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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综合能力试题 

一、问题求解（本大题共 15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在下列每题给出的 A、B、C、D、E

五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的字母涂黑。） 

1．甲从 1、2、3 中抽一个数，记为 a；乙从 1、2、3、4中抽取一个数，记为 b；规定 a＞b

或者 a+1＜b时甲获胜，则甲获胜的概率是（  ） 

（A）
1

6
   （B） 

1

4
   （C）

1

3
    （D）

5

12
   （E）

1

2
 

2．已知△ABC和△A′B′C′满足 AB：A′B′=AC：A′C′=2：3，∠A+∠A′=π，则△ABC

和△A′B′C′的面积比为（  ） 

（A）√2：√3  （B）√3：√5  （C）2：3  （D）2：5  （E）4:9 

3．将 6个人分为 3组，每组 2人，则不同的分组方式有（  ） 

（A）12种  （B）15种  （C）30种  （D）45种  （E）90种 

4．甲、乙、丙三人每轮各投篮 10次，投了三轮，投中数如下表： 

 第一轮 第二轮 第三轮 

甲 2 5 8 

乙 5 2 5   

丙 8 4 9 

记𝜎1、𝜎2、𝜎3分别为甲、乙、丙投中数的方差，则（  ） 

（A）𝜎1＞𝜎2＞𝜎3            （B）𝜎1＞𝜎3＞𝜎2                （C）𝜎2＞𝜎1＞𝜎3                 

（D）𝜎2＞𝜎3＞𝜎1             （E）𝜎3＞𝜎2＞𝜎1 

5．将长、宽、高分别为 12、9、6的长方体切割成正方体，且切割后无剩余，则能切割成相

同正方体的最少个数为（  ） 

（A）3   （B）6   （C）24   （D）96   （E）648 

6．某品牌电冰箱连续两次降价 10％后的售价是降价前的（  ） 

（A）80％  （B）81％  （C）82％  （D）83％  （E）85％ 

7．甲、乙、丙三种货车载重量成等差数列，2辆甲种车和 1辆乙种车的载重量为 95吨，一

辆甲种车和三辆丙种车载重量为 150吨，则甲、乙、丙分别各一辆车一次最多运送货物为（  ）

（A）125吨  （B）120吨  （C）115吨  （D）110吨  （E）105吨 

8．张老师到一所中学进行招生咨询，上午接到 45名同学的咨询，其中 9名同学下午又咨询

了张老师，占张老师下午咨询学生的 10％，一天中向张老师咨询的学生人数为（  ） 

（A）81   （B）90   （C）115  （D）126  （E）135 

9．某种机器人可搜索到的区域是半径为 1的圆，若该机器人沿直线走 10米，则其搜索出的

区域的面积（单位：平方米）为（  ） 

（A）10+
𝜋

2
   （B）10+π  （C）20+

π

2
   （D）20+π  （E）10π 

10.不等式|x-1|+x≤2 的解集为（  ） 

（A）（-∞，1]   （B）（-∞，
3

2
]   （C）[1，

3

2
]   （D）[1，+∞）   （E）[

3

2
， + ∞） 

11．在 1到 100之间，能被 9整除的平均值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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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7   （B）36   （C）45   （D）54   （E）63 

12．某试卷由 15 道选择题组成，每道题有 4个选项，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甲有 6

道题能确定正确选项，有 5道题能排除 2个错误选项，有 4道题能排除 1个错误选项，若从

每题排除后剩余的选项中选一个作为答案，则甲得满分的概率为（  ） 

（A）
1

24 ·
1

35   （B）
1

25 ·
1

34  （C）
1

25 ·
1

34   （D）
1

24 · (
3

4
)5  （E）

1

24 + (
3

4
)5 

13．某公司用 1万元购买了价格分别为 1750元和 950元的甲、乙两种办公设备，则购买的

甲、乙办公设备的件数分别为（  ） 

（A）3，5  （B）5，3  （C）4，4  （D）2，6  （E）6，2 

14．如图，在扇形 AOB中，∠AOB=
𝜋

4
，OA=1，AC⊥OB，则阴影部分的面积为（  ） 

（A）
𝜋

8
 - 

1

4
   （B）

𝜋

8
−

1

8
   （C）

𝜋

4
 - 

1

2
   （D）

𝜋

4
 - 

1

4
   （E）

𝜋

4
−

1

8
 

 

