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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国情知识 

 

一 、填空题 

1．中国位于亚洲大陆东部、太平洋西

岸，陆地面积约        平方公里。 

答案：960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       ，

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方缀有五颗黄

色五角星。 

答案：五星红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现任国家主席

是       。 

 

答案：习近平 

 

4.中国除天然河流外，还有许多人工

开凿的运河，        是世界上开凿

最早、最长的运河，全长 1801公里，

是中国历史上与万里长城齐名的伟大

工程。 

答案：京杭大运河 

 

 

5．中国人口在地域上的分布特点 

是     多     少。 

答案:东,西 

 

6．《        》是中国第一本按汉语

拼音音序排列的小型字典。它是迄今

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

典，堪称小型汉语语文辞书的典范。 

答案：新华字典 

 

 

7．“世界杂交水稻之父”        院

士，利用中国野生稻资源培育出了世

界闻名的杂交水稻。他指导的中国超

级杂交稻平均亩产首破９００公斤，

创世界杂交水

稻较大面积亩

产最高纪录。 

答案：袁隆平 

 

 

 

 

 

 

 

8．中国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 23

个省、        个自治区、       个

直辖市、        个特别行政区。 

答案：5、4、2    

 

9. 2013年 4月 18日，《时代》杂志发

布了 2013年度全球百大最有影响力人

物名单，中国网球名将      入选

“偶像人物”。  

答案：李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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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岳麓书院始建于公元 976 年，位

于        省，为中国古代四大著名

书院之一。“千年学府，弦歌不绝”，

历经宋、元、明、清时势变迁，迨及

晚清（1903年）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

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 

答案：湖南 

 

 

1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货币

是        ，它的单位是元，辅币单

位是角和分。 

答案：人民币 

 

12．汉语成语“白山黑水”中的“白

山”指的是长白山， “黑水”指的

是        。 

答案：黑龙江 
 

13．中国古代著名的        就是通

过河西走廊，进入塔里木盆地，再通

过西亚到达欧洲的。 

答案：丝绸之路 

 

14．茅台酒产于中国西南    省仁怀

县的茅台镇，素以色清透明，入口柔

绵，回香持久等特点闻名天下，深受

中国百姓的喜爱。 

答案：贵州 

 

15.中国通信行业三大运营商分别是

中国联通、中国移动、        。 

答案：中国电信 

 

16．2006年 7月 1日，        铁路

全线通车，它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

的高原铁路。 

答案：青藏 

17．西安，元代以前称        ，是

中国的六大古都之一，并且是其中历

史最长的一个都城。 

答案：长安 
 

18．        是中国第一大河，它发

源于青藏高原，流经 11个省、市、自

治区，与黄河并称为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 

答案：长江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中的建筑物

是        。 

 
答案：天安门 

 

20．“三八红旗手”是中国在       时

颁给优秀劳动妇女的荣誉称号。 

答案：三八妇女节 

 

21.2012年 6月 18日,中国航天员首次

访问在轨飞行器---天宫一号获得圆

满成功。       成为中国首位女航天

员。 

答案：刘洋 

 

 

 

 

 

 

 

22. 歌曲“请到天涯海角来，这里四

季春常在”中的“天涯海角”位于中

国最南端的        省，2011 年它成

为世界第四个离岛免税区。 

答案：海南 

http://baike.baidu.com/view/564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96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4096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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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

区，1999年 12月 20日回归中国，是

自由港，也是著名旅游胜地。 

答案：澳门

 

24．孔子的故乡是        省曲阜。

曲阜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都城，这里有

着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最著名是曲

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  

答案：山东 

 

25. 中国规定：首都北京所在时区（东

8时区）的标准时为全国统一时间， 

称为        。 

 

答案：北京时间 

 

26.  1949年 10月 1日，在天安门城

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开国

领袖是   。    

 

答案：毛泽东 

  

 
27.  青藏高原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

有许多崇山峻岭，号称“        ”。 

答案：世界屋脊 

28. 中国除了天然河流外，还有许多

人工开凿的运河，        是世界上

开凿最早、最长的运河，全长 1801公

里，是中国历史上与万里长城齐名的

伟大工程。 

答案：京杭大运河 

 

