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统一考试 

管理类专业学位联考逻辑试题 

一、问题求解：第 26~55 小题，每小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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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教授认为，我国工程技术领域可以考虑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但任何涉及核心技术的

项目就不能受制于人，我国许多网络安全建设项目涉及信息核心技术。如果全盘引进国外先

进技术而不努力自主创新，我国的网络安全将会受到严重威胁。 

根据倪教授的描述，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我国有些网络安全建设项目不能受制于人。 

（B）我国工程技术领域的所有项目都不能受制于人。 

（C）如果能做到自主创新，我国的网络安全就不会受到严重威胁。 

（D）我国许多网络安全建设项目不能与国外先进技术合作。 

（E）只要不是全盘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我国的网络安全就不会受到严重威胁。 

27.任何结果都不可能凭空出现，它们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任何背后有原因的事物可以被

人认识，而可以被人认识的事物都必然不是毫无规律的。 

根据以上陈述，以下哪项为假？ 

（A）任何结果都可以被人认识。 

（B）任何结果出现的背后都是有原因的。 

（C）有些结果的出现可能毫无规律。 

（D）那些可以被人认识的事物必然有规律。 

（E）人有可能认识所有事物。 

  



 

 

28.近年来，我国海外代购业务量快速增长，代购者们通常从海外购买产品，通过各种渠道避

开关税，再卖给内地顾客从中牟利，却让政府损失了税收收入。某专家由此指出，政府应该

严厉打击海外代购的行为。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论证？ 

（A）近期，有位空乘服务员因在网上开设海外代购店而被我国地方法院判定有走私罪。 

（B）国内一些企业生产的同类产品与海外代购产品相比，无论质量还是价格都缺乏竞争优

势。 

（C）海外代购提升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满足了国内部分民众对于品质生活的最求。 

（D）去年，我国奢侈品海外代购规模几乎是全球奢侈品，占国内门店销售额的一半，这些

交易大多避开关税。 

（E）国内民众的消费需求提升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经济现象，应以此为契机促

进国内同类消费品产业的升级。 

29.为了配合剧情，招 4 类角色，国外游客 1——2 名，购物者 2——3 名，商贩 2 名，路人

若干。甲、乙、丙、丁、戊、己 6 人，且在同一场景中，只能出演一个角色。已知： 

（1）只有甲乙才能出演国外游客； 

（2）每个场景中至少有 3 类同时出现； 

（3）每个场景中，乙或丁出演商贩，则甲和丙出演购物者； 

（4）购物者、路人之和在每个场景中不超过 2 人。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 同一场景中，戊和己出演路人，则甲只能演外国游客 

（B） 同一场景中，由己出演国外游客，则甲出演商贩 

（C） 至少有 2 人在不同场出演不同角色 

（D） 甲乙丙丁不会出现在同一场景 

（E） 在同一场景中，若丁和戊出演购物者，则乙只能出演外国游客 

  



 

 

