。这些文字是刻在

龟甲和扁平的骨头上的，所以叫做甲骨文。这些文字直

到1898年才被发现。这段话的主要意思是()。 A．我国在1898

年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B．早在三千多年前就出

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C．1898年在我国发现了三千

多年前出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文字甲骨文 D．甲骨文是三千多

年前我国刻在乌龟壳和扁平的骨头上的最早的文字 阅读以下

文字，完成31～35题。 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生物都有一个共

同的起源，它们都是通过一个至今仍在延续的过程逐渐转变

和发展起来的，这除了博物学家的观察之外，还有分子生物

学展现的一些“证据”。 其中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在研

究一种特殊蛋白质时所发现的细胞色素C。所有的生物有机



体都需要这种细胞色素C，以便通过它呼吸氧化食物分子获

得能量。它在进化过程中的出现为多细胞的有机体的产生做

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这种细胞色素C是由104个氨基酸构成

的，这些氨基酸围绕着一个玫瑰花形的、中心有一个铁原子

的血红素基团。这些氨基酸的位置可以变化而分之的结构不

变：在人和黑猩猩身上是相同的，而在人和马身上就有了区

别(104个中有12个位置不同)，在人和粮食霉菌上则达到了最

大区别(104个中有44个位置不同)。两个如此不同的蛋白链为

什么能有相似的功能呢?答案是这样的：即大多数的氨基酸是

可以相互转换的，只有一些(在我们熟知的所有物种中仅有35

个)不能在蛋白质还没有停止其活动时被[]。另一方面，从进

化的观看，这种区别是很重要的：现在分离开的两个有机体

的共同祖先距今时间越远，其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发生的改变

就越大。 细胞色素C以其古老和易于获得结晶而引起了有关

生物学家的极大重视，有助于通过分析不同物种的细胞色

素C的区别，掌握其有关进化的很多信息，估计生物的主要

属种发生进化的可能时间。这样绘制的进化谱系图与传统方

法绘制的谱系图相一致，氨基酸排列顺序的对照就成为研究 

进化过程的一种宝贵的工具和手段。 31．下列对细胞色素C

的解说，不正确的一项是()。 A．细胞色素C被发现后，进化

论关于生物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的观点终于得以证明 B．细胞

色素C在所有的生物有机体中分子结构不变 C．细胞色素C是

生物有机体进行呼吸的基本要素 D．细胞色素C由氨基酸构成

，而氨基酸的排列顺序大都可以变化 32．对文中加点的“相

似的功能”理解正确的一项是()。 A．促使多细胞的有机体产

生B．区别开人和马，人和粮食霉菌 C．在蛋白质活动或停止



活动时相互置换D．通过呼吸氧化食物分子获得能量A．因为

细胞色素C非常古老，所以通过对它的研究，可以估计生物

的主要属种发生进化的可能时间 B．两个分离开的有机体的

细胞色素C中氨基酸排列顺序越接近，说明它们的共同祖先

距今距离越近 C．氨基酸的序列，不同的物种有不同的变化

，尽管有一些位置上的氨基酸在所有的物种中都是一致的 D

．除了35个不能在蛋白质还没有停止活动时被替换的氨基酸

外，其他的氨基酸可以相互转换 35．文中[]应填入的内容是()