15．老师问班上 50名同学周末复习情况，结果有 20人复习过数学，30人复习过语文，6

人复习过英语，且同时复习过数学和语文的有 10人，同时复习过语文和英语的有 2人，同

时复习过英语和数学的有 3人，若同时复习过这三门课程的人数为 0，则没复习过这三门课

程的学生人数为（  ） 

（A）7    （B）8   （C）9   （D）10   （E）11 

二、条件充分性判断：第 16-2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30 分。要求判断每题给出的条

件（1）和（2）能否充分支持题干所陈述的结论。A、B、C、D、E 五个选项为判断结果，请

选择一项符合试题要求的判断。 

A．条件（1）充分，但条件（2）不充分。 

B. 条件（2）充分，但条件（1）不充分。 

C. 条件（1）和（2）单独都不充分，但条件（1）和（2）联合起来充分。 

D. 条件（1）充分，条件（2）也充分。 

E. 条件（1）和（2）单独都不充分，条件（1）和（2）联合起来也不充分。  

16．某人需要处理若干份文件，第 1小时处理了全部文件的
1

5
，第二小时处理了剩余文件的

1

4
。

则此人需要处理的文件数为 25份。 

（1）前两小时处理了 10份文件； 

（2）第二小时处理了 5份文件。 

17．能确定某企业产值的月平均增长率。 

（1）已知一月份的产量； 

（2）已知全年的总产值。 

18．x2 + y2-ax-bx+c=0 与 x轴相切。则能确定 c的值。 

（1）已知 a的值； 

（2）已知 b的值； 

19．某人从 A地出发，先乘时速为 220km的动车，后转乘时速为 100km的汽车到达 B地。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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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两地的距离为 960km。 

（1）乘动车的时间与乘汽车的时间相等； 

（2）乘动车的时间与乘汽车的时间之和为 6小时。 

20．直线 y=ax+b 与抛物线 y=x2有两个交点。 

（1）𝑎2 = 4b 

（2）b＞0 

21．如图 2，一个铁球沉入水池中。则能确定铁球的体积。 

（1）已知铁球露出水面的高度； 

（2）已知水深及铁球与水面交线的周长。 

22．已知 a、b、c为三个实数。则 min{|a-b|，|b-c|，|a-c|}≤5。 

（1）|a|≤5，|b|≤5，|c|≤5， 

（2）a+b+c=15 

23. 某机构向 12 位教师征题，共征集到 5种题型的试题 52道。则能确定供题教师的人数。 

（1）每位供题教师提供试题数相同； 

（2）每位供题教师提供的题型不超过 2种。 

24．某人参加资格考试，有 A类和 B类选择，A类的合格标准是抽 3道题至少会做 2道，B

类的合格标准是抽 2道题需都会做。则此人参加 A类合格的机会大。 

（1）此人 A类题中有 60%会做； 

（2）此人 B类题中有 80%会做。 

25．设 a、b是两个不相等的实数，则函数 f(x)=x2+2ax+b的最小值小于零。 

（1）1，a，b成等差数列； 

（2）1，a，b成等比数列。 

三、逻辑推理（本大题共 30小题，每小题 2分，共 60分。下面每题所给出的 A、B、C、D、

E五个选项中，只有一项是符合试题要求的。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26．倪教授认为，我国工程技术领域可以考虑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但任何涉及核心技术的

项目决不能受制于人；我国许多网络安全建设项目涉及信息核心技术，如果全盘引进同外先

进技术而不努力自主创新，我国的网络安全将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倪教授的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我国有些网络安全建设项目不能受制于人。 