30.离家 300 米的学校不能上，却被安排到 2 公里以外的学校就读，某市一位适龄儿童在小

学时就遇到了所在区教育局这样的安排，而这一安排是区教育局根据儿童户籍所在施教区做

出的，根据该市教育局规定的“就近入学原则”儿童家长将区教育局告上法院，要求撤销原

来安排，让其他孩子就近入学，法院对此做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请求。 

下列哪项最可能是法院的合理依据？ 

（A）“就近入学”不是“最近入学”不能将入学儿童户籍地和学校直线距离作为划分施教区

的唯一依据。 

（B）按照特定的地理要素划分，施教区中的每所小学不一定位于该施教区的中心位置。 

（C）儿童入学研究应上哪一所学校不是让适龄儿童或其家长自主选择，而是要听从政府主

管部门的行政安排。 

（D）“就近入学”仅仅是一个需要遵循的总体原则，儿童具体入学安排还要根据特定的情况

加以变通。 

（E）该区教育局划分施教区的行政行为符合法律规定，而原告孩子户籍所在施教区的确需

要去离家 2 公里外的学校就读。 

31.张立是一位单身白领，工作 5 年积累了一笔存款，由于该笔存款金额尚不足以购房，他

考虑将其暂时分散投资到股票、黄金、基金、国债和外汇等 5 个方面。该笔存款的投资需要

满足如下条件： 

（1）如果黄金投资比例高于 1/2,则剩余部分投入国债和股票； 

（2）如果股票投资比例低于 1/3,则剩余部分不能投入外汇或国债； 

（3）如果外汇投资比例低于 1/4,则剩余部分投入基金或黄金； 

（4）国债投资比例不能低于 1/6。 

根据上述信息， 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国债投资比例高于 1/2 

（B）外汇投资比例不低于 1/3 

（C）股票投资比例不低于 1/4 

（D）黄金投资比例不低于 1/5 

（E）基金投资比例不低于 1/6 

  



 

 

32.知识教育重在帮助学生掌握尽可能全面的基础知识，即帮助学生了解各个学科领域的基

本常识；而人文教育则重在培育学生了解生活世界的意义，并对自己及他人行为的价值和意

义做出合理的判断，形成“智识”。因此有专家指出，相比较而言，人文教育对个人未来生

活的影响会更大一些。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断言？ 

（A）当今我国有些大学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要远远多于人文教育课程。 

（B）“知识”是事实判断，“智识”是价值判断，两者不能相互替代。 

（C）没有知识就会失去应对未来生活挑战的勇气，而错误的价值可能会误导人的生活。 

（D）关于价值和意义的判断事关个人的幸福和尊严，值得探究和思考。 

（E）没有知识，人依然可以活下去；但如果没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人只能成为没有灵魂

的躯壳。 

33~34 基于以下题干 

丰收公司邢经理需要在下个月赴湖北、湖南、安徽、江西、浙江、福建 7 省进行市场需求调

研，各省均调研一次，他的行程需满足如下条件： 

（1）第一个或最后一个调研江西省； 

（2）调研安徽省的时间早于浙江省，在这两省的调研之间调研除了福建省的另外两省； 

（3）调研福建省的时间安排在调研浙江省之前或刚好调研完浙江省之后； 

（4）第三个调研江苏省。 

33.如果邢经理首先赴安徽省调研，则关于他的行程，可以确定以下哪项？ 

（A）第二个调研湖北省 

（B）第二个调研湖南省 

（C）第五个调研福建省 

（D）第五个调研湖北省 

（E）第五个调研浙江省 

  



 

 

34.如果安徽省是邢经理第二个调研的省份，则关于他的行程，可以确定以下哪项？ 

（A）第一个调研江西省 

（B）第四个调研湖北省 

（C）第五个调研浙江省 

（D）第五个调研湖南省 

（E）第六个调研福建省 

35.王研宄员：我国政府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激励着每一个创业者。对于创业者来

说，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坚持精神。不管在创业中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坚持下去。 

李教授：对于创业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敢于尝试新技术。因为有些新技术一些大公司不敢

轻易尝试的新技术，这就为创业者带来了成功的契机。 

根据以上信息，以下哪项最准确地指出了王研宄员与李教授的分歧所在？ 

(A)最重要的是敢于迎接各种创业难题的挑战，还是敢于尝试那些大公司不敢轻易尝试的新

技术。 

(B)最重要的是坚持创业，有毅力有恒心把事业一直做下去，还是坚持创新，做出更多的科

学发现和技术发明。 

(C)最重要的是坚持把创业这件事做好，成为创业大众的一员，还是努力发明新技术，成为

创新万众的一员。 

(D)最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坚持精神，不畏艰难，还是要敢于尝试新技术，把握事业成功的契

机。 

(E)最重要的是坚持创业，敢于成立小公司，还是尝试新技术，敢于挑战大公司。 

36.进入冬季以来，内含大量有毒颗粒物的雾霾频繁袭击我国部分地区，有关调查显示，持续

接触高浓度污染物会直接导致 10%至 15%的人患有眼睛慢性炎症或干眼症。有专家由此认

为，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改善空气质量，这些疾病的发病率和相关的并发症将会增加。以下

