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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解析】B
第⼀步，分析语境。该空搭配“基因”。根据前⽂“⽤红⾊⽂化烘托红⾊精神”可知，填⼊词语应与“烘
托”构成并列，表明红⾊精神对红⾊基因起到的积极作⽤。
第⼆步，辨析选项。A项“发现”指经过研究、探索等，看到或找到前⼈没有看到的事物或规律，不符
合语境，排除。B项“激活”⽐喻刺激某事物，使活跃起来，符合语境，当选。C项“激荡”指因受冲击⽽
动荡，不符合语境，排除。D项“发掘”指挖掘埋藏在地下的东西，与“基因”搭配不当，排除。
因此，选择B选项。

2. 【解析】D
第⼀步，分析语境。需要填⼊的是⼀组关联词，⽤来连接⼀个描述“产业振兴”的复句。根据关联词连
接的前后分句含义，“是……的重要标志”与“是……的必然要求”都是对产业振兴作⽤意义的描述，“必
然要求”⽐“重要标志”语义程度更深，前后分句应为递进关系。
第⼆步，辨析选项。A项“或者……或者”表选择；B项“因为……所以”表⽰因果关系；C项“尽管……
还”表转折；D项“不仅……也”表递进。所以A、B、C三项均不符合语境要求，排除，答案锁定D项。
因此，选择D选项。

3. 【解析】B
第⼀步，分析第⼀空。第⼀空所在的句⼦与“以……投⼊改⾰”、“以……探路改⾰”是并列关系，由
此，第⼀空，应与“投⼊”“探路”构成并列，B项“参与”和D项“参加”符合并列关系，“推动”和“推进”更
侧重⼀种达到的效果，⽂中群众仅是加⼊到改⾰中，排除AC项。
第⼆步，辨析第⼆空。第⼆空，应搭配“成就”。D项“制造”的意思，⼀是⽤⼈⼯使原材料成为可供使
⽤的物品，如制造机器，⼆是⼈为地造成某种⽓氛或局⾯等（含贬义），如制造纠纷，不能搭配“成
就”，排除D项。B项“创造”侧重发明或做出前所未有的事物，符合⽂意。
因此，选择B选项。

4. 【解析】C
第⼀步，分析第⼀空。根据“打通农业⼈才服务基层的________”，可知，第⼀空搭配“打通”。A项“禁
锢”⼀指封建时代统治集团禁⽌异⼰的⼈做官或者不许他们参加政治活动；⼆指（书）关押、监禁；
三指束缚、强⼒限制。⼀般做动词，且与“打通”不搭配，排除A选项。D项“桎梏”⼀指刑具，脚镣⼿
铐；⼆指拘系，囚禁；三指束缚，压制。⼀般搭配“打破”，与“打通”不搭配，排除D选项。B项“渠
道”和C项“脉络”均可搭配“打通”。
第⼆步，分析第⼆空。与“发展空间”搭配，侧重强调通过引才政策，扩⼤农业⼈才的发展空间。B
项“增长”侧重增加，“扩展”侧重向外伸展。这⾥“________……空间”，C项“扩展”更为合适。
因此，选择C选项。

5. 【解析】A
第⼀步，分析第⼀空。该空搭配“特质禀赋和⽂化基因”。根据后⽂“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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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传承和发展”可知，伟⼤的抗疫精神继承了中华民族长期形成的特质禀赋和⽂化基因。A项“⼀
脉相承”指某种思想、⾏为或学说之间有继承关系，符合语境。B项“⼀⾐带⽔”指⼀⽔相隔，如同⾐带
那样窄。⽐喻双⽅离得很近；C项“相辅相成”指两件事物互相补充，互相配合，缺⼀不可；D项“相得
益彰”指两者互相配合或映衬，双⽅的长处和作⽤更能显⽰出来。三者均没有体现“继承”之意，均排
除，故答案锁定A项。
第⼆步，验证第⼆空。“诠释”指说明，解释。“⽣动诠释中国精神”符合语境，也是常见搭配。
因此，选择A选项。

6. 【解析】A
第⼀步，分析⽂段。⽂段⾸句提出疑问——依托红⾊资源打造的旅游点，如何真正做好。后⽂全部围
绕⾸句问题进⾏回答，后⽂对策为⽂段的重点，即主要强调了发展红⾊旅游的途径。
第⼆步，对⽐选项。A项是对⽂段重点的同义替换。
因此，选择A选项。

7. 【解析】D
第⼀步，分析原⽂，将选项与原⽂⼀⼀对应。
第⼆步，辨析选项。A项和C项均对应⽂中第⼆句，“改变环境”“教育培训”只是实现脱贫模式中的⼀个
环节，选项“只有……才”和“决定作⽤”均曲解⽂意，排除A项和C项。B项“⼈的解放的最终⽬标”⽆中
⽣有，排除B项。D项对应⾸句“通过主体再造实现⼈的发展，这是实现脱贫的根本途径”，说明实现了
脱贫就意味着主体再造，⼈的发展。
因此，选择D选项。

8. 【解析】C
第⼀步，分析⽂段。⽂段主要围绕“县域”这个话题展开论述，由两个部分构成。第⼀部分从县域的独
⽴性特征这个⾓度描述县域这⼀概念，第⼆部分由并列关联词“⽽且”连接，描述了县域由⼦体系构成
的复杂性特征。综合概括两⽅⾯的意思，⽂段主要讲述的是县域的概念。
第⼆步，对⽐选项。C项表述全⾯，是对⽂段主旨的概括，当选。A项“现实意义”⽆中⽣有，排除A
项。B项只提到“独⽴性”，表述⽚⾯，排除B项。D项“⼦体系构成”对应县域的复杂性，表述⽚⾯，排
除D项。
因此，选择C选项。

9. 【解析】D
第⼀步，横线出现在中间，分析其上下⽂语境。横线前主要论述要从⼈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量，横
线后论述党员⼲部要密切联系群众的重要性。横线前后均论述同⼀话题，即群众对于执政的重要性。
第⼆步，对⽐选项。D项“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意思是知道房屋漏⾬的⼈在房屋下，知
道政治有过失的⼈在民间。这句话重点论述⼈民群众对于执政的重要性，符合上述语境。
因此，选择D选项。

10. 【解析】B
第⼀步，分析⽂段。⽂段通过背景铺垫先介绍了年轻⼈的婚恋观发⽣变化，紧接着通过“但”转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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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婚恋观发⽣变化的本质，即展现的是时代的进步。最后提出对策，即需要相关部门引导，也需要
家庭成员提升认知，更新观念。⽂段为“分—总”结构，最后⼀句为⽂段重点。
第⼆步，对⽐选项。B项为对策的概括归纳项，符合⽂段意图。
因此，选择B选项。