29.         是第一位与维也纳爱

乐、柏林爱乐、美国五大交响乐团等

所有一流乐团长期合作、并在全世界

所有著名音乐厅举办个人独奏会的中

国钢琴家，也是第一位在美国白宫举

办专场独奏会的中国钢琴家，他被媒

体誉为  “当今世界最年轻的钢琴大

师”、一位“将改变世界的年轻人”。 

答案：朗朗。 

30.           瀑布，因当地一种常

见的植物“黄果树”而得名，位于中国贵

州省，是中国第一大瀑布，享有“中华

第一瀑”之盛誉。 1999 年被大世界吉尼

http://baike.baidu.com/view/100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605.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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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总部评为世界上最大的瀑布群，列

入世界吉尼斯记录。 

答案：黄果树瀑布 

 

31.  中国的        是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水电站。 

答案：三峡水电站 

 

 

 

32.  河南，河北中的“河”指的是“黄

河”；山东，山西，其中的“山”指的

是：           

答案：太行山。     

 

33.  中国民歌《       》中美丽的

阿里山风景区面积约有 175 公顷，是

台湾著名的天然森林公园和旅游胜

地。 

答案：阿里山的姑娘。 

 

34 . 地图上看黄河干流像一个巨大的

汉字-----“        ”字。 

答案: 几 

 

二、选择题   

35.      是中国大陆的火警电话号

码。 

A.  120         B.  119 

C.  114         D.  110 

 

答案：B 

 

36.中国最大的港口是        ，其吞

吐量位居世界第三位。 

A. 连云港    B.深圳港 

C. 青岛港    D.上海港 

答案：D 

 

 

37.图中，中国小学生脖子上系的

是      ，它是少先队员的标志，它代

表红旗的一角，象征着胜利。 

A. 红领带     B. 红围巾 

C．红领巾     D. 红丝带 

 

答案：C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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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存的主要栖息地是中国

四川、陕西、甘肃等省。 

http://baike.baidu.com/view/5115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62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51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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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熊猫 

 

 

39.下面标志      是中国银行的标

志： 

A.          B.   

C.        D.   

答案：A 

 

40.中国有 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下面

不是自治区的是      。 

A. 广西   B.内蒙古 

C. 宁夏   D.云南 

答案：D 

 

41．青海湖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

也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        即

是因其而命名的。 

A. 湖北省        B. 青海省 

C. 湖南省        D. 河北省 

答案：B 

 

42．《西游记》中的火焰山是指今天

的        。 

A.柴达木盆地   B. 塔里木盆地 

C.四川盆地      D. 吐鲁番盆地 

答案：D 

 

43. 2012 年伦敦奥运会男子 400 米自

由泳决赛中，中国选手       以 3分

40秒 14的成绩夺取金牌，这是中国男

子游泳队的首枚奥运金牌。 

A. 林丹        B. 孙杨 

C. 刘翔        D. 叶诗文 

答案：B 

 

 

44．______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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青海    B. 西藏 

C. 新疆       D. 河南 

答案：C 

 

45. 中国地形多种多样，各类地形占

全国陆地面积最大的是_______。 

A.山区        B.沙漠                 

C.盆地        D.平原 

答案：A 

 

46.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第 30届伦敦奥

运会上打破 6 项世界纪录和 6 项奥运

会纪录，并以 38金 27银 22铜的成绩

名列金牌、奖牌榜第      名。 

A. 一     B.二    C. 三    D.四 

答案：B 

  

47．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人口大国，

截至目前，全国总人口约     亿，共

有    个民族。 

A.  12    56  B.  14     55 

C.  13    46  D.  13     56  

答案：D 

 

48．上海浦东新区因位于        之

东，而得名。 

A.  长江  B. 黄浦江 

C.  钱塘江  D. 苏州河 

答案：B 

  

49．柴达木盆地，位于青海省西北部，

不仅是盐的世界，而且还有丰富的石

http://baike.baidu.com/view/13269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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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煤，以及多种金属矿藏，所以有

“      ”的美称。 

A. 中国粮仓 

B. 天府之国 

C. 鱼米之乡 

D. 聚宝盆 

答案：D 
 

 

50．19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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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中国于 1988年设立国家汉语水平

考试，简称      。这项考试是为测

试母语为非汉语者的汉语水平而设立

的中国国家级标准化考试。 

A.  SHK  B.  HSK 

C.  KHS  D.  HKS 

答案：B 

 

