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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管理类专业硕士综合能力真题及参考答案 

说明：由于 2012 年试题为一题多卷，因此现场试卷中的选择题部分，不同考生有不同顺序。请在核对答
案时注意题目和选项的具体内容。 

一、问题求解：第 1~15小题，每小题 3分，共 45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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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1.某商品的定价为 200元，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连续两次降价 20%后的售价为 

（A）114元                 （B）120元   

（C）128元                 （D）144元  

（E）160元 

2.如图 1 ∆ ABC是直角三角形， 1S 2S 3S 为正方形，已知 

a，b，c，分别是 1S 2S 3S 的边长，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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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1 

3. 如图 2，一个储物罐的下半部分是底面直径与高均是 20m的圆柱形、 

上半部分（顶部）是半球形，已知底面与顶部的造价是 400元/m
2
， 

侧面的造价是 300元/ m
2
,该储物罐的造价是。（ ≈π 3.14）  

（A）56.52万元             （B） 62.8万元 

（C）75.36万元             （D）87.92万元 

（E）100.48万元                                                     图 2 

4. 在一次商品促销活动中，主持人出示一个 9 位数，让顾客猜测商品的价格，商品的价格是该 9 位数中

从左到右相邻的 3个数字组成的 3位数，若主持人出示的是 513535319，则顾客一次猜中价格的概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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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某商店经营 15种商品，每次在橱窗内陈列 5种，若每两次陈列的商品不完全相同，则最多可陈列 

（A）3000次               （B） 3003次   

（C）4000次               （D） 4003次  

（E）4300次 

6. 甲、乙、丙三个地区的公务员参加一次测评，其人数和考分情况如下表： 



中国MBA备考网·MBA备考权威门户                        www.mbaschool.com.cn 

北京社科赛斯（SUCCESS）·中国最大MBA考前辅导机构 

www.mbaschool.com.cn                     - 2 -                  （010）82623253、82621297 

 

人数     分数 

 

地区 

6 7 8 9 

甲 10 10 10 10 

乙 15 15 10 20 

丙 10 10 15 15 

三个地区按平均分由高到低的排名顺序为 

（A）乙、丙、甲            （B）乙、甲、丙 

（C）甲、丙、乙            （D）丙、甲、乙 

（E）丙、乙、甲 

7.经统计，某机场的一个安检口每天中午办理安检手续的乘客人数及相应的概率如下表： 

乘客人数 0~5 6~10 11~15 16~20 21~25 25以上 

概率 0.1 0.2 0.2 0.25 0.2 0.05 

该安检口 2天中至少有 1天中午办理安检手续的乘客人数超过 15的概率是 

(A)0.2                           (B)0.25    

(C)0.4                           (D)0.5       

(E)0.75 

8. 某人在保险柜中存放了 M 元现金，第一天取出它的
3
2
，以后每天取出前一天所取的

3
1
，共取了 7 次，

保险柜中剩余的现金为 

（A） 73
M
元                     （B） 63

M
元   

（C） 63
2M

元                    （D）[1- (
3
2
)

7
]M元            

（E）[1-7×(
3
2
)

7
]M元 

9.在直角坐标系中，若平面区域 D 中所有点的坐标（ yx, ）均满足：0 ≤≤ x   ，0 ≤≤ y 6， 3≤− xy ，

22 yx + 9≥ ，则 D的面积是 

（A）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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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π
−                     （D） )2(

4
9

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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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某单位春季植树 100 颗，前 2 天安排乙组植树，其余任务由甲、乙两组用 3 天完成，已知甲组每天比

乙组多植树 4棵，则甲组每天植树 

（A） 11棵                         (B) 12棵     

(C)  13棵                         (D) 15棵    

(E)  17棵  

11、在两队进行的羽毛球对抗赛中，每队派出３男２女共５名运动员进行５局单打比赛。如果女子比赛安

排在第二和第四局进行，则每队队员的不同出场顺序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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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１２种              （B）１０种 

