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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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朗的夜晚可以看到满天星斗，其中有些是自身发光的恒星，有些是自身不发光，

但可以反射附近恒星光的行星，恒星尽管遥远但是有些可以被现有的光学望远镜“看到”。

和恒星不同，由于行星本身不发光，而且体积还小于恒星，所以，太阳系外的行星大多无法

用现有的光学望远镜“看到”。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解释上述现象？

A. 如果行星的体积够大，现有的光学望远镜就能“看到”

B. 太阳系外的行星因距离遥远，很少能将恒星光反射到地球上

C. 现有的光学望远镜只能“看到”自身发光或者反射光的天体

D. 有些恒星没有被现有光学望远镜“看到”

E. 太阳系内的行星大多可用现有光学望远镜“看到”

27.长期以来，手机生产的电磁辐射是否威胁人体健康一直是极具争议的话题。一项达

10 年的研究显示，每天使用移动电话通话 30 分钟以上的人患神经胶质癌的风险比从未使

用者要高出 40%，由于某专家建议，在取得进一步证据之前，人们应该采取更加安全的措

施，如尽量使用固定电话通话或使用短信进行沟通。

以下哪项如果是真，最能表明该专家的建议不切实际？（）

A. 大多数手机产生电磁辐射强度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B. 现有在人类生活空间中的电磁辐射强度已经超过手机通话产生的电磁辐射强度

C．经过较长一段时间，人们的体质能够逐渐适应强电磁辐射的环境



D．在上述实验期间，有些每天使用移动电话通话超过 40 分钟，但他们很健康

E．即使以手机短信进行沟通，发送和接收信息瞬间也会产生较强的电磁辐射

28.甲、乙、丙、丁、戊和巳等 6 人围坐在一张正六边形的小桌前，每边各坐一人。已

知：

（1）甲与乙正面相对

（2）丙与丁不相邻，也不正面相对。

如果乙与巳不相邻，则以下哪一项为真？

A. 戊与乙相邻

B. 甲与丁相邻

C．巳与乙正面相对

D．如果甲与戊相邻，则丁与巳正面相对

E．如果丙与戊不相邻，则丙与巳相邻

29、人类经历了上百年的自然进化，产生了直觉、多层次抽象等独特智能。尽管现代

计算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学习能力，但这种能力还需要人类的指导，完全的自我学习能力还

有待进一步发展。因此，计算机要达到甚至超过人类的智能水平是不可能的。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上述论证的预设？

A。计算机很难真正懂得人类的语言，更不可能理解人类的感情。

B。理解人类复杂的社会关系需要自我学习能力。

C。计算机如果具备完全的自我学习能力，就能形成直觉、多层次抽象等智能。

D。计算机可以形成自然进化能力。

E。直觉、多层次抽象等这些人类的独特智能无法通过学习获得。



30、为进一步加强对不遵守交通信号等违法行为的执法管理，规范执法程序，确

保执法公正，某市交警支队要求：凡属交通信号指示不一致，有证据证 明求助危难等情形，

一律不得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系统；对已录入信息系统的交通违法记录，必须完善异议受

理、核查、处理等工作规范，最大限度减少执法争 议。

根据上述交警支队的要求，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有些因求助危难而违法的情形，如果仅有当事人说辞但缺乏当时现场的录音录像

证明，就应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系统。

B 对已录入系统的交通违法记录，只有倾听群众异议，加强群众监督，才能最大限

度减少执法争议。

C 如果汽车使用了行车记录仪，就可以提供现场实时证据，大大减少被录入道路交

通违法信息系统的可能性。

D 因信号灯相位设置和配时不合理等造成交通信号不一致而引发的交通违法情形，

可以不录入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系统。

E 只要对已录入系统的交通违法记录进行异议处理、核查和处理，就能最大限度减

少执法争议。

31-32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次讨论会共有 18 名参会者。已知：

(1) 至少有 5 名青年老师是女性；

(2) 至少有 6 名女教师已过中年；

(3) 至少有 7 名女青年是教师；

31、根据上述信息，关于参会人员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有些青年教师不是女性。(B)有些女青年不是教师



(C)青年教师至少有 11 名。(D)女青年至多有 11 名

(E)女教师至少有 13 名。

32、如果上述三句话两真一假，那么关于参会人员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青年教师至少有 5 名。