（B）我国许多网络安全建设项目不能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     

（C）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所有项目都不能受制于人。 

（D）只要不是全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国网络安全就不会受到严重威胁。 

（E）如果能做到自主创新，我国的网络安全就不会受到严重威胁。 

27．任何结果都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们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任何背后有原因的事物均可以

人被认识，而可以被人认识的事物都必然不是毫无规律的。 

根据以上陈述，以下哪项一定为假？ 

（A）人有可能认识所有事物。 

（B）有些结果的出现可能毫无规律。 

（C）那些可以被人认识的事物，必然有规律。 

（D）任何结果出现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E）任何结果都可以被人认识。 

28．近年来，我国海外代购业务量快速增长，代购者们通常从海外购买产品，通过各种渠道

避开关税。再卖给内地顾客从中牟利，却让政府损失了税收收入。某专家由此指出，政府应

该严厉打击海外代购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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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进专家观点？ 

（A）近期，在位空乘服务员因在网上开设海外代购店而被我国地方法院判定有走私罪。 

（B）国内一些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与海外代购产品相比，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缺乏竞争优

势。 

（C）海外代购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准，满足了国内部分民众对于高品质生话的向往。 

（D）去年，我国奢侈品海外代购规模几乎是全球奢侈品国内门店销售额的一半，这些交易

大多避开了关税。 

（E）国内民众的消费需求提高是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正常现象，应以此为契机促进

国内同类消费品产业的升级。 

29．某剧组招募群众演员。为配合剧情，需要招 4类角色：外围游客 1到 2名，购物者 2

到 3名，商贩 2 名，路人若干。仅有甲，乙、丙、丁、戊、已等 6可供选择，且每个人在同

一场景中只能出演一个角色。已知： 

（1）只有甲、乙才能出演外国游客； 

（2）上述 4类角色在每个场景中至少有 3类同叫出现； 

（3）每一场景中，若乙或丁出演商贩，则甲和丙出演购物者； 

（4）购物者和路人的数量之和在每个场景中不超过 2。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下列哪项， 

（A）在同一场景中，若戊和乙出演路人，则甲只可能出演外国游客。 

（B）在同一场景中，若乙出演外国游客，则甲只可能出演商贩。   

（C）至少有 2人需要在不同场景中出演不同角色。 

（D）甲、乙、丙、丁不会在同一场景中同时出现。 

（E）同一场景中，若丁和戊出演购物者，则乙只可能出演外国游客。 

30．离家 300米的学校不能上，却被安排到 2公里以外的学校就读，某市一位适龄儿童在上

小学时就遇到了所在区教育局这样的安排，而这一安排是区教育局根据儿童户籍所在施教区

做出的。根据该市教育局规定的“就近入学”原则，儿童家长将区教育局告上法院．要求撤

销原来安排，让其孩子就近入学。法院对此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请求。 

下列哪项最可能是法院判决的合理依据？ 

（A）“就近入学”不是“最近入学”，不能将入学儿童户籍地和学校的直线距离作为划分

施救区的唯一依据。    

（B）按照特定的地理要素划分，施教区中的每所小学不一定就处于该施教区的中心位置。 

（C）儿童入学研究应上哪一所学校，不是让适龄儿童或其家长自主选择，而是要听从政府

主管部门的行政安排。 

（B）“就近人学”仅仅是一个需要遵循的总体原则，儿童具体入学安排还要根据特定的情

况加以变通。 

（D）该区教育局划分施教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原告孩子户籍所在地在施教区的

确需要去离家 2公里外的学校就读。 

31. 张立是一位单生白领，工作 5年积蓄了一笔存款。由于该笔存款金额尚不足以购房，他

考虑将其暂时分散投资到股票、黄金、基金、国债和外汇等 5个方面。该笔存款的投资需要

满足如下条件： 

（1）如果黄金投资比例高于 1/2，则剩余部分投入国债和股票； 

（2）如果股票投资比例低于 1/3，则剩余部分不能投入外汇或国债； 

（3）如果外汇投资比倒低于 1/4，则剩余部分投入基金和黄金； 

（4）国债投资比例不能低于 1/6。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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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国债投资比例高于 1/2。 