 

52.      是中国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是全国 60％以上人口的主食。 

A. 小麦      B. 玉米 

C. 水稻      D. 高粱 

答案：C 

 

53．2013 年，华人电影导演      在

第 85 届 奥 斯 卡 颁 奖 典 礼 上 ，            

继《断背山》之后，再次凭借电影《少

年派的奇幻漂流》一举夺得最佳导演

奖。 

A. 张艺谋       B. 冯小刚 

C. 李安         D. 王家卫 

答案：C 

 

 

54．第 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

2008年 8月 8日在中国      开幕。

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奥运会，此次奥运

会的口号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

想”。 

A．上海      B. 深圳 

C．北京      D. 天津 

答案：C  

 

55．新中国最早的股票交易所是在

1990 年成立的，现在中国大陆分别在

上海和_______有两个股票交易所。 

A.  天津    B.  深圳 

C.  北京    D.  武汉 

答案： B 

 

 

 

 

 

 

 

 

56．中国少数民族众多，其中   是现

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

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 

A.  壮族  B.  傣族 

C.  藏族  D.  回族 

答案：A 

 

57．在中国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

出版机构是     。 

A. 新华书店      B. 中华书局 

C. 商务印书馆    D. 人民出版社   

答案： C 

 

http://baike.baidu.com/view/502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5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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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改革开放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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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中国气候的特点是      ，属于

大陆性季风气候。 

A. 北暖南寒   B. 南暖北寒 

C. 东暖西寒   D. 西暖冬寒   

答案：B 

 

6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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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中国北京市的电话区号是 

________。 

A.010         B 020.                

C.001         D.002 

答案：A 

 

62．中国距离最长、口径最大的输气

管道“西气东输”工程是把      的

天然气输送到豫皖江浙沪地区。 

A. 陕西 B. 新疆 C. 青海 D. 甘肃 

答案：B 

 

63．       是中国的影坛巨星、国际

功夫电影巨星，深受国际影迷的喜爱。

其代表作主要有《少林寺》、《黄飞鸿》

等。 

A.李小龙       B.成龙 

C.李连杰       D.甄子丹 

答案：C 

 

 

 

 

 

 

64.2011年是        的百年诞辰，它

位于皇家园林清华园，其前身是清华

学堂。被公认为中国最杰出的大学，

也是亚洲和世界最重要的大学之一。 

A. 清华大学  B. 北京大学 

C. 南开大学  D. 北京师范大学 

 

答案：A 

 

三、判断题    

65．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

其宗旨是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语言和

文化的了解，发展中国与外国的友好

关系，促进世界多元文化发展。答案：

正确  

 

66．自 2012年 1月 1日起，中国所有

旅客列车统一实行车票实名制，乘客

购买动车车票要凭身份证等有效证

件，且须将所购实名制车票与相应身

份证件一同出示方能进站乘车。 

答案：正确。 

 

67．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简称安理

会）是联合国的６大主要机构之一。

它是唯一有权采取强制行动的联合

国机构。中国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

事国之一。 

答案：正确。 

 

68．根据最新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

主要数据显示：中国户籍人口最多的

省份是河北省。 

答案：错误。户籍人口最多的省份是

河南省。 

 

6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是 1935年

由聂耳谱曲的《义勇军进行曲》。 

答案：正确。 

http://baike.baidu.com/view/324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0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42036.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015.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70.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067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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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第一位担任世界卫生组织（WHO）

主席的中国人是陈冯富珍女士。 

答案：正确 

 

71． 1949年 9月 27日，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即

日起北平改名北京。 

答案：正确。 

 

72．从 1983年起，中国中央电视台在

每年农历除夕晚上都为庆祝农历新年

而举办综艺性文艺晚会，简称春晚。

每年农历大年三十晚上，都有数亿观

众守在电视机前，迎接新年的到来。 

答案：正确。 

 

73．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设立孔子

学院奖学金，资助外国学生、学者和

汉语教师到中国有关高等学校攻读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学位，或学习汉

语言文学、中国历史、中国哲学专业。 

答案：正确。 

 

74．珠穆朗玛峰海拔 8844.43 米，是

中国，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山峰。它位

于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国境线上。 

答案:正确。 

 

 

