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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鸿 2021 年丽水地区国企招聘考试冲刺模拟卷

《综合基础知识》（二）参考答案及解析

一、单项选择题

1.【答案】A。解析：2021 年 6 月 8 日，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在浙江省宁波市开幕，主

题为“构建新格局、共享新机遇”。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

指出，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是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增进友谊、扩大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故

本题选 A。

2.【答案】D。解析：2021 年 5 月 12 日，欧盟委员会出台一项行动计划，致力于到 2050 年将空气、

水和土壤污染降低到对人类健康和自然生态系统不再有害的水平，从而打造一个“零污染”的环境。故

本题选 D。

3.【答案】C。解析：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致电祝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造空

间站、建成国家太空实验室，是实现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的重要目标，是建设科技强国、

航天强国的重要引领性工程。天和核心舱发射成功，标志着我国空间站建造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为后续

任务展开奠定了坚实基础。故本题选 C。

4.【答案】C。解析：2021 年 3 月 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

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战略，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65%。故本题选 C。

5.【答案】C。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必须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解放和发

展社会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故本题选 C。

6.【答案】A。解析：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

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必须始

终把人民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朝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

富裕不断迈进。故本题选 A。

7.【答案】D。解析：一名初三教师用文言文方式书写复仇者联盟里钢铁侠的故事作为阅读理解的

考题，得到网友们的纷纷点赞，体现了传统文化与时代内容相结合有利于其传播，D 项正确。A 项错误，

题干未体现批判性继承。B 项错误，题干仅说明该试卷通过网络传播，未体现丰富的文化传播手段，且

“才能”说法错误。C项错误，文段未体现立足社会实践。故本题选 D。

8.【答案】A。解析：从 1998 年中国测绘者对珠穆朗玛峰的复测，到 2020 年中国登山队重启珠穆

朗玛峰高度测量，体现了实践具有社会历史性特点，A 项正确。B 项与题干无关；C 项说法错误，对真理

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螺旋式上升过程；D 项说法错误，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总要受到具体实践水平的

限制。故本题选 A。

9.【答案】A。解析：“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强调全局、整体的重要性，整体处于主导地位，

因此，我们要树立全局观念，立足整体，统筹全局，选择最佳方案，实现整体的最优目标，从而达到整

体功能大于部分功能之和的理想效果。A项正确，B 项错误，C、D项不符合题意。故本题选 A。

10.【答案】B。解析：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青年一代人口的养老压力逐渐增大，因此，国

家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调整计划生育政策，体现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解决矛盾的关键，

B项正确。A项说法错误，改革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C 项说法

错误，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促进作用，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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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阻碍作用。D项在题干中没有体现。故本题选 B。

11.【答案】D。解析：③正确，作为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软环境，信用制度从多方面影响并决定

着硬环境的发展和演变。④正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通过法律手段整治

市场乱象，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①错误，材料中体现的是市场调节具有自发性

的弊端，没有体现“滞后性弊端”；②错误，材料中仅体现了通过法律手段规范市场，未体现调节供需

平衡。故本题选 D。

12.【答案】A。解析：边际效用是指某种物品的消费量每增加一单位所增加的满足程度，即消费量

变动所引起的效用的变动。边际效用递减原理是指消费者在消费物品时，每一单位物品对消费者的效用

是不同的，它们呈递减关系。买车的人买第二辆车的用处没有第一辆车大，这属于边际效用递减原理。

故本题选 A。

13.【答案】D。解析：劳动密集型产业是指在生产要素的配合比例中，劳动力投入比重较高的产业，

是相对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言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物化劳动消耗比重较低，活劳动消耗比重较

高。如居民服务业、服装、木器加工业、批发和零售业等。因此 D 项林业及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A、B、C项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故本题选 D。

14.【答案】C。解析：价值尺度是指货币表现其他一切商品是否具有价值和衡量其价值量大小的职

能。超市给香蕉标价每斤 2.58 元属于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A 项没有体现货币职能，B项属于货币执