11.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中共党史并选错误项。
第⼆步，1939年10⽉，⽑泽东在撰写《〈共产党⼈〉发刊词》、论述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指出：统⼀
战线，武装⽃争，党的建设，是我们党在中国⾰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
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命。⽽1992年10⽉，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四⼤报告中指
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建设有中国特⾊社会主义理论的精髓，是保证我们党永葆蓬勃⽣机的
法宝。”
因此，选择B选项。

12.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
第⼆步，党的⼗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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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建议》）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
地位，把科技⾃⽴⾃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撑。”与A项表述⼀致。
因此，选择A选项。

13.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中共党史。
第⼆步，董必武题诗：“⾰命声传画舫中，诞⽣共党庆⼯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迷濛访旧踪”，这
个诗句描述的是中共⼀⼤的召开。另外本题可以通过关键词“嘉兴南湖⾰命纪念馆”来确定，这是中共
⼀⼤的召开地点之⼀。
因此，选择A选项。

14.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乡村振兴并选错误项。
第⼆步，党的⼗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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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简称《建议》），对新发展阶段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推进
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做好当前和今后⼀个时期“三农”⼯作指明了⽅向。
其中，《建议》中第26条提到：实施乡村建设⾏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
置。改善农村⼈居环境。提⾼农民科技⽂化素质，推动乡村⼈才振兴。第27条提到：深化农村改⾰。
健全城乡融合发展机制，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双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
2021年中央⼀号⽂件围绕全⾯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对三农⼯作作出全⾯部署。其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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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条提到：加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充分发挥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作⽤，持续抓党建
促乡村振兴。A、B、C三个选项正确。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建⽴贫困退出机制的意见》提出了我国贫困退出的标准
和程序，并指出，贫困⼈⼜退出主要衡量标准是该户年⼈均纯收⼊稳定超过国家扶贫标准且吃穿不
愁、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D项不属于乡村振兴措施，⽽是保障贫困⼈⼜脱贫。
因此，选择D选项。

15.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知识。
第⼆步，习近平同志在党的新闻舆论⼯作座谈会上指出，“必须把政治⽅向摆在第⼀位，牢牢坚持党
性原则，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牢牢坚持正⾯宣传为主”。新闻舆论
当中旗帜、⽅向、定⼒⾄关重要。本句话强调的是正确⽅向及主流思想。
“先⽴乎其⼤者，则其⼩者不能夺也”出⾃《孟⼦·告⼦上》，⾸先确⽴⼈⽣的⼤事，那么⼩的事情就
不能占据⼈的⼼灵。这句充满辩证哲理的名⾔，常⽤于强调抓住中⼼或重点环节，其他⽅⾯就会环绕
中⼼⽽不偏离。对新闻舆论⼯作⽽⾔，“⽴乎其⼤”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是新闻舆论⼯作
者必须挺起的精神脊梁。D项和题⼲相匹配。
因此，选择D选项。

16.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知识。
第⼆步，①国家乡村振兴局，国务院直属机构。前⾝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组办公室。据2021年2
⽉16⽇出版的《求是》杂志2021年第4期发表“中共国家乡村振兴局党组”的署名⽂章《⼈类减贫史上的
伟⼤奇迹》，表明“国家乡村振兴局”已成⽴。2021年2⽉25⽇，国家乡村振兴局正式挂牌。
②1949年10⽉，新中国成⽴后，成⽴⽂化教育委员会、教育部，设⽴普通教育、专门教育和社会教育
三司。1998年3⽉10⽇，九届全国⼈⼤⼀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务院机构改⾰的决定》，国家教育委
员会更名为教育部。
③⽂化和旅游部是国务院组成部门，为正部级。⼗三届全国⼈⼤⼀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国务院机构
改⾰⽅案的决定，批准设⽴中华⼈民共和国⽂化和旅游部。2018年3⽉，中华⼈民共和国⽂化和旅游
部批准设⽴。
④2020年7⽉8⽇中央⼈民政府驻⾹港特别⾏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公署揭牌仪式在⾹港举⾏,宣告驻⾹港国
家安全公署正式成⽴并运⾏。因此，本题正确顺序应为②③④①。
因此，选择B选项。

17.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知识。
第⼆步，思政课是培育学⽣⽴德树⼈、培根铸魂的课程。2020年9⽉1⽇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
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章《思政课是落实⽴德树⼈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章强调，办好思政
课，最根本的是要全⾯贯彻党的教育⽅针，解决好培养什么⼈、怎样培养⼈、为谁培养⼈这个根本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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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故该项当选。
因此，选择A选项。

18.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
第⼆步，①李保国（1958年2⽉—2016年4⽉10⽇），男，汉族，中共党员，河北省武⾢县⼈，中国知
名经济林专家，⼭区治理专家。李保国先后出版专著5部，发表学术论⽂100余篇，完成⼭区开发研究
成果28项，推⼴了36项林业技术，⽰范推⼴总⾯积1080万亩，累计应⽤⾯积1826万亩，累计增加农业
产值35亿元，纯增收28.5亿元，建⽴了太⾏⼭板栗集约栽培、优质⽆公害苹果栽培、绿⾊核桃栽培等
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国知名品牌，⾛出了⼀条经济社会⽣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被村民誉
为“太⾏⼭上的新愚公”。2016年6⽉，⼈⼒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务院扶贫办印发《决定》，追授李保
国同志“全国脱贫攻坚模范”荣誉称号。①当选。
②张桂梅，⼥，满族，中共党员，1957年6⽉⽣于⿊龙江省牡丹江市，原籍辽宁省岫岩满族⾃治县，
丽江华坪⼥⼦⾼级中学书记、校长，华坪县⼉童福利院院长（义务兼任），丽江华坪桂梅助学会会
长，扎根云南贫困⼭区40多年，推动创建了中国第⼀所免费⼥⼦⾼中，2008年建校以来已帮助1600多
位⼥孩圆梦⼤学校园。2021年2⽉25⽇，荣获“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②当选。
⑤黄⽂秀（1989年4⽉18⽇—2019年6⽉17⽇），⼥，壮族，中共党员，⼴西壮族⾃治区百⾊市⽥阳区
巴别乡德爱村多柳屯⼈，2016届⼴西定向选调⽣、北京师范⼤学法学硕⼠，⽣前是⼴西壮族⾃治区百
⾊市委宣传部副科长、派驻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第⼀书记。2018年3⽉26⽇，黄⽂秀来到⼴西壮族⾃
治区百⾊市乐业县新化镇百坭村担任驻村第⼀书记。2019年6⽉17⽇凌晨，黄⽂秀从百⾊返回乐业途
中遭遇⼭洪因公殉职，年仅30岁。2021年2⽉25⽇，被授予“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⑤当选。
①②⑤当选，A正确。
因此，选择A选项。

