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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密★启用前

2019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

逻辑真题

（科目代码：199）

△考生注意事项△

1．答题前，考生须在试题册指定位置上填写考生编号和考生姓名；在答题卡指定位置上填

写报考单位、考生姓名和考生编号，并涂写考生编号信息点。

2．考生须把试题册上的“试卷条形码”粘贴条取下，粘贴在答题卡的“试卷条形码粘贴位

置”框中。不按规定粘贴条形码而影响评卷结果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3．选择题的答案必须涂写在答题卡相应题号的选项上，非选择题的答案必须书写在答题卡

指定位置的边框区域内。超出答题区域书写的答案无效；在草稿纸、试题册上答题无效。

4．填（书）写部分必须使用黑色字迹签字笔书写，字迹工整、笔迹清楚；涂写部分必须使

用 2B铅笔填涂。

5．考试结束，将答题卡和试题册按规定交回。

(以下信息考生必须认真填写)

考生编号

考生姓名



MBA/MPAcc管理类联考领军品牌

综合能力试题 ﹒2﹒（共 1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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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答案】A

【解析】翻译推理题。题干翻译为：（1）低质量→过剩；（2）更新→—过剩；二者递推可

得：更新→—低质量。故正确答案为 A 项。

27． 【答案】A

【解析】加强支持题。论据：岩画中出现人们手持长矛，追逐着前方的猎物的景象。论点：

此时的人类已经居于食物链的顶端。A 项指出能够使用工具使人类可以猎杀其他动物，若是其

他动物猎杀人类的话，则无法说明人类已经居于食物链顶端，故选 A。

28． 【答案】E

【解析】翻译推理题。题干翻译：（1）王维→辛弃疾；（2）刘禹锡→岳飞；（3）杜甫→苏

轼；（4）李诗不爱好苏轼且李诗不爱辛弃疾，由（4）（1）可得：李诗不爱王维，由（4）（3）

可得：李诗不爱杜甫，只剩下：李白、刘禹锡，又由于每人喜爱的唐诗作者不与自己同姓，故

李诗爱好刘禹锡，再根据（2）可知，李诗爱好岳飞的词。故正确答案为 E 项。

29． 【答案】C

【解析】加强支持题。论点：狗比猫更聪明。论据：猫的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数量只有普

通金毛犬的一半。C 项说明动物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数量与动物的聪明程度呈正相关。在论点

与论据之间建立了联系。A、B、E项与论证无关，D 项对棕熊与猫做了比较，并无意义。故正确

答案为 C 项。

30． 【答案】D。

【解析】翻译推理题。选项代入题干排除。A选项，选择刘戊，则根据（2）不选傅乙且不

选赵丙，而 A 选项有赵丙，与题干矛盾。B 选项，选择陈甲，根据（1），必须有邓丁，而 B 项

没有邓丁，与题干矛盾。C 选项，选择傅乙，根据（2）则不选刘戊，而 C 选项有刘戊，与题干

矛盾。D 项不与题干矛盾。E 项，选择赵丙，根据（2）则不选刘戊，与题干矛盾。因此正确答

案为 D。

31． 【答案】B。

【解析】翻译推理题。假设只选甲，那么根据（1）必选丁。若不选甲，那么只选戊，根据

（2）不选乙且不选丙，也不选甲，则必选丁。即选甲，必有丁，不选甲，必有丁。所以必须有

丁。因此正确答案为 B。

32． 【答案】E。

【解析】加强支持题。题干论点为：人们应该遵守作息规律。论据为：熬夜有损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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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眠不足不仅仅是多打几个哈欠那么简单。E 选项表述熬夜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会危及生命，

