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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料分析

查找+列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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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基本的公式

现期值=增长量+基期值=基期值（1+增长率）

基期值=现期值-增长量

增长量=现期值-基期值=基期值×增长率=

增长率=             =

增长率
增长率

现期值


1

基期值

增长量 1


基期值

现期值

基期值

基期值现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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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

外号：增速，增幅

需注意：所给定的增长率，为现期与基期相比

①假设有三个增长率分别为:8.2%、7.9%、-8.9%，
若按增速从大到小排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
若按变化幅度排序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②2017年全国土豆产量21435万t，同比下降-12.4%，与上年相比，
降幅收窄2.2个百分点，则16年增速为？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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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环比、同比。

例1.2019年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97790亿元，同比名义增长8.3%(扣除价
格因素实际增长6.9%，以下除特殊说明外均为名义增长)。其中，3月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31726亿元，同比增长8.7%。

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一季度城镇消费品零售额83402亿元，同比增长8.2%;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14388亿元，增长9.2%。其中，3月城镇消费品零售额27192亿元，
环比增长5.5%，同比增长28.5%;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534亿元，环比增长5.63%，
增长9.4%。

 
问题：2019年2月，城镇消费品零售额比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大约多几倍？

　　A.3      B.4  C.5 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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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口红销量 100 120 180 360 1000

（1）2020-2024，口红销量逐年递增？

（2）2020-2024，口红销量增长量逐年递增？

（3）2020-2024，口红销量增长率逐年递增？

②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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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累计”

与2011年一季度相比，二季度软件业务收入增长了约：

　　A.30.2% B.33.5%
　　C.36.7%　 D.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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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位

例1.2012 年，广东铁路营业里程达到2577 公里，比1978 年增长1.6 倍；公路通
车里程19.5 万公里，增长2.7 倍；民用航线里程185.1 万公里，增长88.1 倍；管
道输油（气）里程6448.01 公里，增长82.7 倍；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14.08 亿吨，
增长49.5 倍。

那么，1978 年，广东的下列四项数据由小到大排列正确的是（ ）。

A. 管道输油（气）里程<铁路营业里程<民用航线里程<公路通车路程

B. 管道输油（气）里程<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通车里程<民用航线里程

C. 民用航线里程<公路通车里程<管道输油（气）里程<铁路营业里程

D. 民用航线里程<公路通车里程<铁路营业里程<管道输油（气）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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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GDP之和约为12.0万亿美元，占全球GDP
的16.0%；人口总数约为32.1亿人，占全球总人口的43.4%；对外贸易总额（进口
额+出口额）约为71885.6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21.7%。

问题：2016年，蒙古GDP约占全球总体GDP的（    ）。

A.0.61‰      B.1.56‰        C.0.06‰        D.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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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2011年末全国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的人数47291万人，增加4028万人。其
中，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人数25226万人，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22065万人。截至9月底，2646个县(市、区)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新型
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97.5%；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支出总额为1114亿元，受益
84亿人次。

判断正误：2011年前三个季度，开展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县(市、区)中，
人均基金支出大约为13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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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百分数

某企业中A部门60%员工参与了C活动，B部门24%的员工也参与了C活动。

判断正误：A部门参加C活动人数大于B部门参加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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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范围的扩大、变小

①材料中描述对象为全省，综合题中对象为全国。

②材料中描述对象为上半年，综合题中为全年。

③统计指标的对应。（连连看要找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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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海水养殖
业产量占水产品养
殖业产量的比重为
（    ）。
 A.33.4%

B.77.5%
 C.60.8%

D.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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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年增长率 q1+q2+q1*q2

年均增量 （现-基）/n

年均增长率
�
现/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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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增长率

   
     2021年，全国进出口总额200元，其中进口100元，同比增长8.2%；

     出口同比增长11.8%。

    求21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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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增长率

   
     2021年，全国进出口总额200元，其中进口100元，同比增长8.2%；

                                                                              出口同比增长11.8%。

    求21年全国进出口总额增长率？

                                                                                             step：1.先求平均数

                                                                                                         2.靠近基期值大的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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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重

2017年，杭州市绿化面积4321 万亩，同比增长5.3%；
                  浙江省绿化面积54321万亩，同比增长4.2%。

求17年杭州市绿化面积占浙江省绿化面积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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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二：基期比重