19.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抗美援朝战争。
第⼆步，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部分，仅指中国⼈民志愿军参战的阶
段，也包括中国⼈民⽀援朝鲜⼈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抗美援朝时间为1950年10⽉⾄1953年
7⽉。上⽢岭战役，也称之为三⾓⼭战役，是抗美援朝战争中⼀场重要战役，是1952年10⽉14⽇⾄11⽉
25⽇中国⼈民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在上⽢岭及其附近地区展开的⼀场著名的战役，在持续43天的战⽃
中，志愿军与“联合国军”反复争夺阵地达59次，志愿军共击退“联合国军”900多次冲锋。最终志愿军守
住了阵地，取得了胜利。C项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C选项。

20.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
第⼆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四个五年规划和⼆O三五年远景⽬标的建议》
中明确表述：全⾯促进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顺应消费升级趋势，提升传统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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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培育新型消费，适当增加公共消费。以质量品牌为重点，促进消费向绿⾊、健康、安全发展，⿎
励消费新模式新业态发展。推动汽车等消费品由购买管理向使⽤管理转变，促进住房消费健康发展。
健全现代流通体系，发展⽆接触交易服务，降低企业流通成本，促进线上线下消费融合发展，开拓城
乡消费市场。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完善节假⽇制度，落实带薪休假制度，扩
⼤节假⽇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城市。改善消费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①不符合，违背
了“发展服务消费，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②③④符合。
因此，选择D选项。

21.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
第⼆步，2021年1⽉20⽇，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市延庆区的国家⾼⼭滑雪中⼼考察调研。习近平
指出，体育强国的基础在群众体育。要通过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把我国冰雪运动特别是雪上
运动搞上去，在3亿⼈中更好推⼴冰雪运动，推动建设体育强国。
因此，选择A选项。

22.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并选错误项。
第⼆步，2021年1⽉11⽇，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部学习贯彻党的⼗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
研讨班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四
五”规划《建议》提出的⼀项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重⼤战略任务，需要从全局⾼度准确把握和积极推
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经济循环的畅通⽆阻；必须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这条主线，继
续完成“三去⼀降⼀补”的重要任务；“构建新发展格局最本质的特征是实现⾼⽔平的⾃⽴⾃强。”等重
要内容。A项“以国际⼤循环为主体”表述错误。
因此，选择A选项。

23.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党史并选错误项。
第⼆步，1923年6⽉12⽇⾄20⽇，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会在⼴州东⼭恤孤院31号召开。⼤会的
主要议程有三项：⼀、讨论党纲草案；⼆、讨论同国民党建⽴⾰命统⼀战线问题；三、选举党的中央
执⾏委员会。1924年1⽉20⽇⾄30⽇，中国国民党第⼀次全国代表⼤会在⼴东召开，实现了第⼀次国共
合作，也是国共合作的⾸发地。第⼆次国共合作是抗⽇战争时期，1937年9⽉22⽇国民党中央通讯社
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23⽇，蒋介⽯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10⽉又
将在南⽅⼗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命军新编第四军，⾄此抗⽇民族统⼀战线正式形成，
第⼆次国共合作开始。D项错误。
因此，选择D选项。

24.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
第⼆步，①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胜利，现⾏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全部脱贫，832个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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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
务，创造了又⼀个彪炳史册的⼈间奇迹。此项相对贫困表述错误。②2012年年底，党的⼗⼋⼤召开后
不久，党中央就突出强调，“⼩康不⼩康，关键看⽼乡，关键在贫困的⽼乡能不能脱贫”，承诺“决不能
落下⼀个贫困地区、⼀个贫困群众”，拉开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序幕。此项时间对应错误。③改⾰开
放以来，按照现⾏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国际贫困标准，我
国减贫⼈⼜占同期全球减贫⼈⼜70%以上。特别是在全球贫困状况依然严峻、⼀些国家贫富分化加剧
的背景下，我国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标，赢得国际社会⼴泛赞誉。
④事实充分证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针是中国特⾊减贫道路的鲜
明特征。⑤事实充分证明，精准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开发式扶贫⽅针是中国特⾊减贫
道路的鲜明特征。只要我们坚持精准的科学⽅法、落实精准的⼯作要求，坚持⽤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
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就⼀定能够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改善提供科学路径和持久动⼒。所以③④⑤正
确。
因此，选择B选项。

25.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法律并选错误项。
第⼆步，《宪法》第89条，国务院⾏使职权的第五项中明确规定：（五）编制和执⾏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所以对应的国家机关是国务院。
因此，选择C选项。

26.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民法典并选错误项。
第⼆步，民法典和保险的关系较为密切，主要体现在民法典涉及婚姻、继承与个⼈财产的规定，⽽这
些内容可能涉及保险业务。但是并没有法律条⽂涉及监管保险业务。A项并未被涉及。
因此，选择A选项。

27.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法律。
第⼆步，根据《中华⼈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2条，本法所称环境，是指影响⼈类⽣存和发展的各
种天然的和经过⼈⼯改造的⾃然因素的总体，包括⼤⽓、⽔、海洋、⼟地、矿藏、森林、草原、湿
地、野⽣⽣物、⾃然遗迹、⼈⽂遗迹、⾃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①②③④均正确。
因此，选择D选项。

28.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活常识。
第⼆步，消防安全标志是由安全⾊、边框、图象为主要特征的图形符号或⽂字构成的标志，⽤以表达
与消防有关的安全信息。消防安全标志中，不同颜⾊都代表不同的含义。红⾊表⽰禁⽌，黄⾊表⽰⽕
灾爆炸危险，绿⾊表⽰安全和疏散途径，⿊⾊、⽩⾊⽤于⽂字。所以，“商场中绿⾊的消防安全标志
⽤于指⽰安全和通道”说法是正确的。

www.chinaexam.org 8/25



因此，选择B选项。

29.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传统民俗。
第⼆步，“打春”也叫“鞭春”，就是鞭打春⽜之意。是宣布⼀年农事⽣产正式开始的开耕典礼。打春
⽜，又称鞭春⽜、鞭⼟⽜，⽴春这天，在城镇集圩的⼴场上，⽤黄⼟塑——头象征耕种的春⽜和⼀个
农夫打扮的“芒神”。芒神⼀⼿执鞭，—⼿牵绳，仿佛要赶⽜下地耕种。这是民俗⽂化的重要内容。
因此，选择A选项。

