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考通 APP 微信公众平台

公考通网校

www.chinaexam.org

2021 年 6 月 26 日四川内江事业单位考试《综合

知识》试题（精选）

http://www.chinaexam.org


www.chinaexam.org

1

2021 年 6 月 26 日四川内江事业单位考试《综合知识》试题（精选）

一、判断题。判断下列说法的正误。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没有宗教信仰自由。（ ）

2、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社会团体、个人的干涉。（ ）

3、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满以后，减为有期徒刑。（ ）

4、罚金在判决指定期限内必须一次性缴纳。（ ）

5、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 ）

6、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

7、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短期而紧迫的任务。（ ）

8、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 ）

9、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 ）

10、大众传媒、文学艺术以及体育活动，对公民道德建设没有影响。（ ）

11、中国是造酒的古国，先秦时期出现了曲法酿酒。（ ）

12、中国菜的食物大多加工成了小块宜食的尺寸，固体食物使用筷子进食。（ ）

13、明末，李自成建立过“大西政权”，辖四川盆地大部分地区。（ ）

14、四川省面积 48.6 万平方公里，居全国第五位，各市州中面积最大的是甘孜州。（ ）

15、2019 年 10 月，四川入选国家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 ）

16、公文语言有着与其他文章不同的特点，即幽默、诙谐、活泼。（ ）

17、某市交通局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急需上级部门和更高层次的上级机关同时了解公文的内容，此时

应采用直接行文。（ ）

18、经批准公开发布的公文，同发文机关正式印发的公文不具有同等效力。（ ）

19、公文标题中除法规、规章名称，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

20、附注用以说明在公文其它区域不便说明的各种事项。（ ）

21、事业单位的明显特征为中心、会、所、站、队、院、社、台等字词结尾。（ ）

22、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五年，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合同，事业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

至退休合同。（ ）

23、事业单位奖励坚持以物质奖励为主的原则。（ ）

24、事业单位执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 ）

25、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 ）

26、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收入是国家有计划地对社会产品主要是社会纯收入的分配。（ ）

27、公债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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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我国现行税制中的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印花税，都属于资源税。（ ）

29、薪金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以货币工资的形式从社会领取的劳动报酬。（ ）

30、通货膨胀是指某种商品及劳务的价格上涨，而不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

31、在森林发生火灾时，逃生应注意的是一旦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火区域，应当使用沾湿的毛巾遮住口鼻，

附近有水的话最好将衣服弄湿，判明火势大小、火苗燃烧的方向，应当逆风逃生，不可顺风逃生。（ ）

32、发现泥石流后，要马上向与泥石流垂直方向的山坡上爬，爬得越高越好，跑得越快越好，绝对不能同

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走。（ ）

33、塑料制品、橡胶及橡胶制品、牛奶盒等易漏的包装属于不可回收垃圾。（ ）

34、冠状病毒传播的主要载体是气溶胶。（ ）

35、在 PPT 中，如只需要显示文稿的文本内容，不显示图形、图表、图像等对象，可以选择大纲视图方式。

（ ）

36、商业的始祖是淮南王刘安。（ ）

37、尊号是指人死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评定后给予评定的文字。（ ）

38、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字的长短、高低都

有要求，字数也有限制。（ ）

39、冠礼，古代嘉礼的一种，是古代中国汉族女性的成年礼。（ ）

40、五行系指古人把宇宙万物分为五种性质的事物，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并叫它们为“五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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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

1、本题考查宪法。

《宪法》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

故表述错误。

2、本题考查宪法。

《宪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

人的干涉。”

故表述正确。

3、本题考查刑法。

《刑法》第五十条第一款规定：“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在死刑缓期执行期间，如果没有故意犯罪，二年

期满以后，减为无期徒刑；如果确有重大立功表现，二年期满以后，减为二十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故意犯罪，

情节恶劣的，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后执行死刑；对于故意犯罪未执行死刑的，死刑缓期执行的期间重新计算，

并报最高人民法院备案。”应是“无期徒刑”而非“有期徒刑”。

故表述错误。

4、本题考查刑法。

《刑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罚金在判决指定的期限内一次或者分期缴纳。期满不缴纳的，强制缴纳。对

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由于遭遇不能

抗拒的灾祸等原因缴纳确实有困难的，经人民法院裁定，可以延期缴纳、酌情减少或者免除。”

故表述错误。

5、本题考查刑法。

《刑法》第六十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

请求，应当偿还。”