（C） ８  种              （D） 6  种 

12、若 baxxx +++ 23
能被 232 +− xx 整除，则 

（A） 4,4 == ba          （B） 4,4 −=−= ba  

（C） 8,10 −== ba         （D） 8,10 =−= ba  

（E）  0,2 =−= ba  

13．某公司计划运送 180台电视机和 110台洗衣机下乡，现在两种货车，甲种货车每辆最多可载４０台电

视机和１０台洗衣机，乙种货车每辆最多可载 20台电视机和 20台洗衣机，已知甲、乙种货车的租金分别

是每辆 400元和 360元，则最少的运费是 

（A） 2560元            （B）2600元 

（C） 2640元            （D）2580元 

（E）  2720元 

14．如图 3，三个边长为一的正方形所覆盖区域（实线所围）的面积为 

（A） 23 −                   （B）
4

233 −    

（C） 33 −                   （D）
2
33 −  

  （E）
4

333 −                                                图 3 

15．在一次捐赠活动中，某市将捐赠的物品打包成件，其中帐篷和食品共 320 件，帐篷比食品多 80 件，

则帐篷的件数是 

(A) 180                (B) 200   

(C) 220                   (D) 240   

(E) 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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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答题卡．．．上将所选字母涂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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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元二次方程 013 =++ bxx 有两个不同实根。 

(1) 2−<b  

(2) 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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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已知 }{},{ nn ba 分别为等比数列与等差数列， ,111 == ba 则 22 ab ≥ 。 

(1) 02 >a  

(2) 1010 ba =  

18.直线 baxy += 过第二象限。 

(1) 1,1 =−= ba  

(2) 1,1 −== ba  

19.某产品由二道独立工序加工完成。则该产品是合格品的概率大于 0.8。 

（1）每道工序的合格率为 0.81. 

（2）每道工序的合格率为 0.9. 

20. 已知 nm, 是正整数,则m是偶数。 

   (1) nm 23 + 是偶数 

   (2) 22 23 nm + 是偶数 

21. 已知 ba, 是实数,则 ba > 。 

(1) 
22 ba >  

   (2) ba >2
 

22.在某次考试中,3道题中答对 2道题即为及格.假设某人答对各题的概率相同,则此人及格的概率是
27
20
。 

(1)答对各题的概率均为
3
2
 

   (2)3道题全部答错的概率为
27
1

 

23．已知三种水果的平均价格为 10元/千克，则每种水果的价格均不超过 18元/千克。 

（1）三种水果中价格最低的为 6元/千克。 

（2）购买重量分别是 1千克、1千克和 2千克的三种水果共用了 46元。 

24．某户要建一个长方形的羊栏，则羊栏的面积大于 2500m 。 

 (1) 羊栏的周长为 120m. 

(2) 羊栏对角线的长不超过 50m. 

25.直线 。axybxy 的切线是抛物线 +=+= 2
 

（1） 。axybxy 有且仅有一个交点与 +=+= 2
 

（2） )(2 Rxabx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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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社科赛斯仲毅老师独家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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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逻辑推理：第 26～55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60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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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将所选项的字母涂黑。 

26．1991年 6月 15日，菲律宾吕宋岛上的皮纳图博火山突然爆发，2000万吨二氧化碳气体冲入平流层，

形成的霾像毯子一样盖在地球上空，把部分要照射到地球的阳光反射回太空。几年之后，气象学家发

现这层霾使得当时地球表面的温度累计下降了 0.50C，而皮纳图博火山喷发前的一个世纪，因人类活

动而造成的温室效应已经使地球表面温度上升了 10C。某位持“人工气候改造论”的科学家据此认为，

可以用火箭弹等方式将二氧化碳冲入大气层，阻挡部分阳光，达到给地球表面降温的目的。以下哪项

如果为真，最能对该科学家提议的有效性构成质疑? 

（A）如果利用火箭将二氧化碳冲入大气层，会导致航空乘客呼吸不适。 

（B）如果在大气层上空放置反光物，就可以避免地球表面受到强烈阳光的照射。 

（C）可以把大气中的碳提出来存储到地下，减少大气层中的碳含量。 

（D）不论何种方式，“人工气候改造”都将破坏地球的大气层结构。 

（E）火山喷发形成的降温效应只是暂时的，经过一段时间温度将再次回升。 

27．只有具有一定文学造诣且具有生物学专业背景的人，才能读懂这篇文章。 

如果上述命题为真，以下哪项不可能为真？ 

（A）小张没有读懂这篇文章，但他的文学造诣是大家所公认的。 

（B）计算机专业的小王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C）从未接触过生物学知识的小李读懂了这篇文章。 

（D）小周具有生物学专业背景，但他没有读懂这篇文章。 

（E）生物学博士小赵读懂了这篇文章。 

28．经过反复核查，质检员小李向厂长汇报说：“726车间生产的产品都是合格的，所以不合格的产品都不

是 726车间生产的。” 