（B）外汇投资比例不低于 1/3。    

（C）股票投资比例不低于 1/4。 

（D）黄金投资比例不低于 1/5。 

（E）基金投资比例低于 1/6。 

32．通识教育重在帮助学生掌握尽可能全面的基础知识，即帮助学生了解各个学科领域的基

本常识；而人文教育则重在培育学生了解生活的意义，并对自己及他人行为的价值和意义作

出合理的判断，形成“智识”。因此有专家指出，相比较而言，人文教育对个人未来生活的

影响会更大一些。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断言？ 

（A）当今我国有些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要远远多于人文教育课程。   

（B）“知识”是事实判断，“智识”是价值判断，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C）没有知识就会失去应对未来生活挑战的勇气，而错误的价值观可能会误导人的生活。 

（D）关于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事关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值得探讨和思考。 

（E）没有知识，人依然可以活下去；但如果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人只能成为没有灵魂

的躯壳。 

 33~34．题基于以下题干： 

丰收公司邢经理需要在下个月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江苏、浙江、福建 7省进行市场

需求调研，各省均调研一次。他的行程需满足如下条件： 

（1）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调研江西省； 

（2）调研安徽省的时间早于浙江省，在这两省的调研之间调研除了福建省的另外两省； 

（3）调研福建省的时间安排在调研浙江省之前或刚好调研完浙江省之后； 

（4）第三个调研江苏省。 

33．如果邢经理首先赴安徽省调研，则关于他的行程，可以确定以下哪项？ 

（A）第二个调研湖北省。             （B）第二个调研湖南省。 

（C）第五个调研福建省。             （D）第五个调研湖北省。 

（E）第五个调研浙江省。 

34．如果安徽省是邢经理第二个调研的省份，则关于他的行程，可以确定以下哪项？ 

（A）第一个调研江西省。             （B）第四个调研湖北省。 

（C）第五个调研浙江省。             （D）第五个调研湖南省。 

（E）第六个调研福建省。 

35．王研究员：我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励着每一个创业者。对于创业者

来说，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坚持精神。不管在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李教授：对于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敢于尝试新技术。因为有些新技术一些大公司不敢

轻易尝试，这就为创业者带来了成功的契机。 

根据以上信息，以下哪项最准确地指出了王研究员与李教授的分歧所在？ 

（A）最重要的是敢于迎接各种创业难题的挑战，还是敢于尝试那些大公司不敢轻 

易尝试的新技术。 

（B）最重要的是坚持创业，有毅力有恒心把事业一直做下去，还是坚持创新，做出更多的

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C）最重要的是坚持把创业这件事做好，成为创业大众的一员，还是努力发明新技术，成

为创新万众的一员。 

（D）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坚持精神，不畏艰难，还是要敢于尝试新技术，把握事业成功的

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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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最重要的是坚持创业，敢于成立小公司，还是尝试新技术，敢于挑战大公司。 

36．进入冬季以来，内含大量有毒颗粒物的雾霾频繁袭击我国部分地区。有关调查显示，持

续接触高浓度污染物会直接导致 10%至 15%的人患有眼睛慢性炎症或干眼症。有专家由此认

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改善空气质量，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相关的并发症将会增加。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有毒颗粒物会刺激并损害人的眼睛，长期接触会影响泪腺细胞。 

(B)空气质量的改善不是短期内能做到的，许多人不得不在污染环境中工作。 

(C)眼睛慢性炎症或干眼症等病例通常集中出现于花粉季。 

(D)上述被调查的眼疾患者中有 65％是年龄在 20～40岁之间的男性。 

(E)在重污染环境中采取戴护目镜、定期洗眼等措施有助于预防干眼症等眼疾。 

37．很多成年人对于儿时熟悉的《唐诗三百首》中的许多名诗，常常仅记得几句名句，而不

知诗作者或诗名。甲校中文系硕士生只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人数相等。统计发现，一年级

学生都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及其作者对应起来；二年级 2/3的学生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