(B)男教师至多有 10 名。

(C)女青年都是教师。

(D)女青年至少有 7 名。

(E)青年教师都是女性。

33、当企业处于蓬勃上升时期，往往紧张而忙碌，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设计和修建

“琼楼玉宇”；当企业所有的重要工作都已经完成，其时间和精力就开 始集中在修建办公大

楼上。所以，如果一个企业的办公大楼设计得越完美，装饰得越豪华，则该企业离解体的时

间就越近；当某个企业的大楼设计和建造趋向完美之 际，它的存在就逐渐失去意义。这就

是所谓的“办公大楼法则”。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观点？

A 某企业的办公大楼修建得美轮美奂，入住后该企业的事业蒸蒸日上。

B 一个企业如果将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修建办公大楼上，则对其他重要工作就投入

不足了。

C 建造豪华的办公大楼，往往会加大企业的运营成本，损害其实际利益。

D 企业办公大楼越破旧企业就越有活力和生机。

E 建造豪华的办公大楼并不需要企业提供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34.张云、李华、王涛都收到了明年二月初赴北京开会的通知。他们可以选择乘坐

飞机、高铁与大巴等交通工具进京。他们对这次进京方式有如下考虑；

(1)张云不喜欢坐飞机，如果有李华同行，他就选择乘坐大巴；

(2)李华不计较方式，如果高铁比飞机便宜，他就选择乘坐高铁；

(3)王涛不在乎价格，除非预报二月初北京有雨雪天气，否则他就选择乘坐飞机；

(4)李华和王涛家住得较近，如果航班时间合适，他们将一同乘飞机出行。

如果上述 3 人的考虑都得到满足，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如果李华没有选择乘坐高铁或飞机，则他肯定和张云一起乘坐大巴进京。

(B)如果张云和王涛乘坐高铁进京，则二月初北京有雨雪天气。

(C)如果三人都乘坐飞机进京，则飞机票价比高铁便宜。

(D)如果王涛和李华乘坐飞机进京，则二月初北京没有雨雪天气。

(E)如果三人都乘坐大巴进京，则预报二月初北京有雨雪天气。

35.某市推出一项月度社会公益活动，报名踊跃。由于活动规模有限，主办方决定

通过摇号抽签的方式选择参与者，第一个月中签率为 1：20；随后 连创新低，到下半年的

10 月份已达 1:70，大多数市民屡摇不中，但从今年 7 至 10 月，“李祥”这个名字连续 4

个月中签，不少市民据此认为，有人在抽签过 程中作弊，并对主办方提出质疑。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消解上述市民的质疑？

(A)摇号抽签全过程是在有关部门监督下进行的。

(B)在报名的市民中，名叫“李祥”的近 300 人。

(C)已经中签的申请者中，叫“张磊”的有 7 人。



(D)曾有一段时间，家长[微博]给孩子取名不回避重名。

(E)在摇号系统中，每一位申请人都被随机赋予一个不重复的编码。

36.美国扁桃仁于上世纪 70 年代出口到我国，当时被误译成“美国大杏仁”。这种

误译导致大多数消费者根本不知道扁桃仁、杏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产品。对此，尽管我国

林果专家一再努力澄清，但学界的声音很难传达到相关企业和普通大众。因此，必须制定林

果的统一行业标准，这样才能还相关产品以本来面 目。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上述论证的假设？