以下哪项和小李的推理结构最为相似？ 

（A）所有入场的考生都经过了体温测试，所以没能入场的考生都没有经过体温测试。 

（B）所有出场设备都是检测合格的，所有检测合格的设备都已出厂。 

（C）所有已发表文章都是认真校对过的，所以认真校对过的文章都已发表。 

（D）所有真理都是不怕批评的，所有怕批评的都不是真理。 

（E）所有不及格的学生都没有好好复习，所以没好好复习的学生都不及格。 

29．王涛和周波是理科（1）班学生，他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他们发现班里每一个人或者喜欢物理，

或者喜欢化学。王涛喜欢物理，周波不喜欢化学。 

根据以上陈述，以下哪项必定为真？ 

Ⅰ．周波喜欢物理。 

Ⅱ．王涛不喜欢化学。 

Ⅲ．理科（1）班不喜欢物理的人喜欢化学。 

Ⅳ．理科（1）班一半人喜欢物理，一半人喜欢化学。 

（A）仅Ⅰ。                      （B）仅Ⅲ。 

（C）仅Ⅰ、Ⅱ。                 （D）仅Ⅰ、Ⅲ。 

（E）仅Ⅱ、Ⅲ、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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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李明、王兵、马云三位股民对股票 A和股票 B分别作了如下预测： 

李明：只有股票 A不上涨，股票 B才不上涨。 

王兵：股票 A和股票 B至少有一个不上涨。 

马云：股票 A上涨当且仅当股票 B上涨。 

若三人的预测都为真，则以下哪项符合他们的预测？ 

（A）股票 A上涨，股票 B不上涨。 

（B）股票 A不上涨，股票 B上涨。 

（C）股票 A和股票 B均上涨。 

（D）股票 A和股票 B均不上涨。 

（E）只有股票 A上涨，股票 B才不上涨。 

31．临江市地处东部沿海，下辖临东、临西、江南、江北四个区。近年来，文化旅游产业成为该市新的经

济增长点。2010 年，该市一共吸引了全国数十万人次游客前来参观旅游。12 月底，关于该市四个区

当年吸引游客人次多少的排名，各位旅游局长做作了如下预测： 

临东区旅游局长：如果临西区第三，那么江北区第四； 

临西区旅游局长：只有临西区不是第一，江南区才第二； 

江南区旅游局长：江南区不是第二； 

江北区旅游局长：江北区第四。 

最终的统计表明，只有一位局长的预测符合事实，则临东区当年吸引游客人次的排名是 

（A）第一。                           （B）第二。 

（C）第三。                         （D）第四。 

（E）在江北区之前。 

32．小张是某公司营销部的员工。公司经理对他说：“如果你争取到这个项目，我就奖励你一台笔记本电

脑或者给你项目提成。”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说明该经理没有．．兑现承诺？ 

（A）小张没争取到这个项目，该经理没给他项目提成，但送了他一台笔记本电脑。 

（B）小张没争取到这个项目，该经理没奖励他笔记本电脑，也没给他项目提成。 

（C）小张争取到了这个项目，该经理给他项目提成，但并未奖励他笔记本电脑。 

（D）小张争取到了这个项目，该经理奖励他一台笔记本电脑并且给他三天假期。 

（E）小张争取到了这个项目，该经理未给他项目提成，但奖励了他一台台式电脑。 

33．《文化新报》记者小白周四去某市采访陈教授与王研究员。次日，某同事小李问小白：“昨天你采访到

那两位学者了吗？”小白说：“不，没那么顺利。”小李又问：“那么，你一个都没采访到？”小白说：

“也不是。”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小白周四采访所发生的实际情况？ 

   （A）小白采访到了两位学着。 

   （B）小白采访了李教授，但没有采访王研究员。 

   （C）小白根本没有去采访两位学着。 

   （D）两位采访对象都没有接受采访。 

   （E）小白采访到了其中一位，但没有采访到另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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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只有通过身份认证的人才允许上公司内网，如果没有良好的业绩就不可能通过身份认证，张辉有良好   

的业绩而王纬没有良好的业绩。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则以下哪一项一定为真？ 

   （A）允许张辉上公司内网。 

   （B）不允许王纬上公司内网。 

   （C）张辉通过身份认证。 

   （D）有良好的业绩，就允许上公司内网。 

   （E）没有通过身份认证，就说明没有良好的业绩。 

35．比较文字学者张教授认为，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字形与字义的关系有不同的表现。他提出，汉字是

象形文字，其中大部分是形声字，这些字的字形与字义相互关联：而英语是拼音文字，其字形与字义

往往关联度不大，需要某种抽象的理解。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不符合．．．．张教授的观点？ 

