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6.【答案】C 由题干“2013 年 3 月末是 2011 年同期的多少倍”可知本题为倍数的计算问题。定

位材料第一段“2013 年 3 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65.76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9%，增速比

上年同期低 0.8 个百分点”可知 2013 年 3 月末同比增速 r1=14.9%， 2012 年的同期增长增速

r2=14.9%+0.8%=15.7% ， 根 据 隔 年 增 长 率 计 算 公 式 ， 2013 年 3 月 末 相 比 2011 年 的 增 长 率

r=r1+r2+r1×r2=14.9%+15.7%+14.9%×15.7%≈30.6%+1/7×15.7%≈30.6%+2%≈33%。则 2013 年比 2011 年

多了 0.33 倍，则 2013 年是 2011 年的 1+0.33=1.33 倍，与 C项最接近。

故正确答案为 C。

107.【答案】A 由题干“比重与上年相比”可知本题为两期比重的比较问题。定位材料第三段可知

2013 年 3 月末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A=6824 亿元，同比增速 a=7.6%；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B=6.46 万亿元，

同比增速 b=3.2%。代人两期比重差公式：A/B×（a-b）/（1+a）=6824/64600×（7.6%-3.2%）/（1+7.6%），

因a〉b，所得值为正值，故比重上升，排除C、D两项；因选项差距较大可估算求解，原式1/10×4.4%/1.1=0.4%。

故正确答案为 A。

108.【答案】B 由题干“从高到低排序正确的是”可知本题为排序类问题。结合材料第二、三、四、

五段可直接查找出 2013 年 3 月末各项贷款余额的具体值。A 项：农户贷款余额为 3.86 万亿元、地产开发

贷款余额为 1.04 万亿元、农业贷款余额额为 2.87 万亿元，顺序错误；B 项：房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3.2 万

亿元、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1.04 万亿元，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6824 亿元=0.68 万亿元，顺序正确；C

项：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16.55 万亿元，农户贷款余额为 3.86 万亿元，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5.77

万亿元，顺序错误；D 项：重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5.77 万亿元，轻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为 6824 亿元=0.68

万亿元，房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3.2 万亿元，顺序错误。

故正确答案为 B。

109.【答案】B 题干所求为 2013 年 3 月末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速，可知本题为一般增长率

的计算问题。定位材料最后一段，地产开发贷款余额为 1.0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1.4%。房产开发贷款余额

为 3.2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3%。房地产开发贷款余额=地产余额+房产余额，则房地产同比增速为地产与

房产的混合增长率。根据混合增长率特点，所求混合增长率一定介于 12.3%与 21.4%之间，排除 A、D两项。

且更接近于基数较大的一项，估算可知，房产的基期值大于地产基期值，即更接近于 12.3%，B 项满足。

故正确答案为 B。

110.【答案】D A 项：定位材料第二段，外贸银行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3.5%，比全国企业贷款余额

增速高 1.2 个百分点，则全国企业贷款余额增速=13.5%-1.2%=12.3%，无法推出；B 项：定位材料第四段，

农村贷款余额为 15.2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4%。同比增量：现期×r/（1+r）=15.24×18.4%/（1+18.4%）

≈15.24×2/13≈2.3（18.4%≈2/11），增长不到 3万亿元，无法推出；C项：定位材料最后一段，个人购

房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17.4%。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2.4%。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余额增速更快，

无法推出；D项：定位材料第三段，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量=16.55×8.9%/（1+8.9%）≈16.55/12≈1.4；

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量=6.46×3.2%/（1+3.2%）≈6.46/31≈0.2；前者是后者的 1.4/0.2=7 倍，超

过 3倍，能够推出。

故正确答案为 D。

111.【答案】B 由题干“平均每月业务及管理费用”可知本题为平均数计算问题。定位到表格最后

一行可知 2013 年 1-5 月业务及管理费的具体数额，平均每月业务及管理费用=2013 年保险业平均每月业务

及管理费用约为（185+166+195+189+190）÷5=185 亿元。

故正确答案为 B。

112.【答案】D 由题干“环比增速排序正确的是”可知本题为一般增长率的比较及排序类问题，可

直接比较现期与基期的倍数关系来确定大小（增长率=（现期-基期）/基期）=现期/基期-1，比较大小中，

-1 部分可以忽略不计）。定位到表格中，人身意外伤害险收入两期比值=56/23≈2.4；健康险收入两期比

值=113/76≈1.5；寿险收入两期比值=1025/944≈1.1。则三类保险收入中人身意外伤害险收入环比增速最

高，健康险次之，寿险最低，满足排序的为 D项。

故正确答案为 D。

113.【答案】A 由题干“哪个月比值最低”可知本题为比值的比较问题。定位到表格中，4个月份

全行业保险赔付支出额与保险保费收入额的比值分别为：A 项：1 月=501/2012≈0.249；B 项：2 月

=447/1382≈0.323；C 项：3 月=540/1756≈0.308；D 项：4 月=505/1316≈0.384。比较得知，最低的为 1

月份。

故正确答案为 A。

114.【答案】B 由题干“比重高于上年同期水平”可知本题为两期比重比较问题。根据两期比重比

较公式，比较两期比重大小，仅需比较 a与 b 的大小关系，当 a>b 时比重上升，当 a<b 时比重下降。定位

图表可知，保险赔付支出总额同比增速 b=32%，寿险赔付支出同比增速a1=68%，健康险赔付支出增速a2=29%，

人身意外伤害险赔付支出同比增速 a3=11%。同比增速高于 32%的，只有寿险一项满足。

故正确答案为 B。

115.【答案】D 根据题干中“能够从上述资料中推出的是”可知此题为综合分析问题，可逐项分析

选择出能够推出的一项。A 项：定位表格“保费收入”栏，5月份健康险的保费收入额高于 4月份，无法推

出；B项：定位表格“保费收入”栏，首先观察人身险中的寿险，4月份收入为 669 亿元，而第一季度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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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收入均超过 669 亿元，故 4月份的寿险收入应小于一季度的平均值，无法推出；C 项：定位表格“保