作者对应起来；三年级 1/3的学生不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对应起来。 

根据上述信息，关于该校中文系硕士生，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1/3以上的硕士生不能将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或作者对应起来。 

(B)大部分硕士生能将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及其作者对应起来。 

(C)1/3以上的一、二年级学生不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作者对应起来。 

(D)2/3以上的一、二年级学生不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作者对应起来。 

(E)2／3以上的一、三年级能将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对应起来。 

38．婴儿通过触碰物体、四处玩耍和观察成人的行为等方式来学习，但机器人通常只能按照

编定的程序进行学习。于是，有些科学家试图研究学习方式更接近婴儿的机器人。他们认为，

既然婴儿是地球上最有效率的学习者，为什么不设计出能像婴儿那样不费力气就能学习的机

器人呢？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上述科学家观点的假设？ 

(A)婴儿的学习能力是天生的，他们的大脑与其他动物幼崽不同。 

(B)通过触碰、玩耍和观察等方式来学习是地球上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 

(C)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人，它们的学习能力也无法超过最差的婴儿学习者。 

(D)如果机器人能像婴儿那样学习，它们的智能就有可能超过人类。 

(E)成年人和现有的机器人都不能像婴儿那样毫不费力地学习。 

39．针对癌症患者，医生常采用化疗手段将药物直接注入人体杀伤癌细胞，但这也可能将正

常细胞和免疫细胞一同杀灭，产生较强的副作用。近来，有科学家发现，黄金纳米粒子很容

易被人体癌细胞吸收，如果将其包上一层化疗药物，就可作为“运输工具”，将化疗药物准

确地投放到癌细胞中。他们由此断言，微小的黄金纳米粒子能提升癌症化疗的效果，并能降

低化疗的副作用。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支持上述科学家所做出的论断？ 

(A)黄金纳米粒子用于癌症化疗的疗效有待大量临床检验。 

(B)在体外用红外线加热已进入癌细胞的黄金纳米粒子，可以从内部杀灭癌细胞。 

(C)因为黄金所具有的特殊化学性质，黄金纳米粒子不会与人体细胞发生反应。 

(D)现代医学手段已能实现黄金纳米粒子的精准投送，让其所携带的化疗药物只作用于癌细

胞，并不伤及其他细胞。 

(E)利用常规计算机断层扫描，医生容易判定黄金纳米粒子是否已投放到癌细胞中。 

40．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乙：我反对。己所欲，则施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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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哪项与上述对话方式最为相似？ 

(A)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乙：我反对。草木无情，但人有情。 

(B)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乙：我反对。人若犯我，我就犯人。 

(C)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乙：我反对。人有远虑，亦有近忧。 

(D)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乙：我反对。在其位，则行其政。 

(E)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乙：我反对。如得虎子，必人虎穴。 

41．颜子、曾寅、孟申、苟辰申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建设项目。根据规定，该项目的主持人

只能有一名，且在上述 4位申请者中产生：包括主持人在内，项目组成员不能超过两位。另

外，各位申请者在申请答辩时作出如下陈述： 

(1)颜子：如果我成为主持人，将邀曾寅或苟辰为项目组成员； 

(2)曾寅：如果我成为主持人，将邀请颜子或孟申作为项目组成员； 

(3)荀辰：只有颜子成为项目组成员，我才能成为主持人； 

(4)孟申：只有荀辰或颜子成为项目组成员，我才能成为主持人。 

假定 4人陈述都为真，关于项目组成员的组合，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孟申、曾寅。             (B)苟辰、孟申。 

(C)曾寅、荀辰。             (D)颜子、孟申。 

(E)颜子、荀辰。 

42．研究者调查了一组大学毕业即从事有规律的工作正好满 8年的白领，发现他们的体重比

刚毕业时平均增加了 8公斤。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有规律的工作会增加人们的体重。 

关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需要询问的关键问题是以下哪项？ 

(A)和该组调查对象其他情况相仿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在同样的 8 年中体重有怎样的