（A）汉语中的“日”、“月”是象形字，从字形可以看出其所指的对象；而英语中的 sun与 moon则感

觉不到这种行义结合。 

（B）汉语中“日”与“木”结合，可以组成“東”、“杲”、“杳”等不同的字，并可以猜测其语义。而

英语中则不存在与此类似的 sun与 wood的结合。 

   （C）英语中，也有与汉语类似的象形文字，如，eye 是人的眼睛的象形，两个 e 代表眼睛，y代表中

间的鼻子：bed是床的象形，b和 d代表床的两端。 

   （D）英语中的 sunlight与汉语中的“阳光”相对应，而英语的 sun与 light和汉语中的“阳”与“光”

相对应。 

   （E）汉语中的“星期三”与英语中的Wednesday和德语中的 Mitwoch意思相同。 

36．乘客使用手机及便携式电脑等电子设备会通过电磁波谱频繁传输信号，机场的无线电话和导航网络等

也会使用电磁波谱，但电信委员会已根据不同用途把电磁波谱分成几大块。因此，用手机打电话不会

对专供飞机通讯系统或全球定位系统使用的波段造成干扰。尽管如此，各大航空公司仍然规定，禁止

机上乘客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解释上述现象？ 

Ⅰ. 乘客在空中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可能对地面导航网络造成干扰。 

Ⅱ. 乘客在起飞和降落时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可能影响机组人员工作。 

Ⅲ. 便携式电脑或者游戏设备可能导致自动驾驶仪出现断路或仪器显示发生故障。 

（A）仅Ⅰ。                   （B）仅Ⅱ。 

（C）仅Ⅰ、Ⅱ。               （D）仅Ⅱ、Ⅲ。 

（E）Ⅰ、Ⅱ和Ⅲ。 

37．2010年上海世博会盛况空前，200多个国家场馆和企业主题馆让人目不暇接。大学生王刚决定在学校

放暑假的第二天前往世博会参观。前一天晚上，他特别上网查看各位网友对相关热门场馆选择的建议，

其中最吸引王刚的有三条：  

（1）如果参观沙特馆，就不参观石油馆。 

（2）石油馆和中国国家馆择一参观。 

（3）中国国家馆和石油馆不都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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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第二天王刚的世博会行程非常紧凑，他没有接受上述三条建议中的任何一条。 

关于王刚所参观的热门场馆，以下哪项描述正确？ 

（A）参观沙特馆、石油馆，没有参观中国国家馆。 

（B）沙特馆、石油馆、中国国家馆都参观了。 

（C）沙特馆、石油馆、中国国家馆都没有参观。 

（D）没有参观沙特馆，参观石油馆和中国国家馆。 

（E）没有参观石油馆，参观沙特馆、中国国家馆。 

38．经理说：“有了自信不一定赢。”董事长回应说：“但是没有自信一定会输。” 

以下哪项与董事长的意思最为接近？ 

（A）不输即赢，不赢则输。 

（B）如果自信，则一定会赢。 

（C）只有自信，才可能不输。 

（D）除非自信，否则不可能输。 

（E）只有赢了，才可能更自信。 

39．在家电产品“三下乡”活动中，某销售公司的产品受到了农村居民的广泛欢迎。该公司总经理在介绍

经验时表示：只有用最流行畅销的明星产品面对农村居民，才能获得他们的青睐。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总经理的论述？ 