行流通手段职能，D项属于货币执行支付手段职能。故本题选 C。

15.【答案】D。解析：A 项正确，“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的简称。B项正确，“一带一路”贯穿亚欧非大陆，东边连接活跃的东亚经济圈，西边是发达的欧洲经济

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C 项正确，D 项错误，新疆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建设，以“三通道”为主线，以“三基地”为支撑，以“五大中心”为重点，以“十大进出口产业集聚

区”为载体，积极创新与周边国家的合作模式，做好国内省区向西开放的服务工作，充分发挥丝绸之路

经济带桥头堡、排头兵、主力军的作用。故本题选 D。

16.【答案】B。解析：政策曲解，是指公共政策执行者在传达和执行中对政策精神实质或部分内容

有意曲解，利用政策的某些抽象性，借口本地区或部门的特殊性作出不同的解释，从而导致政策失真，

甚至被替换为与原政策完全不同的“新”政策。故本题选 B。

17.【答案】B。解析：B 项正确，中共中央于 2017 年年初印发的《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

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明确要求，民主生活会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是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

内监督、依靠领导班子自身力量解决矛盾和问题的重要方式。“信访制度”“接待日制度”“通报制度”

均是行政领导者加强与群众联系的方式。故本题选 B。

18.【答案】D。解析：A 项，确定型决策指决策者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情况有十分确定的比较，可以

直接根据完全确定的情况选择最满意的行动方案。B项，风险型决策也称“随机决策”。在这种决策中，

决策的结果有多种，决策者不知道会发生哪一种结果，但每种结果发生的概率已知。C 项，单一性决策

即单目标决策，是按决策目标数量来进行分类的单一目标问题的决策。D 项，非程序性决策也叫非常规

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对所要决策的问题无法可依，无章可循，无先例可供参考的决策，是非重复性的、

非结构性的决策。故本题选 D。

19.【答案】B。解析：A 项正确，根据《宪法》第 117 条的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有管理

地方财政的自治权。B 项错误，《宪法》第 118 条第一款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国家计划的指

导下，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经济建设事业。C 项正确，根据《宪法》第 116 条的规定，民族自治

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有权依照当地民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点，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D 项正

确，《宪法》第 119 条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自主地管理本地方的教育、科学、文化、卫生、

体育事业，保护和整理民族的文化遗产，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故本题选 B。

20.【答案】B。解析：《行政诉讼法》第 34 条第一款规定，被告对作出的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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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提供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故本题选 B。

21.【答案】C。解析：《刑法》第 269 条规定，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

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三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该法

第 263 条的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是抢劫罪。本案中，陈某入室盗窃，并对

李某当场使用暴力，将李某刺伤，导致李某伤重身亡，其行为构成转化的抢劫罪。故本题选 C。

22.【答案】B。解析：根据《民法典》第 19 条的规定，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为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人。B 项小王符合。根据《民法典》第 17 条和第 18 条的规定，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视为完全民

事行为能力人。A、C项属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根据《民法典》第 21 条的规定，不能辨认自己行为

的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D项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故本题选 B。

23.【答案】D。解析：蚊子获取“猎物”信息主要依靠嗅觉器官，即头上一对触角，来感知空气中

传来的人体信息。故本题选 D。

24.【答案】B。解析：2009 年 9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端午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作名录》，端午节成为中国首个入选世界非遗的节日。故本题选 B。

25.【答案】A。解析：在光谱中波长自 0.76 至 400 微米的一段称为红外线，红外线是不可见光线。

红外线之所以不能被人看到，是因为其超过了可见光谱（0.39～0.76 微米）的范围。故本题选 A。

26.【答案】C。解析：1953 年 12 月，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在同印度就两国在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

举行谈判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故本题选 C。

27.【答案】A。解析：“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出自屈原的《楚辞·渔父》，表达了屈