变化？ 

(B)该组调查对象的体重在 8年后是否会继续增加？ 

(C)为什么调查关注的时间段是对象在毕业工作后 8年，而不是 7 年或者 9年？ 

(D)该组调查对象中男性和女性的体重增加是否有较大差异？ 

(E)和该组调查对象其他情况相仿但没有从事有规律工作的人，在同样的 8 年中体重有怎样

的变化？ 

43．赵默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因为如果一个人既拥有在国内外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工作的

经历，又有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管理经验，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以下哪项与上述论证最为相似？ 

(A)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因为如果不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就不能提升员工岗位技能，

也不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B)袁清是一位好作家，因为好作家都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及表达能力。 

(C)青年是企业发展的未来。因此，企业只有激发青年的青春力量，才能促其早日成才。 

(D)李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因为如果一个人不具有前瞻性目光、国际化视野和创

新思维，就不能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杰出人才。 

(E)风云企业具有凝聚力。因为如果一个企业能引导和帮助员工树立目标、提升能力，就能

使企业具有凝聚力。  

44．爱书成痴注定会藏书。大多数藏书家也会读一些自己收藏的书；但有些藏书家却因喜爱

书的价值和精致装帧而购书收藏，至于阅读则放到了自己以后闲暇的时间，而一旦他们这样

想，这些新购的书就很可能不被阅读了。但是，这些受到“冷遇”的书只要被友人借去一本，

藏书家就会失魂落魄，整日心神不安。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有些藏书家将自己的藏书当作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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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有些藏书家喜欢闲暇时读自己的藏书。 

(C)有些藏书家会读遍自己收藏的书。 

(D)有些藏书家不会立即读自己新购的书。 

(E)有些藏书家从不读自己收藏的书。 

45．人们通常认为，幸福能够增进健康、有利于长寿，而不幸福则是健康状况不佳的直接原

因，但最近有研究人员对 3 000多人的生活状况调查后发现，幸福或不幸福并不意味着死亡

的风险会相应地变得更低或更高。他们由此指出，疾病可能会导致不幸福，但不幸福本身并

不对健康状况造成损害。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是能质疑上述研究人员的论证？ 

(A)幸福是个体的一种心理体验，要求被调查对象准确断定其幸福程度有一定的难度。 

(B)有些高寿老人的人生经历较为坎坷，他们有时过得并不幸福。 

(C)有些患有重大疾病的人乐观向上，积极与疾病抗争，他们的幸福感比较高。 

(D)人的死亡风险低并不意味着健康状况好，死亡风险高也不意味着健康状况差。 

(E)少数个体死亡风险的高低难以进行准确评估。 

46．甲：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推动科技创新。 

乙：我不同意。过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肯定不能推动科技创新。 

以下哪项与上述反驳方式最为类似？ 

(A)妻子：孩子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丈夫：也不尽然。学习光知道刻苦而不能思考，也不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B)母亲：只有从小事做起，将来才有可能做成大事。 

   孩子：老妈你错了。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做小事，将来肯定做不成大事。 

(C)老板：只有给公司带来回报，公司才能给他带来回报。 

   员工：不对呀。我上月帮公司谈成一笔大业务，可是只得到 1%的奖励。 

(D)老师：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学生：我觉得不是这样。不读书，命运会有更大的改变。 

(E)顾客：这件商品只有价格再便宜一堂，才会有人来买。 

   商人：不可能。这件商品如果价格再便宜一些，我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47．某著名风景区有“妙笔生花”“猴子观海”“仙人晒靴”“美人梳妆”“阳关三叠” 