30.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时政知识。
第⼆步，①中华⼈民共和国第⼀届职业技能⼤赛（简称第⼀届全国技能⼤赛）于2020年12⽉10⽇-13⽇
在⼴州举⾏。⼤赛的主题是“新时代、新技能、新梦想”，共设86个⽐赛项⽬，包括63个世赛选拔项⽬
和23个国赛精选项⽬。全国各省（市、区）、新疆⽣产建设兵团和有关⾏业组成36⽀代表队，有2565
名选⼿、2383名裁判⼈员参赛，是新中国成⽴以来，⾸次举办的规格最⾼、项⽬最多、规模最⼤的全
国性、综合性职业技能赛事。①正确。
②⼴东省⼗三届⼈⼤四次会议2021年1⽉24⽇开幕。政府⼯作报告中提出，⼴东全省地区⽣产总值2015
年为7.5万亿元，2020年超过11万亿元，年均增长6%，总量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②正确。
③2021年1⽉24⽇上午，⼴东省⼗三届⼈⼤四次会议在⼴州开幕，省长马兴瑞向⼤会作政府⼯作报告。
2020年⼴东GDP总量连续32年位居全国第⼀，2021年GDP预期⽬标为增长6%以上。2020年⼴东省研发
经费⽀出从1800亿元增加到3200亿元，占地区⽣产总值⽐重从2.4%提⾼到2.9%，区域创新综合能⼒跃
居全国第⼀，有效发明专利量、PCT国际专利申请量保持全国⾸位。③正确。
因此，选择D选项。  

31.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多重数列。
第⼆步，观察数列有两个括号且项数较多，优先尝试多重数列。奇偶交叉看，奇数项为23、22、21，
是公差为-1的等差数列，下⼀项为20；偶数项为24、25、26，是公差为1的等差数列，下⼀项为27。
因此，选择B选项。

32.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多级数列。
第⼆步，观察数列各项单调递增，优先做差，得到新数列6、9、12、15，为公差是3的等差数列，下
⼀项是18。则原数列下⼀项是45+18=63。
因此，选择C选项。

33.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多级数列。

第三部分：数量关系数量关系第三部分：数量关系数量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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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步，观察数列单调递增，优先选择做差求解。两两做差，后减前得到新数列33、55、77，是公差
为22的等差数列，下⼀项是99。因此原数列下⼀项是176+99=275。
因此，选择A选项。

34.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特殊数列。
第⼆步，观察数列⼤⼩杂乱且都是三位数，考虑特殊数列中的数位组合。数列各项的百、⼗、个位数
字加和均为20，那么下⼀项三个数字加和也应为20，只有D选项6+6+8=20，符合题意。
因此，选择D选项。

35.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整数数列。
第⼆步，观察分数数列中分母较难发现变化，将分⼦进⾏通分，将各项写成为： ，分

⼦均为12,下⼀项仍是12；分母12、18、24、30，是公差为6的等差数列，下⼀项是36。因此原数列下⼀
项是 。

因此，选择A选项。

36.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解题。
第⼆步，设吊机有x台，则推⼟机有3x台，挖掘机有4x台，有x＋3x＋4x＝120，解得x＝15。
因此，选择B选项。

37.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
第⼆步，设每名采茶⼯的效率均为1，则前4天完成了4×20＝80的⼯作量，所以总量为80×5＝400，还
剩400－80＝320的⼯作量。需要10天采完，每天需要320÷10=32名采茶⼯，还需要增加32－20＝
12（名）。
因此，选择A选项。

38.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经济利润问题，属于基础公式类。
第⼆步，设这批苹果有n公⽄，根据利润=售价－成本，25000=12×80%n＋10×（1－80%）n－9n-
0.1n，解得n=10000。10000公⽄=10吨（1吨=1000千克=1000公⽄）。
因此，选择B选项。

39.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程问题。
第⼆步，速度为每⼩时80公⾥，A市⼲部上午9时到达，共⾛了2⼩时，所以A市距省城80×2＝160（公
⾥）；B市⼲部下午3⼩时到达，停留了2⼩时，所以⾏驶时间为6⼩时，B市距离省城80×6＝480（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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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步，从A市经省城到B市，总路程为160＋480＝640（公⾥）。
因此，选择B选项。

40.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循环周期问题。
第⼆步，红绿两⾊的涂⾊情况如图所⽰：

绿⾊与红⾊重叠部分共有2段。
因此，选择C选项。

41.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解题。
第⼆步，设共有1000x件艺术品，则破损的艺术品为64x件。有20×1000x－（20＋30）×64x＝16800，
解得x＝1，则破损的艺术品共有64件。
因此，选择A选项。

42.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解题。
第⼆步，设共有x间宿舍，根据学⽣⼈数不变可得6x＋7＝8x－3，解得x＝5。
第三步，共有学⽣6×5＋7＝37（⼈）。
因此，选择D选项。

43.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排列组合，属于基础排列组合。
第⼆步，考虑逆向思维解题，甲队与⼄队不能分在同⼀组情况数=总情况数－甲队与⼄队分在同⼀组
情况数。总情况数6⽀报名参赛的队伍将平均分为上午组和下午组进⾏⼩组赛， （种），
甲队与⼄队分在同⼀组，再从剩余6－2=4队中选⼀队，区分上下午，有 ×2=8（种）。则所求情
况数为20－8=12（种）。
因此，选择D选项。

44.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基础应⽤题，⽤⽅程法解题。
第⼆步，设甲镇参赛⼈数为4x，则⼄镇参赛⼈数为3x，有（4x＋8）∶（3x＋24）＝5∶6，解得x＝8。
故甲镇⼲部职⼯共有4×8＋8＝40（⼈），⼄镇⼲部职⼯共有3×8＋24＝48（⼈），⼄⽐甲多48－
40=8（⼈）。
因此，选择A选项。

45.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何问题。
第⼆步，四边形周长为24，则a＋b＝12，a∶b＝4∶2∶  ，可得a＝8，b＝4，c＝2 ，所以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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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得边n、m、c构成⼀个⾓为30°的直⾓三⾓形，则n＝m÷2＝2，所以矩形的另⼀边长边长为a－
n＝8－2＝6，⾯积为6× 2 ＝ 12 。

因此，选择D选项。

46. 【解析】B
第⼀步，观察特征。
题⼲图形较为规整，考虑对称性。
第⼆步，⼀条式，从左到右找规律。
题⼲中的图形均为轴对称图形，且对称轴⽅向依次为竖轴、横轴、竖轴、横轴交替出现，所以问号处
应该选择竖轴对称的图形，观察选项，只有B项符合。
因此，选择B选项。

47. 【解析】C
第⼀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相似，优先考虑样式类运算。
第⼆步，两段式，第⼀段找规律，第⼆段⽤规律。
第⼀段中图⼀与图⼆去同求异得到图三，第⼆段⽤规律，只有C项符合。
因此，选择C选项。

48. 【解析】D
第⼀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不同，线条特征明显，优先考虑数线条。
第⼆步，⼀条式，从左向右观察。
题⼲所给图形线条数依次为2、3、4、5，呈等差规律，问号处应该选择图形线条数为6的，只有D项符
合。
因此，选择D选项。