原忠君爱国的崇高品质。故本题选 A。

28.【答案】D。解析：五岳，为中国汉文化中五大名山的总称，分别是东岳泰山（位于山东省泰安

市泰山区）、西岳华山（位于陕西省渭南市华阴市）、南岳衡山（位于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北岳恒山

（位于山西省大同市浑源县）、中岳嵩山（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登封市）。故本题选 D。

29.【答案】A。解析：A 项“以上意见请审阅、参考”可用于呈报性意见。B 项“以上意见，请结

合各单位实际情况认真贯彻执行”常用于指导性意见、实施性意见。C 项“当否，请批示”常用于请示。

D项“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转批各地执行”常用于呈转性意见。故本题选 A。

30.【答案】D。解析：《关于制定杭州市萧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锚定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基本建

成以钱塘江国际创新带为引领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制造中心、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综合型科创中心、链

接国内国际市场的全球支点城市中心、具有一流治理水平的高品质生活中心，形成一批全方位展示“重

要窗口”示范样板的标志性成果，“亚运国际城·数智新萧山”成为省市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范

例。故本题选 D。

二、多项选择题

31.【答案】ABC。解析：2021 年 5 月 14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

河南省南阳市主持召开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南水北调工

程事关战略全局、事关长远发展、事关人民福祉。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和畅通的国内大循环，促进南北方协调发展，需要水资源的有力支撑。故本题选 ABC。

32.【答案】ACD。解析：《关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补短板问题》指出，目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也

有一些短板，必须加快补上。党的十八大明确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要求，这就是我们的衡量标准，

不宜再作调整。要聚焦短板弱项，实施精准攻坚。工作中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关系：一是把握好整体目标

和个体目标的关系；二是把握好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的关系；三是把握好定量分析和定性判断的关系。

故本题选 A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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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答案】AC。解析：A、C项正确，“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说明事物的存在和发展

同一定条件相关，因此，想问题办事情都要顾及这些条件，气候环境对柑橘的影响说明外因是事物发展

不可缺少的条件。B 项说法错误，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根本原因。D 项题干没有体现矛盾的主要方面

和次要方面。故本题选 AC。

34.【答案】ABCD。解析：针对如何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三次会议给出了答

案——六个“必须”。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必须坚持有质量有效益的发展，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为人民

群众生活改善打下更为雄厚的基础；必须弘扬勤劳致富精神，激励人们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必须完

善收入分配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

起来，处理好政府、企业、居民三者分配关系；必须强化人力资本，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力度，着力把教

育质量搞上去，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发挥好企业家作用，帮助企业解决困难、化解困惑，保障

各种要素投入获得回报；必须加强产权保护，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强对国有资产所有权、经营权、企

业法人财产权保护，加强对非公有制经济产权保护，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人民群众财产安全感。故

本题选 ABCD。

35.【答案】AD。解析：A、D 项正确，B 项错误，目标管理是以目标为导向，以人为中心，以成果

为标准，而使组织和个人取得最佳业绩的现代管理方法。C 项错误，目标管理也称“成果管理”，俗称责

任制，指在企业个体职工的积极参与下，自上而下地确定工作目标，并在工作中实行“自我控制”，自

下而上地保证目标实现的一种管理办法。故本题选 AD。

36.【答案】ABD。解析：《民法典》第 1154 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遗产中的有关部分按照法

定继承办理：（一）遗嘱继承人放弃继承或者受遗赠人放弃受遗赠；（二）遗嘱继承人丧失继承权或者受

遗赠人丧失受遗赠权；（三）遗嘱继承人、受遗赠人先于遗嘱人死亡或者终止；（四）遗嘱无效部分所涉

及的遗产；（五）遗嘱未处分的遗产。故本题选 ABD。

37.【答案】BCD。解析：A 项符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40 条的规定，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

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任工作的，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

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B 项不符合，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44 条第（一）项

的规定，劳动合同期满的，劳动合同终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 46 条第（五）项的规定，除用人单