基期比重=现期比重×

                 =

部分增长率

整体增长率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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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增长率

整体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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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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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三:判断比重变化

部分增长率＞整体增长率，则现期比重与基期比重相比，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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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计算比重增长量（变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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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四：计算比重增长量（变化量）

比重的增长量=现期比重-基期比重=

                                                                  =

部分增长率

整体增长率部分增长率
现期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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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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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1.先找到qa与qb，做差。
            2.判断上升还是下降。
            3.结合选项，选择小
于差值的选项。
            4.若有多个，再结合
现期比重进行判断。

2012年，城镇消费支出5121万元，全国消费支
出52141万元，分别同比增长5.3%，4.2%。
求2012年城镇消费支出占全国消费支出比重比
去年？
A.上升1.2个百分点 B.上升0.1个百分点
C.下降1.2个百分点 D.下降0.1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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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 
2017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54321w平方米，销售额654321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5.3%，4.2%，求2017年平均每平米售价比上年上升百分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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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数 
2017年全国房地产销售面积54321w平方米，销售额654321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5.3%，4.2%，求2017年平均每平米售价比上年上升百分之几？

平均数的增长率

   （qa-qb）/（1+q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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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算能力提升

一.有效数字法

B
A

分子不变，分母保留两位或者三位

保留2位：①选项首位不同。
                    ②选项首位相同，第二位差值大于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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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保留首两位，观察第三位。

2591×3682=
2511×3622=
2556×3621=
2531×3642=

step：
1.若第三位为0、1、2           全舍
2.若第三位为8、9                  全进
3.其他类型                                一进一舍
                                                   较小数字正常四舍五  

入，较大数字与之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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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保留首两位，观察第三位。

2591×3682=
2511×3622=
2556×3621=
2531×3642=

step：
1.若第三位为0、1、2           全舍
2.若第三位为8、9                  全进
3.其他类型                                一进一舍
                                                   较小数字正常四舍五  

入，较大数字与之相反

255210×0.36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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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数法
适用环境：

                          用于精确的加减法运算时，关注选项的尾数。

232.12+321.37+54321.79+64.3+7561.56+12.42=

A.625423.58 B.62513.56 C.62541.59 D.63541.23

6342.15-645.34-4562.2-321.53=

A.813.08 B.813.06 C.813.04 D.81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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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数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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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差的应用

step：1.保留三位

            2.分子首位与增长率首位相乘。（注意取舍）

            3.下“＋”上“－”

注意：一定用于增长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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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16.32


 %1.41
165.4


 1.81

67890


 %7.41
54321


 %1.71
1235.0 

 %1.81
32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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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7154
54321


964.0

54321

10654321 97213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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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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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奇特小3】
【例1】甲乙两车分别以96千米/小时、24千米/小时的速度在一长288千米的环形
公路上行驶。如果甲乙两车在同一地点、沿同一方向同时出发，甲每次追上乙
时甲减速，而乙增速，则当甲乙速度相等时甲所行驶的路程是（   ）。

A.950千米 B.960千米

C.970千米 D.980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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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概率特征】

【例2】将一根绳子任意分成三段，则此三段能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概率是（    ）。

A.1/4 B.1/3
C.1/2 D.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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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几何规律】

【例3】本题图中，左边的图形每个小圆的面积为，那么右边图形中阴影部分面
积为（   ）。

A.8π  B.64-16π
C.4π＋8  D.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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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回避已知】

【例5】某区财政局年度考核，办公室与国库科平均得分90分，预算科与政府采
购科平均得分84分，办公室与政府采购科平均得分86分，政府采购科比预算科
多10分，国库科的得分比综合科多5分，那么办公室、预算科、国库科，政府采
购料、综合科的平均得分是： 
A.84分 B.86分
C.88分 D.9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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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项布局】

【例6】甲、乙两人卖数量相同的萝卜，甲打算卖 1 元 2 个，乙打算卖 1 元 3 个。
如果甲乙两人一起按 2 元 5 个的价格卖掉全部的萝卜，总收入会比预想的少 4元
钱。两人共有（ ）个萝卜。