（A）某品牌电视由于其较强的防潮能力，尽管不是明星产品，仍然获得了农村居民的青睐。 

（B）流行畅销的明星产品由于价格偏高，没有赢得农村居民的青睐。 

（C）流行畅销的明星产品只有质量过硬，才能获得农村居民的青睐。 

（D）有少数娱乐明星为某流行畅销的产品作虚假广告。 

（E）流行畅销的明星产品最适合城市中的白领使用。 

40．居民苏女士在菜市场看到某摊位出售的鹌鹑蛋色泽新鲜、形态圆润，且价格便宜，于是买了一箱。回

家后发现有些鹌鹑蛋打不破，甚至丢在地上也摔不坏，再细闻已经打破的鹌鹑蛋，有一股刺鼻的消毒

液味道。她投诉至菜市场管理部门，结果一位工作人员声称鹌鹑蛋目前还没有国家质量标准，无法判

定它有质量问题，所以他坚持这箱鹌鹑蛋没有质量问题。 

以下哪项与该工作人员作出结论的方式最为相似？ 

  （A）不能证明宇宙是没有边际的，所以宇宙是有边际的。 

  （B）“驴友论坛”还没有论坛规范，所以管理人员没有权利删除贴子。 

  （C）小偷在逃跑途中跳入2米深的河中，事主认为没有责任，因此不予施救。 

  （D）并非外星人不存在，所以外星人存在。 

  （E）慈善晚会上的假唱行为不属于商业管理范围，因此相关部门无法对此进行处罚。 

41．概念A与概念B之间有交叉关系，当且仅当，（1）存在对象x,x既属于A又属于B；（2）存在对象y,y属于

A但不属于B；（3）存在对象z,属于B但不属于A 。   

根据上述定义，以下哪项中加点的两个概念之间有交叉关系？ 

  （A）因画按题材分主要有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等等；按技法分主要有工笔画和写意画等等。 

  （B）《盗梦空间》除了是最佳影片的有力争夺者外，它在技术类奖项的争夺中也将有所斩获。 

  （C）洛邑小学30岁的食堂总经理为了改善伙食，在食堂放了几个意见本，征求学生们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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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在微波炉清洁剂中加入漂白剂，就会释放出氯气。 

  （E）高校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和助教等。 

42．小李将自家护栏边的绿地毁坏，种上了黄瓜。小区物业管理人员发现后，提醒小李：护栏边的绿地是

公共绿地，属于小区的所有人。物业为此下发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小李限期恢复绿地。小李对此辩称：

“我难道不是小区的人吗？护栏边的绿地既然属于小区的所有人，当然也属于我。因此，我有权在自

己的土地上种黄瓜。” 

  以下哪项论证，和小李的错误最为相似？ 

          （A）所有人都要对他的错误行为负责，小梁没有对他的这次行为负责，所有小梁的这次行为没有错

误。 

          （B）所有参展的兰花在这次博览会上被订购一空，李阳花大价钱买了一盆花，由此可见，    李阳

买的必定是兰花。 

          （C）没有人能够一天读完大仲马的所有作品，没有人能够一天读完《三个火枪手》，因此，《三个火

枪手》是大仲马的作品之一。 

          （D）所有莫尔碧骑士组成的军队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战胜的，翼雅王是莫尔碧骑士之一，所以翼雅

王在当时的欧洲是不可战胜的。 

          （E）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掌握当今世界的所有知识，地心说不是当今世界的知识，因此，有些人可

以掌握地心说。 

         43．我国著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在对东北的地质结构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调查研究后发现，松辽平原

的地质结构与中亚细亚极其相似。他推断，既然中亚细亚蕴藏大量的石油，那么松辽平原很可能也

蕴藏着大量的石油。后来，大庆油田的开发证明了李四光的推断是正确的。 

             以下哪项与李四光的推理方式最为相似？ 

            （A）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B）邻居买彩票中了大奖，小张受此启发，也去买了体育彩票，结果没有中奖。 

            （C）某乡镇领导在考察了荷兰等国的花卉市场后认为要大力发展规模经济，回来后组织全乡镇种大

葱，结果导致大葱严重滞销。 

            （D）每到炎热的夏季，许多商店腾出一大块地方卖羊毛衫、长袖衬衣、冬靴等冬令商品，进行反季

节销售，结果都很有市场。小王受此启发，决定在冬季种植西瓜。 

            （E）乌兹别克地区盛产长绒棉。新疆塔里木河流域与乌兹别克地区在日照情况、霜期长短、气温高

低，降雨量等方面均相似，科研人员受此启发，将长绒棉移植到塔里木河流域，果然获得了成

功。 

         44. 如果他勇于承担责任，那么他就一定会直面媒体，而不是选择逃避；如果他没有责任，那么他就一定

会聘请律师，捍卫自己的尊严。可是事实上，他不仅没有聘请律师，现在逃的连人影都不见了。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结论？ 

           （A）即使他没有责任，也不应该选择逃避。 

           （B）虽然选择了逃避，但是他可能没有责任。 

           （C）如果他有责任，那么他应该勇于承担责任。 

           （D）如果他不敢承担责任，那么说明他责任很大。 

             （E）他不仅有责任，而且他没有勇气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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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有些通讯网络维护涉及个人信息安全，因而，不是所有通信网络的维护都可以外包。以下哪项可以使