位维持或者提高劳动合同约定条件续订劳动合同，劳动者不同意续订的情形外，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

一项规定终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C 项不符合，《劳动合同法》

第 21 条规定，在试用期中，除劳动者有本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第一项、第二项规定的情形外，用

人单位不得解除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在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说明理由。D 项不符合，

《劳动合同法》第 19 条第一款规定，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二个月；三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

同，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故本题选 BCD。

38.【答案】AB。解析：A 项正确，诗句出自北宋诗人林逋的七律《山园小梅》，描写的是梅花。B

项正确，诗句出自范成大的《州宅堂前荷花》，描写了池中荷花景象。C项错误，诗句出自唐代诗人李贺

的《李凭箜篌引》，描写的是李凭在国都把箜篌弹奏得像昆仑美玉碰击声声清脆，像凤凰那激昂嘹亮的

歌喉，像芙蓉在露水中唏嘘饮泣，像兰花迎风开放笑语轻柔。描写的是箜篌。D 项错误，诗句出自郑板

桥的《新竹》，描写的是竹子。故本题选 AB。

39.【答案】ABCD。解析：A 项正确，请示是请求性公文，重在呈请，行文宗旨是希望得到上级机关

的支持或批复；报告是陈述性公文，重在呈报，行文宗旨是下情上达，使上级机关及时了解情况，掌握

动态。B 项正确，请示必须事前行文，报告一般是在事后，或者工作的进行过程中行文。C 项正确，请

示要求一事一文，一事一报。报告则可以一事一报，也可以多事一报。D 项正确，请示只能写一个主送

机关，报告则可以写一个或多个主送机关。故本题选 ABCD。

40.【答案】AB。解析：五纵七横，是我国规划建设的以高速公路为主的公路网主骨架，总里程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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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万公里。“五纵”指同江——三亚、北京——珠海、重庆——湛江、北京——福州、二连浩特——河

口。“七横”指连云港——霍尔果斯、上海——成都、上海——瑞丽、衡阳——昆明、青岛——银川、

丹东——拉萨、绥芬河——满洲里。故本题选 AB。

三、判断题

41.【答案】A。解析：2021 年 5 月 9日至 5月 15 日是第三十个全国城市节约用水宣传周。近年来，

我国把节水放在城市涉水工作的优先位置，构建水资源供给、水环境治理、水安全保障相互关联的城市

水系统。住建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从 2012 年到 2020 年，全国城市节水量累计达到 453 亿立方米，相当

于 5 个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年调水量。促进再生水成为城市的“第二水源”，2020 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

用量达 146 亿立方米，较 2012 年增加了 4 倍，占城市供水总量的 23.2%。故本题说法正确。

42.【答案】B。解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推动区域协调

发展，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故本题说法错误。

43.【答案】A。解析：“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意思是不能一味听取上级命令而不加变通，

不能一味相信书本教条，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研究处理问题，属于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故本题说

法正确。

44.【答案】A。解析：商品的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不是由个别劳动时间决定。因此，

个别劳动时间的提高，商品的价值量仍然不变。故本题说法正确。

45.【答案】B。解析：因素评价法（亦称因素计分法）是一种应用非常广泛的岗位价值评价定量方

法，是薪酬系统设计时进行岗位价值高低判断最常用的方法，也是难度较大的一种评价方法。在绩效考

核中，因素评定法的评定角度主要有自我评定、同级评定、下级评定和直接领导评定。故本题说法错误。

46.【答案】A。解析：《著作权法》第 22 条规定，作者的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保护

期不受限制。该法第 23 条规定，自然人的作品，其发表权、本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五）项至第（十七）

项规定的权利的保护期为作者终生及其死亡后五十年，截止于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如果

是合作作品，截止于最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 12 月 31 日。《著作权法》第 10 条第（五）项至