进而加强论点。A和 B选项加强力度不如 E选项。

33． 【答案】D。

【解析】论证评价题。题干主要考察依据内在推理关系给①②③④⑤排序。①为中心论点。

题干中有 2 条论证链条⑤→④；③→②。

34． 【答案】E。

【解析】论点：母亲与婴儿对视有助于婴儿的学习与交流；论据：当母亲与婴儿对视时，

双方脑电波趋于同步，婴儿会发出更多的声音尝试与母亲交流。论点强调的重点在于对视有助

于学习和交流。E 项在题干论据的基础上进一步陈述是如何有助于学习交流的。注意 D 项，可

以并且愿意与对方交流，并不能说明有助于学习。

35． 【答案】B。

【解析】分析推理题。B 项与题干信息不矛盾，4 个字母不是连续排列的，3+7+2++6=18>15，

符合条件（1）和（3）。A 项与（3）矛盾。C 项与（2）矛盾。D 项与（2）矛盾。E项与（1）矛

盾。

36． 【答案】A

【解析】分析推理题。根据题目当中每行每列的汉字都不能重复、不能遗漏，所以底行的

第 2 列不能填“御”，排除 E，第四列不能是“御”，排除 C。第五列不能是“礼”，排除 B。只

剩下 A 和 D。第三行第四列的只能填写“数”，因此底行的第四列不能填“数”，排除 D。因此，

正确答案为 A。

37． 【答案】C。

【解析】分析推理题。根据（2）可知流行、民谣。摇滚至少有 1个没入围，根据（3）若

摇滚和民族入围的话，电音和说唱至少 1 类没入围，那么就至少 2 类没入围。不满足（1），因

此，摇滚和民族不能都入围，再结合（1）只能有 1个不入围。若民族不入围的话，再根据（2）

流行、民谣。摇滚至少有 1 个没入围，这样就不满足只有 1 个不入围。因此只能是摇滚不入围。

因此正确答案为 C。

38． 【答案】D。

【解析】真假推理题。题干条件形式化：（1）乙；（2）丙且-乙；（3）-丙；（4）甲且-丁；

（5）-甲→-丁。因为只有 1 位做好事，因此（1）→（3），根据充分条件的特点，一真前假，

可得知（1）为假，由此可得-乙，则（2）（3）此时互为矛盾，必有 1 真。又由于只有 1 真，那

么（5）为假，因此做好事的为丁。因此正确答案为 D。

39． 【答案】A。

【解析】相似比较题。题干的错误为诉诸人身，只有 A项是诉诸人身。因此正确答案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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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答案】B。

【解析】分析推理题。要确保每张至少有一面是偶数或者花卉，那么需要对目前看到的这

一面当中不是偶数也不是花卉的卡片进行翻看来确定。因此需要翻看第 1、4、5 张。所以至少

要翻看 3 张。因此，正确答案为 B。

41． 【答案】E

【解析】翻译推理题。题干翻译：（1）丁网→甲物；（2）—乙保→甲保且丙销；（3）乙保→

丙销且丁保。根据题干信息“每人只选择一种岗位应聘，且每种岗位都有其中一人应聘”

结合（3）得—乙保，代入（2）肯前必肯后得甲保且丙销，故—甲物，代入（1）否后必否

前得—丁网，故丁物，乙网。综上：甲应聘保洁岗位，乙应聘网管岗位，丙应聘销售岗位，

丁应聘物业岗位。因此，正确答案为 E 项。

42． 【答案】C

【解析】削弱质疑题。论点：未来智能导游必然会取代人工导游，传统的导游职业行将消

亡。论据：智能导游 APP 可定位用户位置，自动提供景点讲解、游览问答等功能。C 项指出人

工导游具有导游 APP 所不可替代的某些优势，说明了人工导游存在的必要性，从而质疑了论点。

注意 A 项只说明当前的用户消费习惯还尚未适应智能导游 APP，不能说明未来发展情况。因此，

正确答案为 C 项。

43． 【答案】E

【解析】概括结论题。由题干条件知：甲认为，给甲看病的医生抽烟，其不关心自己健康，

也不关心他人健康，其没有医德且自己以后不会让无医德的给自己看病。故 B、C、D 均正确。

乙认为，给甲看病的医生抽烟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也不关心他人的健康。故 A正确。乙没有谈

到关于医德的问题，故不能推出 E 项。因此，正确答案为 E 项。

44． 【答案】C

【解析】加强支持题。题干论点：君子若战必胜。论据：（1）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