49. 【解析】C
第⼀步，观察特征。
图形组成不同，⿊块数量变化明显，优先考虑数⿊块。
第⼆步，⼀条式，从左向右观察。

第四部分：判断推理第四部分：判断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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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所给图形⿊块数依次为2、3、4、5，呈等差规律，问号处应该选择⿊块数为6的，继续观察发
现，相邻⿊块位置之间存在规律，图⼀到图⼆⿊块位置没有相同，图⼆到图三⿊块有⼀个位置相同，
图三到图四⿊块有两个位置相同，依此规律，图四到问号处⿊块应该有三个位置相同，只有C项符
合。
因此，选择C选项。

50. 【解析】C
第⼀步，观察特征。
题⼲问号处每⼀个⼩六边形都缺少⼀部分，应将缺少的部分补全。
第⼆步，找规律，分析选项。
将选项代⼊原图空缺处，代⼊后应与原图颜⾊保持⼀致，问号处梯形的锐⾓部分应该填⼊⽩⾊，排除
B、D项，问号处梯形的两个直⾓部分应该填⼊⼀⿊⼀⽩，只有C项符合。
因此，选择C选项。

51. 【解析】B
本题为选⾮题，考查视图。A项，是圆台的俯视图，排除；B项，看不到两个⼤⼩不同的椭圆⾯，当
选；C项，是圆台的主视图，排除；D项，是圆台的仰视图，排除。
因此，选择B选项。

52. 【解析】D
本题考查平⾯组合。要想组成图⽰所给梯形，必须含有图①；根据平⾏等长原则，②③组合再与①进
⾏拼接，可组成图⽰所给梯形。因此，选择D选项。

53. 【解析】C
本题考查⽴体重构。
题⼲中上⾯由两个直⾓三⾓形⾯组成，下列展开图中主要验证两个直⾓三⾓形斜边是否可重合即可。
A、B项，很明显两个斜边不可能重合，排除；

C项，移⾯后如图： ，可观察到两个斜边可重合，符合；

D项，移⾯后如图： ，两个斜边不可能重合，排除。

因此，选择C选项。

54. 【解析】A
第⼀步，观察特征。
题⼲所给⽴体图形包括四个长⽅体，分别是⼀个最长的，⼀个次长的，以及两个最短的，可以根据四
个长⽅体之间的位置关系判定是否属于同⼀个图形。
第⼆步，找规律，分析选项。
题⼲中最长的长⽅体与其中⼀个最短的长⽅体在同⼀排，且另⼀个最短的长⽅体位于其左侧，⽽A选
项另⼀个最短的长⽅体位于其右侧，所以A选项与所给⽴体图形不是同⼀图形，B、C、D选项都是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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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形进⾏旋转得到的，只有A选项是发⽣翻转得到的。
因此，选择A选项。

55. 【解析】C
本题考查三视图。
由左视图可知，左侧看第⼆列中共有两个长⽅体，且⼩的长⽅体在前；从后视图可知共有三列长⽅
体。结合左视图可确定主视图⽅向左侧第⼀列第⼀排有⼀个长⽅体，中间列有三个长⽅体⾼度分别为
中、低、⾼位于第⼀、⼆、三排，最右侧⼀列长⽅体位于第⼆排。从⽽可以确定俯视图只有C项符
合。
因此，选择C选项。

56. 【解析】C
第⼀步，确定题⼲逻辑关系。
“开”与“关”属于反义关系。
第⼆步，辨析选项。
A项：“听”与“闻”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B项：“念”与“想”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C项：“推”与“拉”属于反义关系，与题⼲逻辑关系⼀致，符合。
D项：“聚”与“合”属于近义关系，排除。
因此，选择C选项。

57. 【解析】A
第⼀步，确定题⼲逻辑关系。
“学习”的⽬的是“进步”，⼆者属于⽬的对应关系。
第⼆步，辨析选项。
A项：“改⾰”的⽬的是“发展”，⼆者属于⽬的对应关系，与题⼲逻辑关系⼀致，符合；
B项：“开花”的结果是结果，“收获”并不是其本⾝的⽬的，排除；
C项：“⼼平”与“⽓和”都是有关⼼情状态的描述，⼆者属于并列关系，排除；
D项：“跑步”是⼀种“健⾝”的⽅式，⼆者属于⽅式对应关系，对应⽅式与题⼲不⼀致，排除。
因此，选择A选项。

58. 【解析】D
第⼀步，确定题⼲逻辑关系。
“恳求”指恳切地请求，与“要求”属于近义关系，但前者表达的恳切的感情⾊彩，后者相对较为强硬。
第⼆步，辨析选项。
A项：“复杂”指多⽽杂，“嘈杂”指杂乱，喧闹，⼆者⽆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B项：“恪守”指严格“遵守”，⼆者属于近义关系，但⼆者⽆明显感情⾊彩区分，排除；
C项：“动机”指推动⼈从事某种⾏为的念头，“动⼒”⽐喻推动⼯作、事业等前进和发展的⼒量，⼆者
⽆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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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项：“妥协”指⽤让步的⽅法避免冲突或争执，与“协调”属于近义关系，且“妥协”是⼀种⽆奈之
举，“协调”是⼀种主动的⾏为，与题⼲逻辑关系⼀致，符合。
因此，选择D选项。

59. 【解析】D
第⼀步，确定题⼲逻辑关系。
“东奔西⾛”形容四处奔忙或为某个⽬的⽽四下活动，“东奔”与“西⾛”属于并列关系，且⼆者均属于偏
正结构的词语。
第⼆步，辨析选项。
A项：“跋⼭涉⽔”指翻⼭越岭，蹚⽔过河，“跋⼭”与“涉⽔”属于并列关系，但⼆者均属于动宾结构的词
语，排除；
B项：“完整”与“⽆缺”属于并列关系，但⼆者均不是偏正结构的词语，排除；
C项：“顾此失彼”指顾了这个，丢了那个，“顾此”与“失彼”属于并列关系，但⼆者均属于动宾关系的词
语，排除；
D项：“⼤街”与“⼩巷”属于并列关系，且⼆者均属于偏正结构的词语，与题⼲逻辑关系⼀致，符合。
因此，选择D选项。

60. 【解析】D
第⼀步，确定题⼲逻辑关系。
“⽼师”传授“知识”给“学⽣”，“⽼师”与“知识”属于主宾关系，“⽼师”与“学⽣”属于主宾关系。
第⼆步，辨析选项。
A项：“⽗母”和“⼦⼥”共同组建了“家庭”，前两词与第三词属于包容关系中的组成关系，排除；
B项：“青蛙”可以吃“庄稼”中的“害⾍”，“青蛙”与“害⾍”属于主宾关系，但“庄稼”是吃“害⾍”的场所，
排除；
C项：“园丁”浇灌“花朵”，⼆者属于主宾关系，但“园丁”与“农⽥”⽆明显逻辑关系，排除；
D项：“医⽣”治疗“疾病”，⼆者属于主宾关系，“医⽣”帮助“病⼈”，⼆者属于主宾关系，与题⼲逻辑关
系⼀致，符合。
因此，选择D选项。