“禅心向天”等 6个景点。为方便游人，景区提示如下： 

 (1)只有先游“猴子观海”，才能游“妙笔生花”； 

 (2)只有先游“阳关三叠”，才能游“仙人晒靴”； 

 (3)如果游“美人梳妆”就要先游“妙笔生花”； 

 (4)“禅心向天”应第 4个游览，之后才可游览“仙人晒靴”。 

张先生按照上述提示，顺利游览了上述 6个景点。 

根据上述信息，关于张先生的游览顺序，以下哪项不可能为真？ 

 (A)第一个游览“猴子观海”。    (B)第二个游览“阳关三叠”。 

 (C)第三个游览“美人梳妆”。    (D)第五个游览“妙笔生花”。 

 (E)第六个游览“仙人晒靴”。 

48．“自我陶醉人格”，是以过分重视自己为主要特点的人格障碍。它有多种具体特征：过

高估计自己的重要性，夸大自己的成就；对批评反应强烈，希望他人注意自己和羡慕自己；

经常沉湎于幻想中，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人；人际关系不稳定；嫉妒他人，损人利己。 

以下各项自我陈述中，除了哪项均能体现上述“自我陶醉人格”的特征？ 

(A)我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一旦我离开了这个团队，他们将一事无成。 

(B)他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大家看看，他的能力连我一半都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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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我的家庭条件不好，但不愿意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我借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D)这么重要的活动竟然没有邀请我参加，组织者的人品肯定有问题，不值得跟这样的人交

往。 

(E)我刚接手别人很多年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相信很快就会将事

情搞定。 

49．通常情况下，长期在寒冷环境中生活的居民可以有更强的抗寒能力。相比于我国的南方

地区，我国北方地区冬天的平均气温要低很多。然而有趣的是，现在许多北方地区的居民并

不具有我们所以为的抗寒能力，相当多的北方人到南方来过冬，竟然难以忍受南方的寒冷天

气，怕冷程度甚至远超过当地人。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解释上述现象？ 

 (A)一些北方人认为南方温暖，他们去南方过冬时往往对保暖工作做得不够充分。 

 (B)南方地区冬天虽然平均气温比北方高，但也存在极端低温的天气。 

 (C)北方地区在冬天通常启用供暖设备，其室内温度往往比南方高出很多。 

 (D)有些北方人是从南方迁过去的，他们没有完全适应北方的气候。 

 (E)南方地区湿度较大，冬天感受到的寒冷程度超出气象意义上的温度指标。 

50．译制片配音，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曾在我国广受欢迎。然而时过境迁，现在许多

人已不喜欢看配过音的外国影视剧。他们觉得还是听原汁原味的声音才感觉到位。有专家由

此断言，配音已失去观众，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以下各项如果为真，则除哪项外都能支持上述专家观点？ 

(A)很多上了年纪的国人仍习惯看配过音的外国影视剧，而在国内放映的外国大 

片有的仍然是配过音的。 

(B)配音是一种艺术再创作，倾注了配音艺术家的心血，但有的人对此并不领情，反而觉得

配音妨碍了他们对原剧的欣赏。 

(C)许多中国人通晓外文，观赏外国原版影视剧并不存在语言的困难；即使不懂外文，边看

中文字幕边听原声也不影响理解剧情。 

(D)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现在外国影视剧大量涌入国内，有的国人已经等不及慢条斯理、

精工细作的配音了。 

(E)现在有外国影视剧配音难以模仿剧中演员的出色嗓音，有时也与剧情不符，对此观众并

不接受。 

51～52题基于以下题干： 

六一节快到了。幼儿园老师为班上的小明、小雷、小刚、小芳、小花等 5位小朋友准备了红、

橙、黄、绿、青、蓝、紫等 7份礼物。已知所有礼物都送了出去，每份礼物只能由一人获得，

每人最多获得两份礼物。另外，礼物派送还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1)如果小明收到橙色礼物，则小芳会收到蓝色礼物； 

(2)如果小雷没有收到红色礼物，则小芳不会收到蓝色礼物； 

(3)如果小刚没有收到黄色礼物，则小花不会收到紫色礼物； 

(4)没有人既能收到黄色礼物，又能收到绿色礼物； 

(5)小明只收到橙色礼物，而小花只收到紫色礼物。 

51．根据上述信息，以下哪项可能为真？ 

(A)小明和小芳都收到两份礼物。 

(B)小雷和小刚都收到两份礼物。 

(C)小刚和小花都收到两份礼物。 

(D)小芳和小花都收到两份礼物。 

(E)小明和小雷都收到两份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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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根据上述信息，如果小刚收到两份礼物，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小雷收到红色和绿色两份礼物。 