(A)美国扁桃仁和中国大杏仁的外形很相似。

(B)进口商品名称的误译会扰乱我国企业正常的对外贸易活动。

(C)“美国大杏仁”在中国市场上销量超过中国杏仁。

(D)我国相关企业和普通大众并不认可我国林果专家的意见。

(E)长期以来，我国没有关于林果的统一行业标准。

37. 10 月 6 日晚上，张强要么去电影院看了电影，要么拜访了他的朋友秦玲。如

果那天晚上张强开车回家，他就没去电影院看电影。只有张强事先与秦玲约定，张强才能去

拜拜访她，事实上，张强不可能事先与秦玲约定。

根据以上陈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那天晚上张强与秦玲一道去电影院看电影。

(B)那天晚上张强拜访了他的朋友秦玲。

(C)那天晚上张强没有开车回家。

(D)那天晚上张强没有去电影院看电影。



(E)那天晚上张强开车去电影院看电影。

38～39 题基于以下题干

天南大学准备选派两名研究生、三名本科生到山村小学支教。经过个人报名和民主

评议，最终人选将在研究生赵婷、唐玲、殷倩等 3 人和本科生周艳、李环、文琴、徐昂、

朱敏等 5 人中产生。按规定，同一学院或者同一社团至多选派一人。已知：

(1)唐玲和朱敏均来自数学学院；

(2)周艳和徐昂均来自文学院；

(3)李环和朱敏均来自辩论协会。

38.根据上述条件，以下必定入选的是：

(A)唐玲。 (B)赵婷。 (C)周艳。

(D)殷倩。 (E)文琴。

39.如果唐玲入选，那么以下必定入选的是：

(A)李环。 (B)徐昂； (C)周艳。

(D)赵婷。 (E)殷倩。

40.有些阔叶树是常绿植物，因此，所以阔叶树都不生长在寒带地区。以下哪项如

果为真，最能反驳上述结论？

(A)常绿植物不都是阔叶树。 (B)寒带的某些地区不生长阔叶树。

(C)有些阔叶树不生长在寒带地区。 (D)常绿植物都不生长在寒带地区。

(E)常绿植物都生长在寒带地区。



41～42 题等于以下题干

某大学运动会即将召开，经管学院拟组建一支 12 人的代表队参赛，参赛队员将从

该院 4 个年级的学生中选拔。学校规定：每个年级都须在长跑、短跑、 跳高、跳远、铅球

等 5 个项目中选择 1～2 项参加比赛，其余项目可任意选择；一个年级如果选择长跑，就不

能选择短跑或跳高；一个年级如果选择跳远，就不能选 择长跑或铅球；每名队员只参加 1

项比赛。已知该院：

(1)每个年级均有队员被选拔进入代表队；

(2)每个年级被选拔进入代表队的人数各不相同；

(3)有两个年级的队员人数相乘等于另一个年级的队员人数。

41.根据以上信息，一个年级最多可选拔

(A)8 人。 (B)7 人。 (C)6 人。 (D)5 人。 (E)4 人。

42.如果某年级队员人数不是最少的，且选择了长跑，那么对于该年级来说，以下

哪项是不可能的？

(A)选择短跑或铅球。

(B)选择短跑或跳远。

(C)选择铅球或跳高。

(D)选择长跑或跳高。

(E)选择铅球或跳远。

43.为防御电脑受到病毒侵袭，研究人员开发了防御病毒和查杀病毒的程序。前者



启动后能使程序运行免受病毒侵袭，后者启动后能迅速查杀电脑中可能存在的病毒。某台电

脑上现装有甲、乙、丙三种程序，已知：

(1)甲程序能查杀目前已知的所有病毒；

(2)若乙程序不能防卸已知的一号病毒，则丙程序也不能查杀该病毒；

(3)只有丙程序能防御已知的一号病毒，电脑才能查杀目前已知的所有病毒；

(4)只有启动甲程序，才能启动丙程序。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如果启动了丙程序，就能防御并查杀一号病毒。

(B)如果启动了乙程序，那么不必启动丙程序也能查杀一号病毒。

(C)只有启动乙程序，才能防御并查杀一号病毒。

(D)只有启动丙程序，才能防御并查杀一号病毒。

(E)如果启动了甲程序，那么不必启动乙程序也能查杀所有病毒。

44.研究人员将角膜感觉神经断裂的兔子分为两组：实验组和对照组。他们给实验

组兔子注射一种从土壤霉菌中提取的化合物。3 周后检查发现，实验 组兔子的角膜感觉神

经已经复合；而对照组兔子未注射这种化合物，其角膜感觉神经都没有复合，研究人员由此

得出结论；该化合物可以使兔子断裂的角膜感觉神经 复合。

以下哪项与上述研究人员得出结论的方式最为类似？

(A)科学家在北极冰川地区的黄雪中发现了细菌，而该地区的寒冷气候与木卫二的

冰冷环境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木卫二可能存在生命。

(B)绿色植物在光照充足的环境下能茁壮成长，而在光照不足的环境下只能缓慢生

长。所以，光照有助于绿色植物的生长。



(C)一个整数或者是偶数，或者是奇数。0 不是奇数，所以，0 是偶数。

(D)昆虫都有三对足，蜘蛛并非三对足。所以，蜘蛛不是昆虫。

(E)年逾花甲的老王戴上老花眼镜可以读书看报，不戴则视力模糊。所以，年龄大

的人都要戴老花眼镜。

45. 张教授指出，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分为四级，即院试、乡试、会试、殿试。院试

