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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共 53 题） 
 

一、填空题 
1. 中国的陆地面积约        平方公

里。 
答案：960 万 
 
2.  中国首都北京所在时区（东 8 时

区）的标准时为全中国统一时间，称

为        时间。 
答案：北京 
 
3.《        》是中国第一本按汉语拼

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是迄今最有

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

答案：新华字典 
 
4.  2022 年，第 24 届冬奥会将在中国

的       市和张家口市举行，这是中

国首次举办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 
答案：北京 
 
5. 长江是中国第一大河，它发源于青

藏高原，流经 11 个省、市、自治区，

从        市的崇明县注入东海。 
答案：上海 

 
6.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         ”的简称。 
答案：海上丝绸之路 
 
7. 中国现任国家主席是        。 

 

答案：习近平 
 
8. 在中国       和        各有一

个迪士尼乐园。 

答案：香港、上海 
 
9. 2016 年 8 月，中国成功发射世界首

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这颗卫星的名称

是“       ”号。 
答案：墨子 
 

10.        是世界上最珍贵的动物之

一，数量十分稀少，属于国家一级保

护动物，体色为黑白相间，被誉为 “中

国国宝”。  

 

答案：熊猫 
 
11. 中国气候的地域特点是南  北  ，
属于大陆性季风气候。 
答案：暖、寒 
 
12. “短斤少两”中的“斤”是中国老

百姓日常生活中经常使用的重量计量

单位。一斤相当于_______克。 
答案：500 
 
13.按照中国婚姻法的规定，中国公民

的结婚年龄,男性不得早于       周
岁，女性不得早于        周岁。 
答案：22   20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将于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答案：2018 
 
15.2016 年,中国在       省建造了目

前世界上最大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FAST)。 
答案：贵州 
 
二、选择题   
16.       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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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B 
 
17. 中国最大的港口是        ，其吞

吐量居世界第一位。 
A. 连云港      B. 深圳港 
C. 青岛港       D. 上海港 

 
答案：D 
 
18. 中国地域辽阔，有四大高原，其中

有“世界屋脊”之称的是      。 
A. 青藏高原     B. 黄土高原 
C. 云贵高原       D. 内蒙古高原 
答案：A 
 
19. _______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

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A. 洞庭湖           B. 青海湖 
C. 西湖             D. 鄱阳湖 
答案：B 
 
20.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的 国 歌 是

《              》。 
A. 东方红           B. 黄河颂 
C. 义勇军进行曲     D. 浏阳河 
答案：C 
 
21. 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是 
_______。 
A. 东多西少         B. 西多东少               
C. 南多北少         D. 南少北多 
答案：A 
 
22. 2016 年里约奥运会上，中国女排在

教练       的带领下，时隔 12 年，

再次获得奥运冠军。 
A. 姚明             B. 郎平 
C. 林丹             D. 刘翔 

 
答案：B 
 
23. 中国功夫巨星      于 2017 年荣

获第 89 届奥斯卡终身成就奖。他是首

位获此殊荣的华人。 
A. 成龙         B. 李连杰 
C. 甄子丹       D. 吴京 

 

答案：A 
 
24.  1986年，中国开始实行       年
制义务教育。 
A. 十              B. 十一 
C. 九              D. 八 
答案：C 
 
25. 2001 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目

前中国已成长为全球最大出口国和第

二大进口国，并成为全球第  大经济

体。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答案：B 
 
26.       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是全国 60％以上人口主食的原料。 
A. 小麦             B. 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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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稻             D. 高粱 
答案：C 
 
27. 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

________。 
A．云南        B. 贵州   
C. 台湾         D. 广西 
答案：A  
 
28. 中国有 55 个少数民族，其中

_________是现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少

数民族。 
A. 壮族       B. 傣族 
C. 藏族       D. 回族 
答案：A 
 
29. 人民币是中国的法定货币，其货币

符号是        。2015 年 11 月，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宣布正式将人民币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 

A     B  

C       D  

答案：A 
 
30.         诞生于 1898 年，初名京

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

学，其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高等教育

的开端。 
A. 清华大学      B. 北京师范大学               
C. 北京大学      D. 复旦大学 
答案：C    
 
31. 2016 年 11 月 18 日，         飞
船装载航天员顺利返回地球。此次航

行历时 33 天，创造了中国航空员太空

驻留的新纪录。 
A. 天宫二号      B. 神舟十一号 
C. 长征五号      D. 天河六号 
答案：B 

 
32. 2016 年 9 月，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

十一次峰会在中国       举行，这是

中国首次举办 G20 首脑峰会。 
A. 杭州       B. 北京 
C. 西安       D. 上海 
答案：A 
 
33. 中 国 的 第 一 个 经 济 特 区

是        。 
A. 珠海     B.  厦门 
C. 深圳     D.  汕头 
答案：C 

 
34. 全 球 最 大 的 中 文 搜 索 引 擎 是

________。 
A. 搜狐         B. 百度                
C. 新浪         D. 雅虎 
答案：B 
 

三、判断题  
35.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简称“亚投

行”，于 2015 年 12 月正式成立。这

是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

构，总部设在上海，共有 57 个意向创

始成员国。 
答案：错误。总部设在北京。 
 
36. 青海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级行政

区，约占中国陆地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答案：错误。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