助；（2）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论证要成立，需在预设君子为得道者即

C项。因此，正确答案为 C项。

45．【答案】B

【解析】加强支持题。题干论点：家长陪孩子写作业，会对孩子的成长产生不利影响。B

项指出家长陪伴下的学习会让孩子感受到老师和家长的双重压力下，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形成，

直接支持论点。因此，正确答案为 B 项。

46． 【答案】B

【解析】分析推理题。由条件（4）知 “山地草甸草原≤山地草甸≤高寒草甸”，而 B 项山

地草甸海拔高于高寒草甸，与题干不符，其不可能出现。因此，正确答案为 B 项。



MBA/MPAcc管理类联考领军品牌

综合能力试题 ﹒5﹒（共 16 页）

47． 【答案】E

【解析】翻译推理题。根据条件（2）可知，乙和丁恰好选择《论语》与《史记》中的某一

本，假设乙选择《论语》，则丁选了《史记》，再根据（3）肯前必肯后得出戊选《史记》，显然

前后冲突，故乙不可选《论语》，故丁选《论语》且乙选《史记》。因此，正确答案为 E 项。

48． 答案】B

【解析】翻译推理题。题干翻译为（1）只为自己劳动→不能成为完美无瑕的伟大人物，（2）

为人类福利劳动→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B项表述与（2）一致。因此，正确答案为 B 项。

49． 【答案】D

【解析】分析推理题。根据条件（2）“芹菜不能在黄椒那一组”和（4）“黄椒必须与豇豆

同一组”可推出芹菜不能和豇豆同一组。因此，正确答案为 D 项。

50． 【答案】D

【解析】分析推理题。已知韭菜、青椒与黄瓜在一组，结合条件（2）芹菜不能在黄椒那一

组可推出“芹菜与红椒一组”且“菠菜与黄椒一组”，再结合（4）可知菠菜、黄椒及豇豆在一

组，即 D 项。因此，正确答案为 D 项。

51． 【答案】C

【解析】加强支持题。论点：“牛肉汤的起源不会晚于春秋战国时期”。论据：“《淮南子.

齐俗训》中‘熬’为熬制牛汤的含义”。论证要成立，需要找到《淮南子.齐俗训》与春秋战国

的联系，而 C指出《淮南子.齐俗训》记述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风俗习惯，恰好建立了论据

与论点的联系。因此，正确答案为 C 项。

52． 【答案】D

【解析】削弱质疑题。论点：爱笑的老人更健康；论据：爱笑的老人对自我健康状态的评

价往往较高。论证要成立需要建立两者的联系，而 D 项指出老年人的自我健康评价往往和他们

实际的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切断了论据与论点的联系，故最能削弱。因此，正确答

案为 D 项。

53． 【答案】B

【解析】削弱质疑题。论点：为了降尘北京应大力推广阔叶林，并尽量减少针叶林面积；

论据：与针叶树比较，阔叶树的降尘优势明显。而 B 项指出阔叶林与针叶林比例失调，不仅极

易暴发病虫害、火灾等，还会影响林木的生长和健康，即强调了阔叶林与针叶林比例平衡的重

要性，不能因为阔叶树降尘优势推出推广阔叶林而减少针叶林。因此，正确答案为 B 项。

54． 【答案】C

【解析】分析推理题。根据题干条件“每个品种只栽种两种颜色的花”可知每个品种被选

择了 2次，根据图示可知 1 号与 5 号为同一品种，若格子 5中是红色的花，则其只能是玫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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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花，因此 1 号只能是玫瑰或兰花，不可能是菊花。因此，正确答案为 C 项。

55．【答案】D

【解析】分析推理题。若“格子 5 中是红色的玫瑰”，结合条件（3）推出“2、3、4、6 是

两个兰花及两个菊花”且不能是红色的，因此出现兰花的只能是白色或黄色。且兰花的位置只

能是 2、6 或者 3、4 两种情况。若兰花出现在 2、6，其中的黄色的兰花与“3 中是黄色的花”

与题干条件（3）“相邻的格颜色不能重复”冲突，故兰花只能是种在 3、4 号。故 3 号为黄色兰

花，4号为白色兰花。因此，正确答案为 D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