选项若果为真，最能支持上述专家的观点？ 

（A）有毒颗粒物会刺激并损害人的眼睛，长期接触会影响泪腺细胞。 

（B）空气质量的改善不是短时间内能做到的，许多人不得不在污染的环境中工作。 

（C）眼睛慢性炎症或眼干症等病例通常集中出现于花粉季。 

（D）上述被调查的眼疾患者中有 65%是年龄在 20-40 之间的男性。 

（E）在重污染环境中采取带护目镜，定期洗眼等措施有助于防御干眼症等眼疾。 



 

 

37. 很多成年人对于儿时熟悉的《唐诗三百首》中的许多名诗，常常仅记得几句名句，而不

知诗作者或诗名。甲校中文系硕士生只有三个年级，每个年级人数相等。统计发现，一年级

学生都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及其作者对应起来； 二年级 2/3 的学生能把该书中的名句

与作者对应起来；三年级 1/3 的学生不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对应起来。 

根据上述信息，关于该校中文系硕士生，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1/3 以上的一、二年级学生不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作者对应起来。 

（B）1/3 以上的硕士生不能将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或作者对应起来。 

（C）大部分硕士生能把将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及其作者对应起来。 

（D）2/3 以上的一、三年级学生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对应起来。 

（E）2/3 以上的一、二年级学生不能把该书中的名句与诗名对应起来。 

38. 婴儿通过触碰物体，四处玩耍和观察成人的行为等方式来学习，但机器人通常只能按照

编订的程序进行学习。于是，有些科学家试图研制学习方式更接近于婴儿的机器人。他们认

为，既然婴儿是地球上最有效率的学习者，为什么不设计出能像婴儿那样不费力气就能学习

的机器人呢？ 

以下哪项最可能是上述科学家观点的假设? 

（A）婴儿的学习能力是天生的，他们的大脑与其他动物幼仔不同。 

（B）通过碰触，玩耍和观察等方式来学习是地球上最有效率的学习方式。 

（C）即使是最好的机器人，他们的学习能力也无法超过最差的婴儿学习者。 

（D）如果机器人能像婴儿那样学习，他们的智能就有可能超过人类。 

（E）成年人和现有的机器人都不能像婴儿那样毫不费力地学习。 

  



 

 

39.针对癌症患者，医生常采用化疗手段将药物直接注入人体杀伤癌细胞，但这也可能将正

常细胞和免疫细胞一同杀灭，产生较强的副作用。近来，有科学家发现，黄金纳米粒子很容

易被人体癌细胞吸收，如果将其包上一层化疗药物，就可作为“运输工具”，将化疗药物准

确地投放到癌细胞中。他们由此断言，微小的黄金纳米粒子能提升癌症化疗的效果，并能降

低化疗的副作用。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能支持上述科学家所做出的论断？ 

（A）黄金纳米粒子用于癌症化疗有待大量临床检验。 

（B）在体外用红外线加热已进入癌细胞的黄金纳米粒子，可以从内部杀灭癌细胞。 

（C）因为黄金所具有的特殊化学物质，黄金纳米粒子不会与人体细胞发生反应。 

（D）现代医学手段已经能实现黄金纳米粒子的精准投送，让其所携带的化疗药物只作用于

癌细胞，并不伤及其他细胞。 

（E）利用常规计算机断层扫描，医生容易判定黄金纳米粒子是否已经投放到癌细胞中。 

40.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乙：我反对。己所欲，则施于人。 

以下哪项与上述对话方式最为相似： 

（A）甲：人非草木，孰能无情？ 

    乙：我反对，草木无情，但人有情。 

（B）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乙：我反对，人有远虑，亦有近忧。 

（C）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乙：我反对，如得虎子，比如虎穴。 

（D）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乙：我反对。人若犯我，我就犯人。 

（E）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乙：我反对，在其位，则行其政。 

  



 

 