故表述正确。

6、本题考查道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

故表述正确。

7、本题考查道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故表述错误。

8、本题考查道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家庭美德是每个公民在家庭生活中应该遵循的行为准则，涵盖了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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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幼、邻里之间的关系。”

故表述正确。

9、本题考查道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学校是进行系统道德教育的重要阵地。各级各类学校必须认真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教书与育人紧密结合起来。”

故表述正确。

10、本题考查道德。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大众传媒、文学艺术以及体育活动，对公民道德建设有着特殊的渗透

力和影响力。”

故表述错误。

11、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中国是造酒的古国。在龙山文化时期出现了自然发酵的果酒；后来发展了将谷物糖化再酒化的技术；先秦

时期出现了曲法酿酒；汉代以后发展了制曲技术；东汉引进了葡萄酒；宋代出现了药酒；元代、明代出现了用

蒸馏法酿制的烧酒。

故表述正确。

12、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中国菜已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它由历代宫廷菜、官府菜以及不同的风味的地方菜系所组成。著名的

菜系有鲁菜、川菜、粤菜、闽菜、苏菜、浙菜、湘菜、徽菜等等。中国菜的食物大多加工成小块宜食的尺寸，

固体食物使用筷子进食。

故表述正确。

13、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大西（1644 年―1647 年）是明末由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农民政权，辖四川盆地大部分地区。大顺（1644

年-1645 年）是明末由李自成在长安建立的农民政权。

故表述错误。

14、本题考查国情社情。

四川省辖区面积 48.6 万平方公里，居中国第五位，东西长 1075 公里，南北宽 921 公里，东西边境时差 51

分钟。各市州中，面积最大的是甘孜州，全州总面积 15.3 万平方千米，占全省总面积的 。

故表述正确。

15、本题考查时事政治。

2019 年 10 月 20 日，在第六届世界互联网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联合举行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启动会，河北省（雄安新区）、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重庆市、四川省等 6个国家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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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创新发展试验区接受授牌，启动试验区建设工作。

故表述正确。

16、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公文的语言应当庄重、准确、朴实、精练、严谨、规范，而非诙谐、幽默、活泼。

故表述错误。

17、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急需上级部门和更高层次的上级机关同时了解公文的内容，应采用多级行文。多级行文，是指将公文同时

发送给上几级或下几级机关，甚至直达基层与人民群众直接见面。此种方式多用于为加快文件的传递的上行文

或部分不容许作任何变通和发挥的下行文。这样可以使直接上级和更高层次的上级机关同时了解公文内容。

故表述错误。

18、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根据《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经批准公开发布的公文，同发文机关正式

印发的公文具有同等效力。”

故表述错误。

19、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公文标题应当准确简要地概括公文的主要内容并标明公文种类，一般应当标明发文机关。公文标题中除法

规、规章名称加书名号外，一般不用标点符号。

故表述正确。

20、本题考查公文的基本知识。

附注用以说明在公文其它区域不便说明的各种事项。如需要加以解释的名词术语，或用于表示公文的阅读

范围、使用方法等内容，标注于落款下另起一行空两格位置。

故表述正确。

21、本题考查事业单位相关制度。

事业单位的明显特征为中心、会、所、站、队、院、社、台、宫、馆等字词结尾，例如会计核算中心、卫

生监督所、司法所、银监会、保监会、质监站、安全生产监察大队等。事业单位分为参公事业单位以及一般事

业单位。

故表述正确。

22、本题考查事业单位相关制度。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 10 年且距法定退

休年龄不足 10 年，提出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的，事业单位应当与其订立聘用至退休的合同。”

故表述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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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本题考查事业单位相关制度。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奖励坚持精神奖励与物质奖励相结合、以精神奖励为

主的原则。”

故表述错误。

24、本题考查事业单位相关制度。

《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规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享受国家规定的福利待遇。事业单位执

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和休假制度。”

故表述正确。

25、本题考查事业单位相关制度。

根据《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第二条规定：“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坚持党管干部、党管人才原则，全面

准确贯彻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国家对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实行分级分类管理。”

故表述正确。

26、本题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财政收入是国家有计划地对社会产品主要是社会纯收入的分配。它包括国家预算收入

和预算外收入，其中国家预算收入是主导部分。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是税收和国营企业上缴的利润，其次是事

