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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E7_BB_8F_c49_83689.htm 一、单项选择题(共60题，每题1分

。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 1、农业在我国

国民经济中占有_______地位。 a.基础产业 b.引导产业 c.核心

产业 d.尖端产业 2、我国农业的两个转化包括_______。 a.由

原料型农业向加工型农业转化 b.由家庭经营型向集体合作经

营转化 c.由自给性农业向商品性农业转化 d.社会主义农业的

自我完善 来源：www.examda.com3、现阶段我国农村经济的

支柱是_______。 a.种植业 b.畜牧业 c.农业和乡镇企业 d.经济

开发区 4、农产品市场划分为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是根

据_______。 a.农产品交易的性质不同 b.农产品交易的空间不

同 c.农产品市场的供求状况不同 d.农产品交货的时间不同 5、

农产品购销差价是由商业企业在组织农产品的购销活动中的

流通费用、利润和_______构成。 a.税金 b.利息 c.生产成本 d.

交易费用 6、农业概念的内涵是指_______。 a.划定农业与非

农业的界限 b.农业产业部门具有的本质属性和特点 c.种植业

d.通过农作物生长发育和繁殖以取得生物性产品的部门 7、生

态系统结构有_______组成部分。 a.动物、植物和微生物 b.生

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 c.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和环境系

统 d.土壤、水、空气、营养元素等 8、农业基本建设是

指_______。 a.比较长期固定在土地上的资金投放，并且要形

成固定资产 b.水利设施建设 c.建设农业高等院校 d.增加农业

投入 9、作为资源的土地_______。 a.是纯粹的自然产物，没

有价值 b.虽是经济综合体，但不体现价值 c.虽是经济综合体



，但不能增值 d.具备价值属性，而且不断增值 10、级差地租

是_______。 a.等量资本投入到同一土地所获得收益不同由此

产生的超额利润部分 b.等量资本投入到不同土地所获得收益

不同由此产生的超额利润部分 c.同一块地连续投资，各次投

资生产率不同所产生的超额利润部分 d.不同块地连续投资，

各次投资生产率不同所产生的超额利润部分 11、提高农业劳

动力利用率的途径有建立合理的农村就业结构和_______。 a.

加强农业专业人才培养 b.转移劳动力 c.实行劳动集约 d.充分

利用劳动力资源 12、狭义农业是指_______。 a.种植业 b.林业

c.畜牧业 d.渔业 13、农业区划是指在全国或一个地区范围内

，根据自然经济条件及生产状况的_______来划分不同的农业

区域。 a.地域性差异 b.好坏程度 c.等级与类型 d.耕作特点 14

、气候资源条件调查中的灾害性气候调查的内容有干旱、洪

涝、台风、寒流、冰雹等情况，以及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预

防或_______措施等。 a.避免灾害的 b.防止灾害的 c.抗御灾害

的 d.减轻灾害的 15、根据农业区划的原则和标准我国划分

为_______一级农业区。 a.9个 b.8个 c.10个 d.11个 16、农林牧

副渔各部门的构成及其比例关系称为农业生产的_______结构

。 a.一级 b.初级 c.二级 d.次级 17、农业生产专业化的生产单

位要根据自然和经济条件专门生产_______产品。 a.一种 b.一

至三种 c.几种 d.一种或几种 18、农业自然资源是指_______。

a.土地与生物资源 b.土地与气候资源 c.在农业自然条件中能被

农业利用的各种因素 d.农用土地与水利资源 19、农业自然资

源更新系数的定义是指_______。 a.资源再生量与资源消耗量

的比值 b.资源消耗量与资源再生量的比值 c.资源再生量减去

资源消耗量的差值与资源再生量的比值 d.资源再生量减去资



源消耗量的差值与资源消耗量的比值 20、农业中的水资源是

指_______。 a.地球表面的水体 b.地表水 c.地表水和地下水为

主的淡水数量和质量 d.江河湖海的全部水量 21、不属于我国

水资源的特点的有_______。 a.总量较大，人均量少 b.地区分

布不均，呈梯度分布 c.时间分布的均衡性 d.水土组合的不均

衡性 22、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属于_______负担。 a.间接 b.隐

性 c.直接 d.显性 23、目前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领导机构

是_______。 a.民政部 b.国务院减轻农民负担联席会议 c.财政

部 d.农业部 24、农业区划的基础是_______。 a.我国是个农业

国 b.我国是个农村人口占多数的大国 c.农业生产的地域性 d.

气候条件的多样性 25、实物指标反映不同质的_______。 a.价

格 b.使用价值 c.总规模 d.价值 26、某村购置新拖拉机一台，

原价15000元，运回村里花费包装费、运输费1000元，采购

费500元，安装人员招待费300元，免费安装。该拖拉机的原

值是_______元。 a.15000 b.16500 c.16800 d.16000 27、在农村合

作经济统计中，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是指由_______以上农民按

协议组建的企业。 a.3户 b.5户 c.8户 d.10户 28、能够给会计主

体带来未来经济利益的经济资源是_______。 a.资产 b.资本 c.

资金 d.利润 29、费用发生的范围是在_______过程中。 a.会计

期间 b.生产经营 c.资产损失 d.招待 31、管理是实现_______的

一种有组织的活动。 a.经营目标 b.共同活动 c.社会化大生产

d.经营活动 32、在企业管理中，_______职能是企业管理的首

要职能。 a.计划 b.组织 c.指挥 d.控制 33、企业管理的主体是

指企业的_______。 a.管理体制 b.管理机关 c.全体成员 d.管理

者 34、企业经营战略是企业为了谋求长期的生存和稳定发展

，在调查、预测和把握企业内外环境条件的基础上，对企业



的经营发展所作的_______谋划。 a.局部 b.长期 c.总体 d.短期

35、选择主导生产部门应考虑_______。 a.根据市场需求来发

挥本企业优势 b.利用辅助部门未利用的资源 c.利用辅助部门

的产品 d.保证辅助部门生产的需要 36、在相同的自然条件下

，形成不同农业生产结构的主要原因是_______。 a.人口 b.社

会经济条件 c.消费习惯 d.工业发展水平及农业科技水平 37、

企业通过向银行借款、发行债券、应付款项等方式取得的资

金叫_______资金。 a.债务 b.权益 c.风险 d.收益 38、企业流动

资产中流动性最强的资产是_______。 a.银行存款 b.短期投资

c.应收及预付款 d.存货 39、收账政策的制定，应按照_______

的原则制定相应可行的政策。 a.花费最大 b.损失最小 c.总成

本最小 d.回收款最大 40、一个或一组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生

产出产品数量的规定称为_______。 a.数量定额 b.工时定额 c.

生产定额 d.产量定额 41、土地使用权管理主要包括土地使用

权的确定，土地使用权的变更和_______的管理。 a.土地承包

合同 b.土地经营权 c.土地转包权 d.土地使用权纠纷 42、关于

农业总产值结构说法不正确的是_______。 a.农业总产值结构

指农、林、牧、副、 渔五种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百分比 b.总

产值结构是分析农业生产结构的基本指标 c.适用于农业生产

各部门，具有较大的可比性 d.可以单用农业总产值结构来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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