41.颜子、曾寅、孟申、荀辰申请一个中国传统文化建设项目。根据规定，该项目的主持人只

能有一名，且在上述 4 位申请者中产生，包括主持人在内，项目组成员不能超过两位。另外，

各位申请者在申请答辩时做出如下陈述： 

（1）颜子：如果我成为主持人，将邀请曾寅或荀辰作为项目组成员； 

（2）曾寅：如果我成为主持人，将邀请颜子或孟申作为项目组成员； 

（3）荀辰：只有颜子成为项目组成员，我才能成为主持人。 

（4）孟申：只有荀辰或颜子成为项目组成员，我才能成为主持人。 

假定 4 人陈述都为真，关于项目组成员的组合，以下哪项是不可能的？ 

（A）孟申、曾寅      

（B）荀辰、孟申 

（C）曾寅、荀辰  

（D）颜子、孟申      

（E）颜子、荀辰 

42.研究者调查了一组大学毕业即从事有规律的工作正好满 8 年的白领，发现他们的体重比

刚毕业时平均增加了 8 公斤。研究者由此得出结论，有规律的工作会增加人们的体重。 

关于上述结论的正确性，需要询问的关键问题是以下哪项？ 

（A） 和该组调查对象其他情况相仿且经常进行体育锻炼的人，在同样的 8 年终体重有怎

样的变化？ 

（B） 该组调查对象的体重在 8 年是否会继续增加？ 

（C） 为什么调查关注的时间段是对象在毕业工作 8 年，而不是 7 年或者 9 年？ 

（D） 该组调查对象中的男性和女性的体重增加是否有较大差异？ 

（E） 和该组调查对象其他情况相仿但没有从事有规律工作的人，在同样的 8 年终体重有

怎样的变化？ 

  



 

 

43.赵默是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因为一个人既拥有国内外知名学府和研究机构的工作经历，

又有担任项目负责人的管理经验，那么他就能成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 

以下哪项与上述论证最为相似？ 

（A）李然是信息技术领域的杰出人才。因为一个人不具有前瞻性目光、国际化视野和创新

思维，就不能成为信息技术领域的杰出人才。 

（B）袁青是一位好作家。因为好作家都具有较强的观察能力，想象能力及表达能力。 

（C）青年是企业发展的未来，因此，企业只有激发青年的青春力量，才能促其早日成才。 

（D）人力资源是企业的核心资源，因为如果不开展各类文化活动，就不能提升员工的岗位

技能，也不能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E）风云企业具有凝聚力。因为一个企业能引导和帮助员工树立目标，提升能力，就能使

企业具有凝聚力。 

44.爱书成痴注定会藏书。大多数藏书家也会读一些自己收藏的书；但有些藏书家却因喜爱

书的价值和精致装帧而购书收藏，至于阅读则放到了自己以后闲暇的时间，而一旦他们这样

想，这些新购的书就很可能不被阅读了。但是，这些受到“冷遇”的书只要被友人借去一本，

藏书家就会失魂落魄，整日心神不安。 

根据上述信息，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有些藏书家将自己的藏书当作友人。 

（B）有些藏书家喜欢闲暇时读自己的藏书。 

（C）有些藏书家会读遍自己收藏的书。 

（D）有些藏书家不会立即读自己新购的书。 

（E）有些藏书家从不会读自己收藏的书。 

  



 

 

45.人们通常认为，幸福能够增进健康、有利于长寿，而不幸福则是健康状况不佳的直接原

因。但最近研究人员对 3000 多人的生活状态调查后发现，幸福或不幸福并不意味着死亡的

风险会相应地变得更低或更高，他们由此指出，疾病可能会导致不幸福，但不幸福本身并不

会对健康状况造成损害。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是能质疑上述研究人员的论证？ 

（A）幸福是个体的一种心理体验，要求被调查对象准确断定其幸福程度有一定的难度。 

（B）有些高寿老人的人生经历较为坎坷，他们有时过得并不幸福。 

（C）有些患有重大疾病的人乐观向上，积极与疾病抗争，他们幸福感比较高。 

（D）人的死亡风险低并不意味着健康状况好，死亡风险高也不意味着健康状况差。 

（E）少数个体死亡风险的高低难以进行准确评估。 

46.甲：只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才能推动科技创新。 

   乙：我不同意。过分强化知识产权保护，肯定不能推动科技创新。 

   以下哪项与上述反驳方式最为类似？ 

（A）妻子：孩子只有刻苦学习，才能取得好成绩。 

   丈夫：也不尽然。学习光知道刻苦而不能思考，也不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B）母亲：只有从小事做起，将来才有可能做成大事。 