在县府举行，考中者称“生员”；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生员才有资格参加，考

中者称为“举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于乡试后第二年在京城礼部举行，举人才

有资格参加，考中者称为“贡士”，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试当年举行，由皇帝主

持，贡士才有资格参加，录取分为三甲，一甲三名，二甲，三甲各若干名，统称“进士”，

一甲第一名称“状元”。

根据张教授的陈述，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 未中解元者，不曾中会元。

(B) 中举者，不曾中进士。

(C) 中状元者曾为生员和举人。

(D) 中会元者，不曾中举。

(E) 可有连中三元者(解元、会元、状元)。

46. 有人认为，任何一个机构都包括不同的职位等级或层级，每个人都隶属于其中

的一个层级。如果某人在原来的级别岗位上干的出色，就会被提拔。而被提拔者得到重用后

却碌碌无为，这会造成机构效率底下，人浮于事。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质疑上述观点？



(A) 不同岗位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对新岗位要有一个适应过程。

(B) 部门经理王先生业绩出众，被提拔为公司总经理后工作依然出色。

(C) 个人晋升常常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所在机构的发展。

(D) 李明的体育运动成绩并不理想，但他进入管理层后却干的得心应手。

(E) 王副教授教学科研能力都很强，而晋升为正教授后却表现平平。

47. 如果把一杯酒倒进一同污水中，你得到的是一桶污水；如果把一杯污水倒进一

桶酒中，你得到得仍然是一桶污水。在任何组织中，都可能存在几个难缠人物，他们存 在

的目的似乎就是把事情搞糟。如果一个组织不加强内部管理，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某低效

的部门就会被吞没，而一个无德无才者很快就能将一个高效的部门变成 一盘散沙。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如果组织中存在几个难缠人物，很快就会把组织变成一盘散沙。

(B) 如果不将一杯污水倒进一桶酒中，你就不会得到一桶污水。

(C) 如果一个正直能干的人在低效部门没有被吞没，则该部门加强了内部管理。

(D) 如果一个正直能干的人进入组织，就会使组织变得更为高效。

(E) 如果一个无德无才的人把组织变成一盘散沙，则该组织没有加强内部管理。

48.自闭症会影响社会交往，语言交流和兴趣爱好等方面的行为。研究人员发现，

实验鼠体内神经连接蛋白的蛋白质如果合成过多，会导致自闭症。由此他们认为，自闭症与

神经连接蛋白质合成量具有重要关联。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观点？

(A) 生活在群体之中的实验鼠较之独处的实验鼠患自闭症的比例要小。



(B) 雄性实验鼠患自闭症的比例是雌性实验鼠的 5 倍。

(C) 抑制神经连接蛋白的蛋白质合成可缓解实验鼠的自闭症状。

(D) 如果将实验鼠控制蛋白合成的关键基因去除，其体内的神经连接蛋白就会增加。

(E) 神经连接蛋白正常的老年实验鼠患自闭症的比例很低。

49.张教授指出，生物燃料是指利用生物资源生产的燃料乙醇或生物柴油，它们可

以替代由石油制取的汽油和柴油，是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的重要方向。受世界石油资源短缺、

环保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许多国家日益重视生物燃料的发展，

并取得显著成效。所以，应该大力开发和利用生物燃料。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张教授论证的预设？