上述论证成立？ 

  （A）所有涉及个人信息安全的都不可以外包。 

（B）有些涉及个人信息安全的不可以外包。 

 （C）有些涉及个人信息安全的可以外包。 

 （D）所有涉及国家信息安全的都不可以外包。 

 （E）有些通讯网络维护涉及国家信息安全。 

46．葡萄酒中含有白藜芦醇和类黄酮等对心脏有益的抗氧化剂。一项新研究表明，白藜芦醇能防止骨质酥

松和肌肉萎缩。由此，有关研究人员推断，那些长时间在国际空间站或宇宙飞船上的宇航员或许可以

补充一下白藜芦醇。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研究人员的推断？ 

（A）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残疾或者其他因素而很少活动的人会比经常活动的人更容易出现骨质疏松和肌

肉萎缩等症状，如果能喝点葡萄酒，则可以获益。 

  （B）研究人员模拟失重状态，对老鼠进行试验，一个对照组未接受任何特殊处理，另一组则每天服用

白藜芦醇。结果对照组的老鼠骨头和肌肉的密度都降低了，而服用白藜芦醇的一组则没有出现这

些症状。 

  （C）研究人员发现由于残疾或者其他因素而很少活动的人，如果每天服用一定量的白藜芦醇，则可以

改善骨质疏松和肌肉萎缩等症状。 

 （D）研究人员发现，葡萄酒能对抗失重所造成的负面影响。 

（E）某医学博士认为，白藜芦醇或许不能代替锻炼，但它能减缓人体某些机能的退化。 

47．一般商品只有在多次流通过程中才能不断增值，但艺术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却体现出了与一般商品不 

同的特性。在拍卖市场上，有些古玩，字画的成交价格有很大的随机性，往往会直接受到拍卖现场气 

氛，竞价激烈程度，买家心理变化等偶然因素的影响，成交价有时会高于底价几十倍乃至数百倍，使 

得艺术品在一次流通中实现大幅度增值。 

以下哪项最无助于．．．解释上述现象？ 

（A）艺术品的不可再造性决定了其交换价格有可能超过其自身价值。 

（B）不少买家喜好收藏，抬高了艺术品的交易价格。 

（C）有些买家就是为了炒作艺术品，以期获得高额利润。 

（D）虽然大量赝品充斥市场，但是对艺术品的交易价格没有什么影响。 

（E）国外资金进入艺术品拍卖市场，对价格攀升起到了拉动作用。 

48．近期国际金融危机对毕业生的就业影响非常大，某高校就业中心的陈老师希望广大同学能够调整自己

的心态和预期。他在一次就业指导会上提到，有些同学对自己的职业定位还不够准确。 

如果陈老师的陈述为真，则以下哪项不一定．．．为真？ 

Ⅰ 不是所有的人对自己的职业定位都准确。 

Ⅱ 不是所有人对自己的职业定位都不够准确。 

Ⅲ 有些人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准确。 

Ⅳ 所有人对自己的职业定位都不够准确。 

（A）仅Ⅱ和Ⅳ。                    （B）仅Ⅲ和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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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仅Ⅰ和Ⅲ。                    （D）仅Ⅰ、Ⅱ和Ⅲ。 