   孩子：老妈你错了。如果我们每天只是做小事，将来肯定做不成大事。 

（C）老板：只有给公司带来回报，公司才能给他带来回报。 

   员工：不对呀。我上月帮公司谈成一笔大业务，可是只得到 1%的奖励。 

（D）老师：只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 

   学生：我觉得不是这样。不读书，命运会有更大的改变。 

（E）顾客：这件商品只有价格再便宜一些，才会有人来买。 

   商人：不可能。这件商品如果价格再便宜一些，我就要去喝西北风了。 

 

  



 

 

 

47.某著名风景区有“妙笔生花”“猴子观海”“仙人晒靴”“美人梳妆”“阳关三叠”“禅心向

天”等 6 个景点。为方便游人，景区提示如下： 

（1）只有先游“猴子观海”，才能游“妙笔生花”； 

（2）只有先游“阳关三叠”，才能游“仙人晒靴”； 

（3）如果游“美人梳妆”就要先游“妙笔生花”； 

（4）“禅心向天”应第 4 个游览，之后才可游览“仙人晒靴”。 

张先生按照上述提示，顺利游览了上述 6 个景点。 

根据上述信息，关于张先生的游览顺序，以下哪项不可能为真？ 

（A）第一个游览“猴子观海”。 

（B）第二个游览“阳关三叠”。 

（C）第三个游览“美人梳妆”。 

（D）第五个游览“妙笔生花”。 

（E）第六个游览“仙人晒靴”。 

48. “自我陶醉人格”是以过分重视自己为主要特点的人格障碍。它有多种具体特征：过高

评价自己的重要性，夸大自己的成就；对批评反应强烈，希望他人注意自己和羡慕自己；经

常沉湎于幻想中，把自己看成是特殊的人；人际关系不稳定；嫉妒他人，损人利己。 

以下各项自我陈述中，除了哪项均能体现上述“自我陶醉人格”的特征？ 

（A）我是这个团队的灵魂，一旦我离开了这个团队，那么将一事无成。 

（B）他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大家看看，他的能力连我一半都不到。 

（C）我的家庭条件不好，但不愿意被别人看不起，所以我借钱买了一部智能手机。 

（D）这么重要的活动竟然没有邀请我参加，组织者的人品肯定有问题，不值得跟这样的人

交往。 

（E）我刚接手别人很多年没有做成的事情，我跟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相信很快就会将

事情搞定。 

  



 

 

49.通常情况下，长期在寒冷环境中生活的居民可以有更强的抗寒能力。相比于我国的南方

地区，我国北方地区冬天的平均气温要低很多。然而有趣的是，现在许多北方地区的居民并

不具有我们所认为的抗寒能力，相当多的北方人到南方来过冬，竟然难以忍受南方的寒冷天

气，怕冷程度甚至远超过当地人。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解释上述现象？ 

（A）一些北方人认为南方温暖，他们去南方过冬时往往对保暖工作做得不够充分。 

（B）南方地区冬天虽然平均气温比北方高，但也存在极端低温的天气。 

（C）北方地区在冬天通常启用供暖设备，其室内温度往往比南方高出许多。 

（D）有些北方人是从南方迁过去的，他们没有完全适应北方的气候。 

（E）南方地区湿度较大，冬天感受到的寒冷程度超出气象意义上的温度指标。 

50.译制片配音，作为一种特有的艺术形式，曾在我国广受欢迎。然而时过境迁，现在许多

人已不喜欢看配过音的外国影视剧。他们觉得还是挺原汁原味的声音才感觉到位。有专家

由此断言，配音已失去观众，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A）很多上了年纪的国人仍习惯看配过音的外国影视剧，而在国内放映的外国大片有的仍