。 A．替代B．转化C．转移D.合成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36

～40问题。 人对技术的乐观或悲观倾向由来已久，但普林斯

顿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泰讷的说法可能会使你大吃一惊：技

术不仅没有给人类缔造福祉，反而极大地[]了人类。 最熟悉

的例子也许莫过于抗菌素的使用了。21世纪早期，在抗菌素

研讨方面所取得的突破使。一些人乐观地预测说，长期以来

困扰人类的一些古老疾病将被彻底消灭。而现在，抗菌素的

大量使用使细菌的抗药性空前提高，我们面对一波又一波的

“超级虫”却拿不出新的抗菌素来击败他们! 事实上泰讷对“

报复效应，，产生兴趣，正是从他10年前对办公室自动化的

观察开始的。纸张不仅没有随着符合环境保护主义的所谓“

无纸时代”的来临而消失，反而由于供不应求而价格大涨。 

今天互联网向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打印机里倾倒着多不胜数的

信息，整洁的“无纸办公室”听起来更像是一个悖论而不是

现实。 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隐喻，在这个隐喻的背后

是一个更加高深的关于计算机的谜语：尽管计算机变得越来

越有力、越来越普及，它到底将人们的效率提高了多少呢?泰

讷认为计算机对工作效率的影响简直可以忽略不计。毫无疑



问，当今世界的人们正与计算机处于热恋之中，然而统计资

料却显示，计算机对提高生产率的影响甚小，在服务行业尤

其如此。 尽管这样，电脑技术的鼓吹者们仍坚持说，经济学

家们单从数字上做文章无法准确把握计算机给成千上万的公

司带来的重要变化。美国著名管理学家迈克尔哈默说：“认

定计算机没有带来相应的结果，持此说法的人对经济的认识

十分幼稚。”A．环境保护主义者所说的符合保护主义的“

无纸时代”只是一句空话 B．物以稀为贵，供小于求，物价

就会上涨，纸当然不例外 C．计算机的普及不但没有形成“

无纸时代”，反而耗费更多的纸张，从而使纸价上涨 D．由

于互联网向我们的生活和打印机里倾倒着多不胜数的纸张 37

．“我们也许可以把它看成一个隐喻”一句中“隐喻”，实

际是指()。 A．计算机的普及并没有提高工作效率B．大量计

算机耗费了很多纸张 C．“无纸时代”至少在目前不可能实

现D．难以理解的关于计算机的谜语 38．“但我们又怎能断

定他对技术的认识不是幼稚的呢?”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

A．信息技术使企业得以对运行机制实施革命性的改造，因

而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 B．认定计算机没有带来相应的

结果，持此说法的人对经济的认识十分幼稚 C．经济学家们

单从数字上做文章，无法准确把握计算机给成千上万的公司

带来重要变化 D．技术上的努力虽能解决现实问题，但同时

也暗藏着反噬自己的种子，从长远看是不利的 39．选出不符

合本文提供的信息的一项()。 A．泰讷认为技术并未给人类带

来福祉，其结果往往与人们当初的愿望大相径庭 B．哈默认

为信息技术使企业得以对运行机制实施改造，文章认为这种

说法也有一定道理 C．文末先说湮没静止的东西，后说可湮



没“转入岔道的火车”和“神态不清的醉汉”等“活物”，

是为了强调野葛蔓延之势的风险 D．日益复杂的技术文明常

常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结果，抗菌素、计算机、防火技术的发

明就是明证 40．文中[]应填人的内容是()。 A．报复B．击

败C．回击D．伤害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41～45题。 柏林联

邦环境局水、土壤和空气卫生研究所的污水专家多劳教授说

：“目前的问题是净水方法造成的。”他说，重点是净水的

最后阶段即沉淀，从技术上讲，通过沉淀除去包括细菌、病

毒和寄生生物在内的悬浮物是不可能的。可是，用微过滤法

使这一点成为可能。在柏林鲁勒本净化厂里，已净化的废水

在排人河流前流经微过滤试验装置。 在微过滤过程中，水流

过有0．2微米小孔的薄膜，所有较大的粒子都被挡住对于细

菌和寄生生物，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即使是更小的病

毒也会被薄膜[]，因为病毒多数吸附在较大的粒子上。此外

，这种方法还可使排出的废水中磷酸盐的含量特别低。磷酸

盐是植物的养料，会导致水域中藻类的大量繁殖，使水域变

绿。42．第①段提到“微过滤试验装置”，第③段提到“这

种方法”，第④段提到“净化设备”、“机械～生物净化装

置”、“微过滤方法”。对这五个概念的含义，理解正确的

一项是()。 A．“这种方法”就是“微过滤方法”，它是“微

过滤试验装置”中使用的净化污水的方法 B．“净化设备”

包括“微过滤试验装置”，它不使用“机械生物”净化 C．

“净化设备”属于“机械一生物净化装置”，它使用“微过

滤方法” D．“这种方法”指的是“微过滤试验装置”中使

用的净化方法，也包括“机械一一生物”净化方法 43．多劳

说，“目前的问题是净化方法造成的”。下面正确解释这句



话的一项是()。 A．用沉淀来净化，使污水变成不含任何细菌

、病毒和寄生生物等悬浮物的纯净水是远远不够的 B．从技

术上讲，用沉淀除去包括细菌、病毒和寄生生物在内的悬浮

物是不可以的 C．从技术上讲，用沉淀除去包括细菌、病毒

和寄生生物在内的悬浮物只是污水净化的前期阶段 D．污水

难以“净化”，是因为目前采用的净化方法的最后阶段，即

沉淀不可能除去包含细菌、病毒和寄生生物在内的悬浮物 44

．下列说法，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微过滤试验装

置是利用机械生物净化装置净化污水的再净化设备 B．微过

滤方法可以使“更小的病菌”被薄膜挡住，但仍有极少量细

菌、病毒等存在于净化后的水中 C．在微过滤过程中，水流

过有0．2微米小孔的薄膜后，将不再含有任何细菌和病毒，

而变成无害于人类的“纯净水” D．经过微过滤方法处理后

的废水将因为磷酸盐含量低，使水藻类植物失去养料，水变

得更清 45．文中[]应填入的内容是()。 A．挡住B．拦住C．

过滤D．筛选 阅读以下文字，完成46～50题。 人何时最容易

产生灵感呢?据有关专家调查，是在似睡非睡、似梦非梦中闪

现念头时。专家们对298人进行调查后惊奇地发现，大约90

％(262人)的人产生灵感的时间几乎在同一时间：“特别容易

激发灵感的时间”是早晨起床后、深夜、沉睡醒来和进人睡

眠前后，它们被称作思维的“黄金时间”。此外，绝大多数

人都认为在工作或学习中“最容易想出好主意的时间”是在

上午10时至11时之间。48．根据本文，灵感来自于何处?()。

A．娱乐的时候B．愉快的生活C．紧张的环境D．轻松的心

情 49．特别需要灵感的工作者是()。 A．工人B．文学家C．

老师D．农民 50．文中[]应填人的内容是()。 A．迷迷糊糊B



．混沌C．不清醒D．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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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