A.420 B.120
C.360 D.240



让学习更快乐丨让考试更简单

【例7】甲、乙两人在400米的环形跑道上同时从A点出发逆时针方向跑步，同时
丙从A点出发顺时针方向散步，丙第一次遇到甲后又用时20秒遇到乙，再过100
秒后第二次遇到乙。假设甲、乙、丙均匀速前进，且丙的速度是甲、乙速度之
差的，问丙的速度是多少？（    ）
A.0.5米/秒 B.0.8米/秒
C.1.0米/秒 D.1.2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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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8】甲、乙、丙三个小朋友去买奶茶。如果用甲带的钱买三杯奶茶，还差6.3
元；如果用乙带的钱去买三杯奶茶，还差8元；如果用三个人带的钱买三杯奶茶，
多了2.7元。已知丙带了4.1元，那么买一杯奶茶要用多少元？（    ）
A.4.3 B.6.1
C.9.2 D.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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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9】名职工向单位图书馆捐赠了一批书籍，捐赠后图书馆的书籍总数增加了
25%。已知小张捐赠了4人捐赠总数的30%且比小陈多捐300本，小王捐赠的数量
正好等于小刘和小陈捐赠数量之和，小刘捐赠的数量是小陈的2.5倍。问捐赠后
图书馆有多少本书？（    ）
A.4500 B.6000
C.7500 D.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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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0】20人做一项工作15天可以完成，现在工作3天之后，有5人调走植树，
剩下人继续干完剩下的工作，做完这项工作总共需要多少天?
A.16 B.17 
C.18 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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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某浇水装置可根据天气阴晴调节浇水量，晴天浇水量为阴雨天的2.5倍。
灌满该装置的水箱后，在连续晴天的情况下可为植物自动浇水18天。小李6月1
日0︰00灌满水箱后，7月1日0︰00正好用完。问6月有多少个阴雨天（ ）
A. 10 B. 16
C. 18 D. 20



让学习更快乐丨让考试更简单

二、整除

甲乙两派出所，全年共破获160起案件。其中甲派出所破获刑事案件占其所破获
总案件的13%，乙破获的非刑事案件占其所破获案件的40%，求乙破获的刑事案
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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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设一条自来水管道，甲队单独铺设需8天可以完成，而乙队每天可铺设50米。
如果甲、乙两队同时铺设，4天可以完成全长的2/3，这条管道全长是多少米

A．1000米 B．1100米
C．1200米 D．13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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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箱子的底部由5块正方形纸板 ABCDE和1块长方形纸板F拼接而成（如图所
示）,已知A、B两块纸板的面积比是1:16,假设A纸板的边长为2厘米,则该箱子底部
的面积为（    ）平方厘米。

A.200 B.320
C.360 D.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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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堆棋子中，黑棋子的数量是白棋子的4倍。从这堆棋子中每次取出黑棋子6颗，
白棋子4颗，当黑棋子剩42颗时，白棋子还剩3颗。问这堆棋子中黑棋子比白棋
子多多少颗？（   ）
A.30 B.35
C.40 D.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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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老旧写字楼重新装修，需要将原有的窗户全部更换为单价90元的新窗户，已
知每7扇换下来的旧窗户可以跟厂商兑换一个新窗户，全部更换完毕后共花费
16560元且剩余4个旧窗户没有兑换，那么该写字楼一共有多少扇窗户？（   ）
A.214 B.218
C.184 D.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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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调酒师调配鸡尾酒，先在调酒杯中倒入120毫升柠檬汁，再用伏特加补
满，摇匀后倒出80毫升混合液备用，再往杯中加满番茄汁并摇匀，一杯鸡尾酒
就调好了。若此时鸡尾酒中伏特加的比例是24%，问调酒杯的容量是多少毫升？ 
A.160 B.180
C.200 D.220

【例2】某公司去年有员工830人，今年男员工人数比去年减少6%，女员工人数
比去年增加5%，员工总数比去年增加3人，问今年男员工有（  ）人。

A．329 B．350
C．371 D．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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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程问题

设特值

①已知完工时间，设W为时间的最小公倍数，再表示出各自效率。

②已知效率比，设效率为最简比。

③事物间无差别，用数量代替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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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久为功，功不唐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