第（十七）项即为著作财产权。故本题说法正确。

47.【答案】B。解析：清退是指经过清理将有关办毕的收文按期返归原发文机关或由其指定的有关

单位，公文清退工作的目的在于保证重要公文或机密公文的安全。故本题说法错误。

48.【答案】B。解析：“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出自唐代诗人李白的《送孟浩然之

广陵》。诗句中的烟花形容柳絮如烟、鲜花似锦的春天景物，并非指爆竹燃放产生的火花。故本题说

法错误。

49.【答案】B。解析：《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 21 条规定，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年度考核和聘

期考核。年度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优秀、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等档次，聘期考核的结果可以分为合

格和不合格等档次。故本题说法错误。

50.【答案】A。解析：浙江是中国省内经济发展程度差异最小的省份之一，杭州、宁波、绍兴、温

州是浙江的四大经济支柱。其中杭州和宁波经济实力长期位居中国前 20 位。故本题说法正确。

四、材料写作

请根据上述材料，结合实际，写一篇文章。要求：观点鲜明，见解深刻，条理清楚，语言流畅，表

达简明；自选角度，自定文意，自拟标题，字数不少于 800 字。

51.【参考范文】

外在美+内在美=真正的美

一场招聘面试，面试的应聘者外表整洁亮丽，细节到位、井然有序，然而在短短一个月前的报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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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他们却留下了满地垃圾。谁也不会想到精致的外表背后会是什么，有可能像刘伯温买下光泽鲜亮的

柑子，却不知道里面竟是像破棉絮一样干枯的果肉。当然，也有可能一个人拥有美好的内心，却因为外

表丑陋被人轻视，落得像钟离春一般“四十未嫁”的下场。其实，人不仅需要外在美，也需要内在美。

外表是对他人的展示。看人，最先看到的都是外表，“沉鱼落雁，闭月羞花”的四大美人让人心神

向往，而“凹头深目，长肚大节，昂鼻结喉，肥顶少发”的无盐女却让人“手拊膝曰：‘殆哉！殆哉！’”。

一个人对他人展示出来的形象，影响着他人的看法乃至自身际遇，正如经典美剧中的丑女贝蒂，曾因为

相貌平平而导致求职被拒。俗话说：“女为悦己者容。”每个人都需要为赏己者容，只有展现出美好的形

象，才能给别人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

内在是对自己的坦承。一个人的外表并不能展现出他的内心，外人的眼见不一定为实，内心如何只

有他自己才知道。有着“东方之玛塔·哈丽”之称的川岛芳子拥有绝代的美貌，但她却屈身事敌，卖国

求荣，劣迹斑斑，罪恶累累。无论相貌如何，一个人为人处世一定要对得起自己的内心。嫫母虽丑陋，

但她贤德，以“不能忘记磨砺你们的道德，不能衰退你们内心的纯正”教训因长相自卑的女人。屈原曾

歌颂其“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内助有功”。只有内心保持纯正之美，才能够对得起自己。

我们既要外在美，也要内在美。在如今这个“看脸”“看品行”的世界，光有内在美或外在美并不

是万能的。在公共场所，一个人即使形象整洁、妆容精致，但占座、外放手机的行为也只会让人鄙视。

外在美和内在美要同时并存，才能展现出一个人真正的美。民国四美男之一的周恩来总理，长相俊秀英

挺，同时品德高洁。他的美绝不限于外在，而是深深扎根于内心的绝佳学问和崇高品德。相比于同为民

国四大美男却最终沦为汉奸的汪精卫，周总理这样的人拥有的才是真正的美。一个人只有同时保持内心

美和外在美，才真正能够被人所景仰和铭记。

不做徒有外表的“花瓶”，而是拥有外在的美丽和内在的高尚，才能展现真正的美。不仅如此，在

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中，我们也要做到这一点，让自己拥有丰富的内涵。若是空有外表，美丽的躯壳

下却空无一物，对社会将毫无价值。唯有把握住内在美与外在美，我们才能实现自己的价值。（979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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