61. 【解析】C
第⼀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式中的“解释”，确定为原因解释。
第⼆步，分析题⼲。
要解释的⽭盾：“有机农业⽣产出的农作物产量会有⼀定程度的下降”与“仍然有越来越多的农民从传统
农业转向有机农业，甚⾄花费资⾦，添置⽤于有机农业耕作的农⽤设备”之间的⽭盾。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题⼲并未涉及“⽣态环境问题”，⽆法解释；
B项：题⼲并未涉及“科技节⽬”问题，⽆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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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售价⾼，能够说明农民为什么选⾃，可以解释；
D项：“少部分”不能说明问题，⽆法解释。
因此，选择C选项。

62.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式中的“前提”，确定为加强论证。
第⼆步，找论点论据。
论点：今年的花椒价格将会显著上涨。
论据：今年持续暴⾬，各地花椒严重减产。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建⽴联系。该项建⽴了论据“产量”和论点“花椒价格”之间的联系，可以加强。
B项：⽆关选项。往年的价格与论点“今年的价格”⽆关，不具有加强作⽤。
C项：⽆关选项。群众购买意愿题与论点“今年的价格”⽆关，不具有加强作⽤。
D项：增加论据。历年的价格均与产量有关，举例加强，具有加强作⽤。
第四步，强调⽐较。
建⽴联系⼒度⼤于增加论据。
因此，选择A选项。

63. 【解析】D
第⼀步，确定题型。
根据根据匹配信息，确定为分析推理。
第⼆步，分析条件进⾏推理。
根据条件“农学专业的没有前往甲村”“⼯学专业的去了丙村”，可知：法学专业者去了甲村，进⽽：农
学专业者去了⼄村；
根据“⼩陈没有前往甲村”“⼩陈不是农学专业”,可知：⼩陈去了丙村，即⼩陈是⼯学专业。
因此，选择D选项

64.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式中的“最能解释”，确定为原因解释。
第⼆步，分析题⼲。
题⼲中⽂字的前后⽭盾点为：⾁兔养殖的诸多优点与在当地市场销路不理想之间的⽭盾。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电视节⽬播出后,当地许多⼤型养殖企业都开始养殖⾁兔，会使得当地市场⾁兔供过于需，从⽽
导致销路不好，可解释；
B项：该村的其他养殖企业同期推出了市场价格更⾼的⿊⽑乌⾻鸡，乌⾻鸡与⾁兔不是同类，⽆法对
⾁兔销售构成竞争，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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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虽然当地有⾷⽤兔⾁的习俗,但在全国范围内兔⾁并不被⼴泛接受，与题⼲⾁兔在当地市场销路
不理想并⽆直接关系，排除；
D项：由于养殖技术成熟,⾁兔养殖已成为最具经济效益的养殖产业之⼀，与⾁兔销路如何没有关系，
排除。
因此，选择A选项。

65.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根据提问⽅式“推理在结构上最为相似”，确定为平⾏结构。
第⼆步，分析题⼲推理形式。
题⼲为“A都B，C是B，所以，C是A”。
第三步，辨析选项。
A项：可以标记为A都B。C是B，所以，C是A，与题⼲推理形式相同。
B项：因为A，所以B，因为C，所以不B，与题⼲推理形式不同，排除。
C项：因为A，所以B，因为A，所以C，与题⼲推理形式不同，排除。
D项：A，才B，不A不B，与题⼲推理形式不同，排除。
因此，选择A选项。

66.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化学中化学变化。
第⼆步，分析选项。
A项：聚沙成塔没有新物质的⽣成，属于物理变化，故A错误；
B项：百炼成钢过程中有新物质铁⽣成，属于化学变化，故B正确；
C项：⾹⽓四溢没有新物质⽣成，属于物理变化，故C错误；
D项：冰冻三尺没有新物质⽣成，属于物理变化，故D错误。
因此，选择B选项。

67.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温度变化。
第⼆步，分析原理。
温度越⾼，与冰箱的换热速度越快，从⽽降温速度越快。
因此，选择B选项。

68.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地理学中地球公转知识。
第⼆步，分析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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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太阳直射北回归线，此时北极圈出现极昼，⽩昼时间为24⼩时，所以⽩昼时间最长的为甲
点，其次是⼄点，丙点、丁点。
因此，选择A选项。

69.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学中的物种种间关系。
第⼆步，分析原理。
甲图显⽰两个物种数量同步共变，为互利共⽣关系；⼄图两个物种数量呈现此消彼长的变化，为捕⾷
者和被捕⾷者的关系；丙图中两个物种数量⼀个为S形曲线增长，为竞争优势物种，另⼀个为竞争劣
势物种，数量先增后减，最后趋于消亡。
因此，选择A选项。

70.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功。
第⼆步，分析选项。
F1与F2⼤⼩相等，物体M在两个⼒的作⽤下移动的距离亦相等，根据功的定义：W=FS，两个⼒所做
的功完全等⼤。
因此，选择B选项。

71.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分⼦运动。
第⼆步，分析原理。
A项：墨⽔滴⼊⽔中，墨⽔分⼦在⽔⾥做⽆规则运动（⾃由扩散）导致整杯⽔变⿊，是由于分⼦在不
停做⽆规则运动导致，正确；
B项：打⽓筒给篮球打⽓，越打越吃⼒，是因为随着不断打⽓，篮球内部⽓压越来越⼤，内外⽓压差
越来越⼤导致，并⾮分⼦⽆规则运动导致，错误；
C项：下雪时雪花漫天飞舞，是因为雪花受到⾃⾝重⼒、空⽓阻⼒和风的作⽤⼒⽽导致，与分⼦⽆规
则运动⽆关，错误；
D项：冰块融化体积变⼩，是因为⽔在4℃以下时冷胀热缩导致，与分⼦⽆规则运动⽆关，错误。
因此，选择A选项。

72.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浮⼒。
第⼆步，分析选项。
鸡蛋在液体中所受的浮⼒，根据阿基⽶德原理：F浮=ρ液gv排，由于两杯中鸡蛋均为全部被浸没，故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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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相等，因此鸡蛋所受浮⼒只与液体密度ρ液有关，再根据两个杯中鸡蛋的浮沉状态可知，甲杯中鸡
蛋密度⼤于液体密度，⼄杯中鸡蛋密度等于液体密度。进⽽可推知甲杯中液体密度⼩于⼄杯中液体密
度，排除B、D项，鸡蛋在⼄杯中受到的浮⼒更⼤，只有A项正确。
因此，选择A选项。

73. 【解析】C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中遗传知识点。
第⼆步，细胞分裂时染⾊体的数⽬复制加倍，细胞分裂过程中，染⾊体分裂完全相同的两份，分别进
⼊两个新细胞中。新细胞和原细胞所含有的遗传物质是⼀样的。故单个细胞中的染⾊体数量变化为18
条→36条→18条。
因此，选择C选项。