业单位上缴的事业收入、公债和国外借款以及其他收入等等。

故表述正确。

27、本题考查宏观经济。

公债是政府为解决账户透支的问题而采取的借债。政府可向社会的企业、事业机构及个人借债，向中央银

行借债，也可向国外借债。公债是需要偿还的也非强制征收，不具有无偿性和强制性。

故表述错误。

28、本题考查宏观经济。

资源税是我国为了调节资源开采中的级差收入，促进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对资源产品开征的税种，征收税

目包括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盐等。因此，城市维护建设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

税、印花税均不属于资源税。

故表述错误。

29、本题考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薪金是指社会主义国家公职人员以货币工资的形式从社会领取的劳动报酬。在社会主义国家，薪金来源于

社会纯收入，是国民收入再分配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体现的是劳动者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互助合作关系。

故表述正确。

30、本题考查宏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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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货膨胀是在一定时间内一般物价水平的持续上涨现象。因此，通货膨胀不是指这种或那种商品及劳务的

价格上涨，而是物价总水平的上升。

故表述错误。

31、本题考查科技。

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中毒，

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因此，一旦发现自己身处森林着

火区域，应当使用沾湿的毛巾遮住口鼻，附近有水的话最好把身上的衣服浸湿，这样就多了一层保护。然后要

判明火势大小、火苗燃烧的方向，应当逆风逃生，切不可顺风逃生。

故表述正确。

32、本题考查科技。

发现泥石流后，要立即向坚固的高地或泥石流的旁侧山坡跑去；要马上与泥石流成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

面爬，绝对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走；发生山体滑坡时，同样要向垂直于滑坡的方向逃生。

故表述正确。

33、本题考查科技。

可回收垃圾，指适宜回收利用和资源化利用的生活废弃物。可回收物主要品种包括：废纸、废弃塑料瓶、

废金属、废包装物、废旧纺织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玻璃、废纸塑铝复合包装等。塑料制品、橡胶及橡胶

制品、牛奶盒属于可回收垃圾。

不可回收垃圾指可回收垃圾之外的垃圾，常见的有在自然条件下易分解的垃圾，如果皮、菜叶、剩菜剩饭、

花草树枝树叶等。此外，有害的，有污染的，不能进行二次分解再造的都属于不可回收垃圾。

故表述错误。

34、本题考查科技。

根据《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八版修订版）》指出：“经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是主要

的传播途径。接触病毒污染的物品也可造成感染。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长时间暴露于高浓度气溶胶情况下存在

经气溶胶传播的可能。”飞沫传播是指患者喷嚏、咳嗽、说话的飞沫，呼出的气体近距离直接吸入导致的感染。

接触传播是指飞沫沉积在物品表面，接触污染手后，再接触口腔、鼻腔、眼睛等粘膜，导致感染。气溶胶传播

是指飞沫混合在空气中，形成气溶胶，吸入后导致感染，气溶胶传播常见发生在医院。

故表述错误。

35、本题考查计算机基础知识。

在 PPT 中，仅显示演示文稿的文本内容，不显示图形、图像、图表等对象，应选择大纲视图，大纲视图只

显示演示文稿的结构和文字。

故表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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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商业的始祖是王亥。王亥是夏代商国第七任国君。王亥在商丘服牛驯马发展生产，促使农业迅速发展，用

牛车拉着货物，到外部落去搞交易，使商部落得以强大。王亥开创了商业贸易的先河，久而久之人们就把从事

贸易活动的商部落人称为“商人”，把用于交换的物品叫“商品”，把商人从事的职业叫“商业”成为了现今

商业用词的来源。

故表述错误。

37、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尊号是指古代尊崇皇帝、皇后的称号，秦末汉初时尊号出现。谥号是指人死之后，后人按其生平事迹进行

评定后给予或褒或贬评价的文字。

故表述错误。

38、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八股文，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

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

限制。

故表述正确。

39、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冠礼，是中国汉族男子的成年礼，嘉礼的一种。冠礼表示男子成年了，可以婚娶，并从此作为氏族的一个

成年人，可以参加各项活动。笄礼，是指汉民族女孩的成人礼，古代嘉礼的一种。笄，即簪子。

故表述错误。

40、本题考查人文历史。

五行系指古人把宇宙万物划分为五种性质的事物，也即分成木、火、土、金、水五大类，并叫它们为“五

行”。早见《尚书·洪范》记载的箕子与周武王的对话：“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水曰润下（滋润），火曰炎上（燃烧），木曰曲直（弯曲，舒张），金曰从革（成分致密，善分割），土爰稼

穑（意指播种收获）。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里不但将宇宙万物进行了

分类，而且对每类的性质与特征都做了界定。

故表述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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