(B)小刚收到黄色和蓝色两份礼物。 

(C)小芳收到绿色和蓝色两份礼物。 

(D)小刚收到黄色和青色两份礼物。 

(E)小芳收到青色和蓝色两份礼物。 

53．某民乐小组拟购买几种乐器，购买要求如下： 

(1)二胡、箫至多购买一种； 

(2)笛子、二胡和古筝至少购买一种； 

(3)箫、古筝、唢呐至少购买两种； 

(4)如果购买箫，则不购买笛子。 

根据以上要求，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至少购买了 3 种乐器。    (B)箫、笛子至少购买了一种。 

(C)至少要购买 3 种乐器。    (D)古筝、二胡至少购买一种。 

(E)一定要购买唢呐。 

54~55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影城将在“十一”黄金周 7 天（周一至周日）放映 14 部电影，其中有 5 部科幻片，3 部

警匪片，3部武侠片，2部战争片，1部爱情片。限于条件，影城每天放映两部电影，已知： 

(1)除科幻片安排在周四外，其余 6天每天放映的两部电影都属于不同的类型； 

(2)爱情片安排在周日； 

(3)科幻片或武侠片没有安排在同一天； 

(4)警匪片和战争片没有安排在同一天。 

54．根据以上信息，以下哪项两部电影不可能安排在同一天放映？ 

(A)警匪片和爱情片。      (B)科幻片和警匪片。 

(C)武侠片和战争片。      (D)武侠片和警匪片。 

(E)科幻片和战争片。 

55．根据以上信息，如果同类影片放映日期连续，则周六可以放映的电影是哪项？ 

(A)科幻片和警匪片。     (B)武侠片和警匪片。 

(C)科幻片和战争片。     (D)科幻片和武侠片。 

(E)警匪片和战争片。 

四、写作（第 56-57小题，共 65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 30分，论说文 35分。请写在答

题卡相应位置上。） 

56．论证有效性分析：分析下述论证中存在的缺陷和漏洞，选择若干要点，写一篇 600字左

右的文章，对该论证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评述。（论证有效性分析的一般要点是：概念特别

是核心概念的界定和使用是否准确并前后一致，有无各种明显的逻辑错误，论证的论据是否

支持结论，论据成立的条件是否充分等。） 

    如果我们把古代荀子、商鞅、韩飞等人的一些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得出如下一套理论： 

    人的本性是“好荣恶辱，好利恶害”的，所以人们都会追求奖赏，逃避刑罚。因此拥有足够

权力的国君只要利用赏罚就可以把臣民治理好了。 

    既然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那么在选拔官员上，既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去寻求那些不求私

利的廉洁之士，因为世界上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人。廉政建设的关键其实只在于任用官员之后有效

地防止他们以权谋私。 

    怎样防止官员以权谋私呢？国君通常依靠设置监察官的方法，这种方法其实是不合理的。因

为监察官也是人，也是好利恶害的，所以依靠监察官去制止其他官吏以权谋私就是让一部分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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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私者去制止另一部分人以权谋私。结果只能使他们共谋私利。 

    既然依靠设置监察官的方法不合理，那么依靠什么呢？可以利用赏罚的方法来促使臣民去监

督。谁揭发官员的以权谋私，就奖赏谁，谁不揭发官员的以权谋私就惩罚谁，臣民出于好利恶害

的本性就会揭发官员的以权谋私。 

57．论说文：根据下述材料，写一篇 700 字左右的论说文，题目自拟。 

    一家企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把有限的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还是用于研发新产品。 

有人主张投资扩大生产，因为根据市场调查，原产品还可以畅销三到五年，由此可以获得丰

厚的利润。 

有人主张投资研发新产品，因为这样做，虽然有很大风险，但风险背后有数倍于甚至数十倍

于前者的利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