74.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和机械能守恒定律。
第⼆步，分析原理。
如图所⽰，不计空⽓阻⼒，机械能守恒。根据机械能=动能+势能。由重⼒势能⼤⼩判断动能⼤⼩。
⾼尔夫球在上升过程中，动能转化为重⼒势能，下落过程中，重⼒势能转化为动能。⾼尔夫球由
M→O 时，动能转化为重⼒势能，动能逐渐减⼩，重⼒势能不断增⼤；⾼尔夫球在O点达到最⾼点，
⽔平速度不为零，重⼒势能最⼤，动能最⼩；⾼尔夫由O→N时，重⼒势能转化为动能，重⼒势能减
⼩，动能逐渐增⼤。

因此，选择B选项。

75. 【解析】D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质量和密度
第⼆步，由V＝M/ρ，质量⼀定，密度和体积成反⽐。已知质量相等，又因为ρ盐⽔＞ρ⽔＞ρ煤油，故

www.chinaexam.org 19/25



V盐⽔＜V⽔＜V煤油，故可以判定甲杯是盐⽔，⼄杯是⽔，丙杯是煤油。
因此，选择D选项。

76. 【解析】D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化学中⽣活应⽤中的化学反应。
第⼆步，分析选项。
①⽩醋能除去⽔垢是因为醋酸能与⽔垢中的不溶性的钙、镁盐和碱反应，⽣成可溶性的醋酸盐，从⽽
达到除去⽔垢的⽬的，并不是因为⽔垢在⽩醋中的溶解度⾼，故错误；②稀硫酸除铜锈，发⽣化学反
应，碱式碳酸铜+硫酸=硫酸铜+⽔+⼆氧化碳，为氧化还原反应，故正确；③含氟⽛膏能预防龋齿，
原因是含氟⽛膏利⽤其所含的化学活性物质氟可以促进⽛釉质的再矿化，能较好地增强⽛齿的抗龋能
⼒，并且氟化物可以增强⽛釉质对酸侵蚀的抵抗⼒，抑制细菌⽣长繁殖，故正确。
因此，选择D选项。

77.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受⼒分析。
第⼆步，分析选项。
A项：物体惯性只与质量有关，与物体的速度⽆关，错误；
B项：向⼼⼒ ，速度越⼤，向⼼⼒越⼤，正确；

C项：离⼼⼒是⼀种虚拟⼒或称惯性⼒，它使旋转的物体远离它的旋转中⼼，转弯的汽车不需要对抗
离⼼⼒，错误；
D项：摩擦系数与地⾯的粗糙程度有关，与运动状态⽆关，错误。
因此，选择B选项。

78. 【解析】D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学知识。
第⼆步，分析原理。
在匀速直线运动的⾼铁中竖直向上抛球，由于惯性作⽤，⼩球在⽔平⽅向上的速度与⾼铁速度⼀致，
故⼆者⽔平位移⼀致，⼩球都会落在抛出点的正下⽅，③错误；
⼩球在竖直⽅向上受到重⼒作⽤，⼀直会有⼀个竖直向下的加速度。⼩球向上运动的时，速度⽅向向
上，加速度⽅向向下，做减速运动，在最⾼点时，速度为零，故①正确，②错误；
⼩球从抛出到落地时间与上抛初速度有关（忽略空⽓阻⼒），与列车运⾏速度（即⽔平⽅向速度）⽆
关，故④正确。
因此，选择D选项。

79.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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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考查地理学中板块构造学说。
第⼆步，分析选项。
A项：亚欧板块和美洲板块的交界处位于冰岛，正确；
B项：⾮洲板块和印度洋板块的交界处位于红海，不是蒙古，错误；
C项：亚欧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位于中国和⽇本，不是英国北部，错误；
D项：美洲板块和太平洋板块的交界处位于美洲西部，不是美国东海岸，错误。
因此，选择A选项。

80. 【解析】C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速度与时间的关系。
第⼆步，分析选项。
A项：汽车第6分钟没有回到出发点，错误；
B项：汽车在第4分钟的时候距离出发点最远，错误；
C项：汽车在第2分钟的速度和第6分钟的速度⼤⼩相等，正确；
D项：汽车在0—2分钟时的加速度与在2—4分钟时的加速度只是⼤⼩相等，错误。
因此，选择C选项。

81.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电荷转移
第⼆步，分析原理。
两个物体互相摩擦时，因为不同物体的原⼦核束缚核外电⼦的本领不同，所以其中必定有⼀个物体失
去⼀些电⼦，另⼀个物体得到多余的电⼦。如⽤玻璃棒跟丝绸摩擦，玻璃棒的⼀些电⼦转移到丝绸
上，玻璃棒因失去电⼦⽽带正电，丝绸因得到电⼦⽽带着等量的负电。
A项：丝绸得到电⼦带负电，正确；
B项：摩擦过程中只有电⼦的转移，不会有增加，错误；
C项：摩擦过程中是机械能转化为热能，错误；
D项；玻璃棒的原⼦核吸附性较弱，所以容易失去电⼦，故丝绸得到电⼦，错误。
因此，选择A选项。

82. 【解析】A
第⼀步，确定题型。
第⼆步，分析选项。
A项：⽗亲患病其基因类型⼀定为XAY，必定将患病基因XA遗传给⼥⼉，则⼥⼉⼀定患病，图谱符合
规律，正确；
B项：⽗母不患病则基因⼀定为XaY和XaXaY，所以其⼥⼉⼀定不患病，图谱中⼥⼉患病，不符合规
律，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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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项：⽗亲患病其基因类型⼀定为XAY，必定将患病基因XA遗传给⼥⼉，则⼥⼉⼀定患病，⽽图谱中
⼥⼉不患病，不符合规律，错误；
D项：⽗母不患病则基因⼀定为XaY和XaXaY，所以其⼉⼦基因组成⼀定为XaY，⼀定不患病，图谱
中⼉⼦患病，不符合规律，错误。
因此，选择A选项。

83.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化学中灭⽕器原理。
第⼆步，分析原理。
A项：泡沫灭⽕器喷出的物质均不会污染环境，错误；
B项：使⽤泡沫灭⽕器 灭⽕时，能喷射出⼤量泡沫，它们能粘附在可燃物上，使可燃物与空⽓隔绝，
同时降低温度，破坏燃烧条件，达到灭⽕的⽬的，正确；
C项：电⽓设备的起⽕可能仍然会有存电的现象，仍有触电的危险，泡沫灭⽕器喷出的物质具有导电
性，可能引起触电，所以不可⽤于扑灭带电设备，错误；
D项：两种溶液混合后会⽣成氢氧化铝沉淀，不是液体，错误。
因此，选择B选项。