（E）仅Ⅱ、Ⅲ和Ⅳ。 

49．一位房地产信息员通过对某地的调查发现：护城河两岸房屋的租金都比较廉价；廉租房都坐落在凤凰

山北麓；东向的房屋都是别墅；非廉租房不可能具有廉价的租金；有些单室套的两限房建在凤凰山南

麓；别墅也都建筑在凤凰山南麓。 

根据该地产信息员的调查，以下哪项不可能存在？ 

（A）东向的护城河两岸的房屋。           （B）凤凰山北麓的两限房。 

（C）单室套的廉租房。                   （D）护城河两岸的单室套。 

（E）南向的廉租房。 

50．探望病人通常会送上一束鲜花。但某国曾有报道说，医院花瓶养花的水可能含有很多细菌，鲜花会在

夜间与病人争夺氧气，还可能影响病房里电子设备的工作。这引起了人们对鲜花的恐慌，该国一些医

院甚至禁止在病房内摆放鲜花。尽管后来证实鲜花并未导致更多的病人受感染，并且权威部门也澄清，

未见任何感染病例与病房里的植物有关，但这并未减轻医院对鲜花的反感。 

    以下除哪项外．．．．，都能减轻医院对鲜花的担心？ 

   （A）鲜花并不比病人身边的餐具、饮料和食物带有更多可能危害病人健康的细菌。 

   （B）在病房里放置鲜花让病人感到心情愉悦、精神舒畅，有助于病人康复。 

   （C）给鲜花换水、修剪需要一定的人工，如果花瓶倒了还会导致危险产生。 

   （D）已有研究证明，鲜花对病房空气的影响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 

   （E）探望病人所送的鲜花都花束小、需水量少、花粉少，不会影响电子设备工作。 

51．某公司规定，在一个月内，除非每个工作日都出勤，否则任何员工都不可能既获得当月绩效工资，又

获得奖励工资。 

以下哪项与上述规定的意思最为接近？ 

（A）在一个月内，任何员工如果所有工作日不缺勤，必然既获得当月绩效工资，又获得奖励工资。 

（B）在一个月内，任何员工如果所有工作日不缺勤，都有可能既获得当月绩效工资，又获得奖励工资。 

（C）在一个月内，任何员工如果有某个工作日缺勤，仍有可能获得当月绩效工资，或者获得奖励工资。 

（D）在一个月内，任何员工如果有某个工作日缺勤，必然或者得不了当月绩效工资，或者得不了奖励

工资。 

（E）在一个月内，任何员工如果所有工作日缺勤，必然既得不了当月绩效工资，又得不了奖励工资。 

52．近期流感肆虐，一般流感患者可采用抗病毒药物治疗，虽然并不是所有流感患者均需接受达菲等抗病

毒药物的治疗，但不少医生仍强烈建议老人、儿童等易出现严重症状的患者用药。 

    如果以上陈述为真，则以下哪项一定为假？ 

    Ⅰ. 有些流感患者需接受达菲等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Ⅱ. 并非所有的流感患者不需接受抗病毒药物的治疗。 

Ⅲ. 老人、儿童等易出现严重症状的患者不需要用药。 

（A) 仅Ⅰ。                               （B）仅Ⅱ。 

（C）仅Ⅲ。                               （D）仅Ⅰ、Ⅱ。 

（E）仅Ⅱ、Ⅲ。 

53～55题基于以下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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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宇大学公开招聘 3个教师职位，哲学学院、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各一个。每个职位都有分别来自南

山大学、西京大学、北清大学的候选人。有位“聪明”人士李先生对招聘结果作出了如下预测： 

如果哲学学院录取了北清大学的候选人，那么管理学院录用西京大学的候选人；如果管理学学院录用

南山大学的候选人，那么哲学学院也录用南山大学的候选人；如果经济学院录用北清大学或者西京大学的

候选人，那么管理学院录用北清大学的候选人。 

53．如果哲学学院、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最终录用的候选人的大学归属信息依次如下，则哪项符合李先生

的预测？ 

（A）南山大学、南山大学、西京大学。 

（B）北清大学、南山大学、南山大学。 

（C）北清大学、北清大学、南山大学。 

（D）西京大学、北清大学、南山大学。 

（E）西京大学、西京大学、西京大学。 

54．若哲学学院最终录用西京大学的候选人，则以下哪项表明李先生的预测错误？ 

（A）管理学院录用北清大学候选人。 

（B）管理学院录用南山大学候选人。 

（C）经济学院录用南山大学候选人。 

（D）经济学院录用北清大学候选人。 

（E）经济学院录用西京大学候选人。 

55．如果三个学院最终录用的候选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大学，则以下哪项符合李先生的预测？ 

（A）哲学学院录用西京大学候选人，经济学院录用北清大学候选人。 

（B）哲学学院录用南山大学候选人，管理学院录用北清大学候选人。 

（C）哲学学院录用北清大学候选人，经济学院录用西京大学候选人。 

（D）哲学学院录用西京大学候选人，管理学院录用南山大学候选人。 

（E）哲学学院录用南山大学候选人，管理学院录用西京大学候选人。 

逻辑参考答案及详解（社科赛斯王金门、赵羽老师独家提供，蓝色字体为最新修订） 

26．D，削弱题。直驳结论，E构成较强干扰，但题干只求降温，不需要“长期”降温。 
27．C，假言命题的负命题。 
28．D，直言命题变型，换质位法。题干推理正确。 
29．D，相容选言命题的等价命题（断闸）。 
30．D，先将王兵拆成两个等价命题（断闸），然后将马云（充要条件）拆成两个充分条件表达形式，而后