(A) 发展生物燃料可有效降低人类对石油等化石燃料的消耗。

(B) 发展生物燃料会减少粮食供应，而当今世界有数以百万计的人食不果腹。

(C) 生物柴油和燃料乙醇是现代社会能源供给体系的适当补充。

(D) 生物燃料在生产与运输的过程中需要消耗大量的水、电和石油等。

(E) 目前我国生物燃料的开发和利用已经取得很大成绩。

50.有关数据显示，2011 年全球新增 870 万结核病患者，同时有 140 万患者死亡。

因为结核病对抗生素有耐药性，所以对结核病的治疗一直都 进展缓慢。如果不能在近几年

消除结核病，那么还会有数百万人死于结核病。如果要控制这种流行病，就要有安全、廉价

的疫苗。目前有 12 种新疫苗正在测试之 中。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2011 年结核病患者死亡率已达 16.1%。



(B) 有了安全、廉价的疫苗，我们就能控制结核病。

(C) 如果解决了抗生素的耐药性问题，结核病治疗将会获得突破性进展。

(D) 只有在近几年消除结核病，才能避免数百万人死于这种疾病。

(E) 新疫苗一旦应用于临床，将有效控制结核病的传播。

51. 一个人如果没有崇高的信仰，就不可能守住道德的底线；而一个人只有不断的

加强理论学习，才能保持住崇高的信仰。

根据以上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一个人没能守住道德底线，是因为他首先丧失了崇高的信仰。

(B) 一个人只要有崇高的信仰，就能守住道德的底线。

(C) 一个人只有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才能守住道德底线。

(D) 一个人如果不能守住道德底线，就不可能保持崇高的信仰。

(E) 一个人只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就能守住道德的底线。

52. 研究人员安排了一次实验，将 100 名受试者分为两组：喝一小杯红酒的实验

组和不喝酒的对照组。随后，让两组受试者计算某段视频中篮球队员相互传球的次数， 结

果发现，对照组的受试者都计算准确，而实验组织有 18%的人计算准确。经测试，实验组

受试者的血液中酒精浓度只有酒驾法定值的一半。由此专家指出，这项 研究结果或许应该

让立法者重新界定酒驾法定值。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 酒驾法定值设置过低，可能会把许多未来饮酒者界定为酒驾。

(B) 即使血液中酒精浓度只有酒驾法定值的一半，也会影响视力和反应速度。



(C) 饮酒过量不仅损害身体健康，而且影响驾车安全。

(D) 只要血液中酒精浓度不超过酒驾法定值，就可以驾车上路。

(E) 即使酒驾法定值设置较高，也不会将少量饮酒的驾车者排除的酒驾范围之外

53. 某研究人员在 2004 年对一些 12~16 岁的学生进行了智商测试，测试得分为

77~135 分，四年后再次测试，这些学生的智商得分为 87~143.仪器扫 描显示，那些得分

提高的学生，其脑部比此前呈现更多的灰质(灰质是一种神经组织，是中枢神经的重要组成

部分)。这一测试表明，个体的智商变化确实存在，那 些早期在学校表现并不突出的学生未

来仍有可能成为佼佼者。

以下除哪项外，都能支持上述实验结论？

(A) 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脑部区域的灰质通常也会增加。

(B) 有些天才少年长大后智力并不出众。

(C) 学生的非言语智力表现与他们大脑结构的变化明显相关。

(D) 部分学生早期在学校表现不突出与其智商有关。

(E) 言语智商的提高伴随着大脑左半球运动皮层灰质的增多。

54~55 题基于以下题干

某高校有数学、物理、化学、管理、文秘、法学等 6 个专业毕业生需要就业，现

有风云、怡和、宏宇三家公司前来学校招聘。已知，每家公司只招聘该校上述 2 至 3 个专

业的若干毕业生，且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1)招聘化学专业的公司也招聘数学专业；

(2)怡和公司招聘的专业，风云公司也招聘；



(3)只有一家公司招聘文秘专业，且该公司没有招聘物理专业；

(4)如果怡和公司招聘管理专业，那么也招聘文秘专业；

(5)如果宏宇公司没有招聘文秘专业，那么怡和公司招聘文秘专业。

54、如果只有一家公司招聘物理专业，那么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宏宇公司招聘数学专业

B 怡和公司招聘管理专业

C 怡和公司招聘物理专业

D 风云公司招聘化学专业

E 风云公司招聘物理专业

55、如果三家公司都招聘 3 个专业的若干毕业生，那么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风云公司招聘数学专业

B 怡和公司招聘物理专业

C 宏宇公司招聘化学专业

D 风云公司招聘化学专业

E 怡和公司招聘法学专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