省级行政区。 
 

37. 1997 年 7 月 1 日，中国政府恢复对

香港行使主权，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

实行“一国两制”。 
答案：正确。 
 
3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方缀有五颗黄

色五角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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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正确。 
 
39. “汉语水平考试”简称 KHS。 
答案：错误。“汉语水平考试”的简

称是 HSK。 
 
40. 2016 年 11 月 17 日，中国首次获得

国际高性能计算应用领域最高奖——

戈登贝尔奖。由中国自主研制的“神

威·太湖之光”成为全球运行速度最

快的超级计算机。 
答案：正确。 
 
41. 中国是最早参与帮助非洲抗击埃

博拉 (Ebola Virus) 疫情的国家，援建

的利比里亚治疗中心是疫区唯一一个

由单一国家独立建设和运营的埃博拉

治疗中心。 
答案：正确。 
 
四、连线题   
42. 请将下列省会与其所在省份连接

起来。 
南京                山西 
西安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陕西 
太原                湖北 
 
答案： 
南京                山西 
西安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陕西 
太原                湖北 
 

43. 中国古代将五大名山称为“五岳”，

请将下列名山和它所在的省份连接起

来。 
东岳泰山            湖南省 
西岳华山            陕西省 
北岳恒山            山东省 
南岳衡山            山西省 
中岳嵩山            河南省 
 
答案： 
东岳泰山            湖南省 
西岳华山            陕西省 
北岳恒山            山东省 
南岳衡山            山西省 
中岳嵩山            河南省 
 
44. 将下列历史名人与所在朝代连接

起来。 
屈原                明朝 
孔子                战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答案： 
屈原                明朝 
孔子                战国时期 
李白                春秋时期 
李时珍              唐朝 
 
45. 将下面的中国城市与相应的美称

连接起来。 
重庆                泉城 
哈尔滨              羊城      
景德镇              冰城 
济南                瓷都 
广州                山城 
 
答案： 
重庆                泉城 
哈尔滨              羊城      
景德镇              冰城 
济南                瓷都 
广州                山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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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列举题    
46. 随着中国电商产业的发展，物流快

递行业也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请列举至少三个中国

知名快递公司的名字。 
答案（供参考）：中国邮政（EMS）、

顺丰、韵达、申通、圆通、中通、汇

通等。 
 
47. 请列举出中国现行金融体系中的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 
答案：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

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 
 
48. 沪昆高铁是中国东西向线路里程

最长，经过省份最多的高速铁路。请

列举出沪昆高铁经过的 5 个省份的名

称。 
答案：  
浙江    江西    湖南    贵州     
云南     
 
49. 中国现在有 8 个国家中心城市，请

列举出其中至少 5 个城市的名称。 
答案：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

州、成都、武汉、郑州。 
 
50. 中国的省、直辖市、自治区、特别

行政区都有自己的简称，请列举出至

少 5 个。  
答案（供参考）： 
省：  
河北省（冀）   山西省（晋）  
辽宁省（辽）   吉林省（吉）  
黑龙江省（黑） 江苏省（苏）  
浙江省（浙）   安徽省（皖)  
福建省（闽）   江西省（赣）  
山东省（鲁）   河南省（豫）  
湖北省（鄂）   湖南省（湘）  
广东省（粤）   海南省（琼）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四川省（川、蜀） 贵州省（黔、贵）  
云南省（滇、云） 陕西省（陕、秦） 
甘肃省（甘、陇）  
直辖市：  

北京（京） 上海（沪、申）  
天津（津） 重庆（渝） 
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  
内蒙古自治区      蒙  
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  
 
51. 请列举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 
答案：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

通。 
 

52. 中国目前除原有的 4 个自贸区外，

又准备新建 7 个自贸试验区，请列举

出其中 5 个自贸区的名称。 

答案：中国目前已有上海、天津、福

建、广东 4 个自贸区。2016 年 8 月又

决定在辽宁省、浙江省、河南省、湖

北省、重庆市、四川省、陕西省新设

立 7 个自贸试验区。 
 
53. 请列举出中国 5 个少数民族自治

区的名称。 
答案：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

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广西壮族自

治区、西藏自治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