然是配过音的。 

（B） 配音是一种艺术再创作，倾注了配音艺术家的心血，但有的人对此并不领情，反而觉

得配音妨碍了他们对原创的欣赏。 

（C）许多中国人通晓外文，观赏外国原版影视剧并不存在语言的困难，即使不懂外文，边

看中文字幕边听原声也不影响理解剧情。 

（D）随着对外交流的加强，现在外国影视剧大量涌入国内，有的国人已经等不及慢条期理，

精工细作的配音了。 

（E）现在外国影视剧配音难以模仿剧中演员的出色嗓音，有时也与剧情不符，对此观众并

不接受。  

  



 

 

51-52 题 基于以下题干： 

六一节快到了，幼儿园老师为班上的小明、小雷、小刚、小芳、小花等 5 位小朋友准备了红、

橙、黄、绿、青、蓝、紫等 7 份礼物。已知所有礼物都送了出去，每份礼物只能由一人获得，

每人最多获得两份礼物。另外，礼物派送还需要满足如下要求： 

（1）如果小明收到橙色礼物，则小芳会收到蓝色礼物； 

（2）如果小雷没有收到红色礼物，则小芳不会收到蓝色礼物； 

（3）如果小刚没有收到黄色礼物，则小花不会收到紫色礼物； 

（4）没有人既能收到黄色礼物，又能收到绿色礼物； 

（5）小明只收到橙色礼物，而小花只收到紫色礼物。 

51.根据上述信息，以下哪项为真？ 

（A）小明和小芳都收到两份礼物。 

（B）小雷和小刚都收到两份礼物。 

（C）小刚和小花都收到两份礼物。 

（D）小芳和小花都收到两份礼物。 

（E）小明和小雷都收到两份礼物 

52.根据上述信息，如果小刚收到两份礼物，则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小雷收到红色和绿色两份礼物。 

（B）小刚收到黄色和蓝色两份礼物。 

（C）小芳收到绿色和蓝色两份礼物。 

（D）小刚收到黄色和青色两份礼物。 

（E）小芳收到青色和蓝色两份礼物。 

  



 

 

53.某民乐小组拟购买几种乐器，购买要求如下： 

（1）二胡、箫至多购买一种； 

（2）笛子、二胡和古筝至少购买一种； 

（3）箫、古筝、唢呐至少购买两种； 

（4）如果购买箫，则不购买笛子。 

根据以上要求，可以得出以下哪项？ 

（A）至少购买了 3 种乐器 

（B）箫、笛子至少购买了一种 

（C）至少要购买 3 种乐器 

（D）古筝、二胡至少购买一种 

（E）一定要购买唢呐 

54~55 基于以下题干 

某影城将在“十一”黄金周 7 天（周一至周日）放映 14 部电影，其中有 5 部科幻片，3 部

警匪片，3 部武侠片，2 部战争片，一部爱情片。限于条件，影城每天放映两部电影，已知： 

（1） 除科幻片安排在周四外，其余 6 天每天放映的两部电影属于不同的类型； 

（2） 爱情片安排在周日； 

（3） 科幻片或武侠片没有安排在同一天； 

（4） 警匪片和战争片没有安排在同一天 

54. 根据以上信息，以下哪项两部电影不可能安排在同一天放映？ 

（A）爱情片和警匪片 

（B）科幻片和警匪片 

（C）武侠片和战争片 

（D）武侠片和警匪片 

（E）科幻片和战争片 

  



 

 

55. 根据以上信息，如果同类型影片放映日期连续，则周六可以放映的电影是哪项？ 

（A）科幻片和警匪片 

（B）武侠片和警匪片 

（C）科幻片和战争片 

（D）科幻片和武侠片 

（E）警匪片和战争片 

 

请在 MBA．．．大师．．APP．．．“做题→历年真题”．．．．．．．．．处．填入答案，直接查看得分，并获取每道题的

文字和视频解析。 

 

 

（下载 MBA大师 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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