84. 【解析】C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电学知识。
第⼆步，分析选项。
A项：闭合开关，灯泡L1，L2都被短路，两个灯泡都不亮，错误；
B项：闭合开关，灯泡L1被短路，L1不亮，错误；
C项：闭合开关，L1和L2并联在电路中，都能正常发光，正确；
D项：闭合开关，灯泡L2被短路，L2不亮，错误。
因此，选择C选项。

85. 【解析】B
第⼀步，确定题型。
本题考查物理学中的⼒学知识。
第⼆步，分析选项。
A项：物体B受到重⼒、地⾯⽀持⼒、A对B的作⽤⼒、地⾯向右的摩擦⼒四个⼒的作⽤，⽽⾮3个⼒的
作⽤，错误；
B项：物体B静⽌，表明在⽔平⾯上受⼒平衡，由于其受到⽔平向左的⼒为F，故其受到的摩擦⼒⼤⼩
必为F，且⽔平向右，正确；
C项：A对B的作⽤⼒⼤⼩为F与物体A的压⼒的合⼒，错误；
D项：根据作⽤⼒与反作⽤⼒原理，物体A与物体B的相互作⽤⼒⼤⼩必然相等，错误。

www.chinaexam.org 22/25



因此，选择B选项。

暂缺

86. 【解析】A ⽆解析

87. 【解析】A ⽆解析

88. 【解析】A ⽆解析

89. 【解析】A ⽆解析

90. 【解析】A ⽆解析

暂缺

91. 【解析】A ⽆解析

92. 【解析】A ⽆解析

93. 【解析】A ⽆解析

94. 【解析】A ⽆解析

95. 【解析】A ⽆解析

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出⼜总额达1159.0亿美元。农产品进⼜额为807.5亿美元，同⽐增长
13.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农产品出⼜额同⽐下降3.8%，为351.5亿元。
在我国的农产品进⼜中，除⼤洋洲农产品进⼜额同⽐下降1.9个百分点外，其余各⼤洲的农产品进⼜额
均有所增加；欧洲国家或地区农产品进⼜额增幅最⼤，达28.4%。农产品出⼜中，对亚洲国家或地区
的出⼜额最⾼，达229.7亿美元，较2019年同期下降了3.7个百分点。

随着我国居民饮⾷结构的调整，居民对⾁类⾷品的需求量逐年增加。2020年上半年畜类产品进⼜额同
⽐增长43.2%，对农产品进⼜额的增长贡献超7成。我国农产品出⼜最多的两⼤类别分别是⾷⽤蔬菜和
⽔、海产品，合计出⼜额达93.6亿美元，占农产品出⼜总额的26.6%。

第五部分：资料分析资料第五部分：资料分析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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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解析】C
第⼀步，本题考查混合增长率计算。
第⼆步，定位⽂字材料，“农产品进⼜额为807.5亿美元，同⽐增长13.2%。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国
农产品出⼜额同⽐下降3.8%，为351.5亿美元”。
第三步，根据混合增长率⼜诀，整体增速介于各部分增速之间，且偏向于基期量较⼤的⼀⽅，进⼜额
的基期量应⼤于出⼜额的基期量，可知 =4.7%＜整体增速＜13.2%，排除A选项；利⽤

⼗字交叉，可得 ，⽤现期量近似代替基期量计算，则

，解得r≈8%。

因此，选择C选项。

97. 【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减少量计算。
第⼆步，定位表格材料，2020年上半年⽔、海产品出⼜额48.7亿美元，同⽐增长－19.6%。
第三步，19.6%≈ ，根据减少量计算n－1原则，代⼊数据可得2020年上半年，我国⽔、海产品出⼜

额同⽐减少 （亿美元）。

因此，选择D选项。

98. 【解析】A
第⼀步，本题考查基期量⽐较。
第⼆步，定位表格材料。

第三步，根据基期量 ，进出⼜=进⼜＋出⼜，观察发现选项中2020年上半年进出⼜总额最

⾼的是⾷⽤蔬菜（9.6+44.9=54.5），明显⾼于其他类别，则其基期量也最⼤。或粗略计算2019年上半
年我国进出⼜总额分别为：⾷⽤蔬菜 ，禽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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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酒及醋 ，咖啡、茶、马黛

茶及调味⾹料 ，进出⼜总额最⾼的是⾷⽤蔬菜。

因此，选择A选项。

99. 【解析】B
第⼀步，本题考查基期⽐重计算。
第⼆步，定位⽂字材料第⼀、第⼆段，“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额为807.5亿美元，同⽐增长
13.2%”，“在我国的农产品进⼜中……欧洲国家或地区农产品进⼜额增幅最⼤，达28.4%”，定位饼状图
材料，“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额中欧洲国家或地区约占18.8%”。
第三步，根据基期⽐重公式 ，现期⽐重为18.8%，代⼊数据可得

，与B选项最为接近。

因此，选择B选项。

100.【解析】D
第⼀步，本题考查综合分析，且需选出说法错误的⼀项。
第⼆步，A选项，现期倍数计算。定位表格材料，“2020年上半年，畜类产品进⼜额为222亿美元，⾕
物进⼜额为33.9亿元”；则所求倍数为 ，直除⾸位商6，即畜类产品进⼜额是⾕物进⼜额的6倍多，

正确。
B选项，部分量⽐较。定位⽂字材料第⼀、第⼆段，“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额为807.5亿美
元……农产品出⼜中，对亚洲国家或地区的出⼜额最⾼，达229.7亿美元”，定位饼状图材料，“对亚洲
进⼜额占18.9%”；根据部分量=整体量×⽐重，2020年上半年我国对亚洲国家或地区的进⼜额为
807.5×18.9%＜810×20%=162（亿美元），⽽出⼜额⾼达229.7亿美元，故出⼜额必然⾼于进⼜额，正
确。
C选项，部分量计算。定位⽂字材料第⼀段，“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进⼜额为807.5亿美元”，定
位饼状图材料，“对南美洲进⼜额占31.5%，对亚洲进⼜额占18.9%”；观察饼状图发现对六⼤洲进⼜额
中占⽐最⼤的是南美洲，第⼆⼤的是亚洲。根据部分量=整体量×⽐重，对南美洲的进⼜额为
807.5×31.5%＞800×30%=240＞160（亿美元），对亚洲的进⼜额为807.5×18.9%＜
810×19%=810×20%-810×1%=162-8.1=153.9＜160（亿美元），故六⼤洲中肯定只有占⽐排名第⼀的
南美洲进⼜额超过160亿美元，正确。
D选项，求⽐重。定位⽂字材料第⼀段，“2020年上半年我国农产品出⼜额同⽐下降3.8%，为351.5亿
美元”，定位表格材料出⼜额⼀列；根据⽐重 ，将数据取整代⼊，则表格给出的农产品出⼜额

合计占我国农产品出⼜额的⽐重约为 ，错误。

因此，选择D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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