即可凑成两组归谬法。此方法不需要使用李明的条件。 
31．D，根据真值表可证条件 3、4为假，此时无论 1、2谁真，都可推出临东第四。 
32．E，假言命题的负命题。注意，E是“台式电脑”，题干是“笔记本”。 
33．E，联言命题的负命题。 
34．B，假言命题推理的有效形式。 
35．C，结论题。 
36．E，解释题。 
37．B，假言命题和选言命题的负命题。其中，第二个条件无用。 
38．C，假言命题的变形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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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A，假言命题的负命题。 
40．A，诉诸无知。 
41．不知道哪些词加点了。 
42．D，偷换概念。 
43．E，类比推理。D 貌似类比，但没有揭示小王的思考过程，即是否认为服装和食品在消费心理上有相

同之处。 
44．E，假言命题推理的有效形式。 
45．A，三段论反推题。根据三段论规则：结论有否定则前提必有否定，两特称不能得出结论，因此，另

一个条件必须是全称否定命题。 
46．B，穆勒五法之求异法。C干扰性较强，但 C需要假设“宇航员很少活动”。 
47．D，解释题。 
48．E，直言命题对当方阵。 
49．A，三段论，画文氏图可得。 
50．C，削弱题。 
51．D，反三段论。 
52．B，直言命题对当方阵。Ⅲ有干扰性，题干中医生只是建议，并非一定需要。 
53．D，分析推理的配对题。排除法，ABCE都有不符合预测之处。 
54．B，假言命题的负命题。B和题干构成李先生预测第二条的负命题。 
55．B，分析推理的配对题。排除法，ACDE都有不符合预测之处。 

四、写作：第 56~57题，共 65分。其中论证有效性分析 30分，论说文 35分。请写在答题纸．．．指定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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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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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证的证据是否成立并支持结论，结论成立的条

件是否充分等。） 

  地球是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关注的热点。这一问题看似复杂，其实简单。只要我

们运用科学原理——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去对待，也许就会找到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 

  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颠覆了人类关于宇宙和自然的常识性观念。不管是狭

义相对论还是广义相对论，都揭示了宇宙间事物运动中普遍存在的相对性。 

  既然宇宙间万物的运动都是相对的，那么我们观察问题时也应该采用相对的方法，如变

换视角等等。 

  假如我们变换视角去看一些问题，也许会得出和一般常识完全不同的观点。例如，我们

称之为灾害的那些自然现象，包括海啸、地震、台风、暴雨等等。其实也是大自然本身的一

般现象而已，从大自然的视角来看，无所谓灾害不灾害。只是当它损害了人类利益，危及了

人类生存的时候，从人类的视角来看，我们才称之为灾害。 

  假如再变换一下视角，从一个更广泛的范围来看，连我们人类自己也是大自然的一个部

分。既然我们的祖先是类人猿，而类人猿正像大熊猫、华南虎、藏羚羊、扬子鳄乃至银杏、

水杉、五针松等等一样，是整个自然生态中的有机组成部分，那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是了呢? 

  由此可见，人类的问题就是大自然的问题，即使人类在某一时刻部分第改变了气候，也

还是整个大自然系统中的一个自然问题，自然问题自然会解决，人类不必过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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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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熊十力先生在《十力语要》（卷一）中说：“吾国学人，总好追逐风

气，一时之所尚，则群起而趋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无一刹那，风气或变，

而逐臭者复如故，此等逐臭之习，有两大病。一，个人无牢固与永久不改职业，遇事无从深

入，徒养成浮动性。二，大家共趋于世所矜尚之一途，到其余千途万途，一切废弃，无人过

问。此二大病，都是中国学人死症。” 

写作参考答案（社科赛斯赵鑫全老师独家提供） 

56.小作文  

解析： 
1. 某一领域的研究方法未必适合另一个领域。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思想和方法是否适合地球气候变化的
研究还有待商榷。 

2. “宇宙间万物的运动都是相对的”，并不能推出“我们观察问题时也应该采用相对的方法”，显然混淆
了概念。 

3. 用“相对”的方法考虑问题，并不意味没有标准的去分析问题，因此，文章对于“灾害”的理解的欠
妥当的。 

4. 人类的祖先的特点并不能推出人类的特点。劳动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这也是区别
于其他动物影响自然的根本性区别。劳动是人的特殊的谋生活动方式，即“有意识的”、“自觉自由的”
去适应和改变自然。 

5. 即便人类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得不出人类的问题就是大自然的问题。 
6. 自然的问题自然会解决，人类如果属于自然必然要解决，然而最后得出人类不必干预，很显然与题干
前面的论证存在一定的矛盾。 

57.大作文 

立意方向： 
1） 独立精神； 
2） 追求自我； 
3） 和而不同； 
4） 追求创新。 
论证强调：独立精神有助于社会创新机制的形成；独立精神有助于创新型人才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