险赔付支出”栏，2 月份寿险赔付支出高于 1 月份，无法推出；D项：定位表格“保费收入”栏，1月份人

身意外伤害险收入为 40 亿元，保费总收入为 2012 亿元，所占比重=40/2012，直除首位只能商 1，占比不

足 2%，能够推出。

故正确答案为 D。

116.【答案】B 从文字材料中可知 2012 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为 10875 亿元，比上年增长

7.1%， 计算可得：10875÷（1+7.1%）×7.1% ≈725，B 项最接近。

故正确答案为 B。

117.【答案】A 根据题干中“增速与增速差异最大”可知此题为简单加减计算且比较的问题。由图

表可知“中型企业增加值增速与规模以上工业值加值总体增速”，选项各月份的差值分别为：A 项：4 月

=10.3-5.6=4.7；B 项：6月=6.6-6.3=0.3；C 项：8月=6.8-6.2=0.6；D 项：11月=10.8-7.8=3。对比可知

A项 4月份的差异最大。

故正确答案为 A。

118.【答案】A 通读题干可知此题为直接查找类题目。在图表中可直接查找出“2012 年 3-10 月三

类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均超过 5%的月份有 6-10 月，共 5个月份。

故正确答案为 A。

119.【答案】D 由材料可知“2012 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56730 亿元，比上年

增长 3.5%，增速比全国低 7.5 个百分点”。所以 2012 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上升了

3.5%+7.5%=11%。

故正确答案为 D。

120.【答案】D A 项，根据图直接看出来大型企业在 10—12 月的月度同比增速回升拉升作用最大，

错误；B 项，根据材料，小微型企业增加值 4584 亿元，增长 6.7%，中型企业增加值 3217 亿元，增长 6.8%，

两者增长率十分接近，但前者现期量明显大于后者，故小微企业的增长量大于中型企业，错误；C 项，利

润率=利润/收入×100%，比较两期利润率的大小，考虑平均数增长量计算公式 A/B×（a-b）/（1+a）。根

据材料第二段，2012 年该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业务利润总额 A=2900 亿元，同比增长率 a=-6.1%，主营

业务收入 B=56730 亿元，同比增长率 b=3.5%。由于 a<b，故 A/B×（a-b）/（1+a）<0，故利润率同比下降，

错误；D项，从表中就可看出第三季度大型企业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高于其他两类企业，正确。

故正确答案为 D。

121.【答案】B 题干要求求出 2009-2012 年间一次能源生产量增速最快的一年，故本题为一般增长

率的比较问题。根据图 1可找出各年份一次能源生产量的具体数值，结合增长率的一般计算公式：增长率=

（现期量-基期量）/基期量,故选项各年份的同比增长率分别为：A项：2009 年=（27.5-26.1）/26.1=1.4/26.1；

B 项：2010 年=（29.7-27.5）/27.5=2.2/27.5；C 项：2011 年=（31.8-29.7）/29.7=2.1/29.7；D 项: 2012

年=（33.3-31.8）/31.8=1.5/31.8。与 B项相比，C、D两项分子小，分母大，则分数小，可直接排除；对

比 A、B两项，比较分子、分母的变化速度，分子 2.2 接近 1.4 的两倍，但分母 27.5 与 26.1 变化很小，分

子增长幅度较大则分数较大，故 B项的增长率是最大的。

故正确答案为 B。

122.【答案】D 根据题干中“该差值为多少亿吨标准煤”可知此题为简单加减计算问题。根据图 1，

观察“一次能源消费量与生产量”的折现可知其差值最大的一年为 2009 年，具体差值=30.7–27.5=3.2。

故正确答案为 D。

123.【答案】A 根据题干中“矿产品进出口总额比上年”可知此题为增长相关的问题，选项均为具

体值，故此题为增长量的计算问题。根据图 2,2009-2012 年间全国商品进出口总额分别为 4987/22.6%、

7125/24%、9571/26.3%、9919/25.7%，观察分母很接近，2012 年的分子最大，故全国商品进出口总额最高

的年份是 2012 年。2012 年矿产品进出口总额的增长量=现期量-基期量=9919–9571=348 亿美元。

故正确答案为 A。

124.【答案】C 根据题干中“全国石油消费量超过全国石油产量 2倍”可知此题为倍数的比较问题。

根据图 1可知 2008-2012 年全国石油的消费量与产量的 2倍关系分别为：2008 年：3.6＜1.9×2；2009 年：

3.84＞1.89×2；2010 年：4.34＞2.03×2；2011 年：4.45＞2.04×2；2012 年：4.91＞2.07×2。观察可

知大于 2倍关系的年份一共有 4个。

故正确答案为 C。

125.【答案】D A 项：由图 1可知 2009 年—2012 年石油产量的增长幅度明显小于一次能源产量；

故其年平均增速也应小于一次能源生产量，无法推出；B 项：由图 2 可知矿产品进出口总额占全国商品进

出口总额比重在 2012 年出现下降，并非逐年递增，无法推出；C项：由图 2中可知矿产品进出口总额最低

的是 2009 年，但在图 1 中，2009 年的一次能源消费同比增量并不是最低，无法推出；D 项：由图 1 可知

2009-2012年一次能源生产总量=27.5+29.7+31.8+33.3。取参照值30计算，则原式=-2.5-0.3+1.8+3.3=2.3，

为正值，则四年间平均一次能源生产量超过 30亿吨标准煤，可以推出。

故正确答案为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