75. 2011年 7月 13日，中国央行前副

行长朱民正式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副总裁职位，他成为史上首位进

入该组织高级管理层的中国人。 

答案：正确 

 
 

76．海关总署 1月 10日发布数据：2012

年香港取代了日本，成为内地的第四

大贸易伙伴。2012 年，欧盟继续保持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美国为中

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

和第五大进口来源地。 

答案：正确。 

  

77. 2012年 7月 4日，三峡工程最后

一台 70 万千瓦巨型机组正式交付投

产。至此，总装机容量达到 2250万千

瓦的三峡电站全部投产，成为世界装

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答案 ：正确。 

 

78．中国的行政区域，基本分为省（自

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县（自

治县、市）、乡（镇）三级。 

答案.：正确。 

 

79．2011年 4月 28日，国家统计局发

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

中国总人口为 15亿人。与第五次人口

普查相比，10年增加了 7390万人。 

 

答案：错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

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中国总人

口为 13.39亿人。 

 

四、连线题   

 

80．请将下列省会与其所在省份连接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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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                山西 

兰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甘肃 

太原                湖北 

 

答案： 

南京                山西 

兰州                四川 

成都                江苏 

武汉                甘肃 

太原                湖北 

 

81．中国古代将五大名山称为五岳，

请将下列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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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将下列历史名人与所在朝代连接

起来。 

屈原              明朝 

曹操              战国时期 

李白              三国时期 

李时珍            唐朝 

 

答案： 

屈原                明朝 

曹操                战国时期 

李白                三国时期 

李时珍              唐朝 

 

83．将下面的“中国之最”与相应的

城市连接起来。 

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拉萨 

中国最大的城市       上海 

雾日最多的城市       吐鲁番  

海拔最高的城市      乌鲁木齐 

温度最高的城市       重庆 

 

答案： 

距离海洋最远的城市      拉萨 

中国最大的城市       上海 

雾日最多的城市       吐鲁番  

海拔最高的城市      乌鲁木齐 

温度最高的城市       重庆 

 

五、列举题    

84．中国已建立自然保护区一千多处，

其中有 14 处被列为世界级自然保护

区。请列举出其中三个保护区的名称。 

答案： 

1 长白山自然保护区 

2 卧龙自然保护区 

3 鼎湖山自然保护区 

4 梵净山自然保护区 

5 武夷山自然保护区 

6 锡林郭勒草原自然保护区 

7 神农架自然保护区 

8 博格达峰自然保护区 

9 盐城自然保护区 

10 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11 天目山自然保护区 

12 茂兰自然保护区 

13 九寨沟自然保护区  

14 丰林自然保护区 

 

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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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请列举中国三大国有石油公司。 

答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

司。 

 

87. 网络购物现在在中国很受欢迎，

请你列举出 3 个你所知道的中国购物

网站的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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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答案（供参考）：淘宝网、当当网、

京东商城、卓越亚马逊、凡客诚品、

易趣网、拍拍网、麦考林等。 

 

88．中国有 56个民族，请列举其中的

5个。 

答案（供参考）：汉族、.回族、藏族、

维吾尔族、苗族、彝族、壮族、朝鲜

族、满族、侗族、瑶族、.白族、 土

家族、哈尼族、 哈萨克族、傣族、黎

族、僳僳族、佤族、高山族、拉祜族、

水族 、东乡族、纳西族、景颇族 、

柯尔克孜族、土族、达斡尔族、仫佬

族等。 

 

89．请列举出中国省、直辖市、自治

区的简称。（至少五个）  

答案：自治区：  

西藏自治区 简称西藏、藏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疆  

广西壮族自治区 桂  

宁夏回族自治区 宁夏、宁  

内蒙古自治区 内蒙古、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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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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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海省（青）  

台湾省（台）  

特别行政区：  

香港特别行政区 港  

澳门特别行政区 澳  

直辖市：  

北京 京 、上海 沪  

天津 津 、重庆 渝 

  

90．请列举 5 个你所知道的中国的姓

氏。 

答案（供参考） ：赵、钱、孙、李、

周、吴、郑、王、冯、陈、褚、卫 、

蒋、沈、韩、杨、 朱、秦、尤、许、

何、吕、施、张等。 

 

91．请列举你所知道的中国报纸的名

称。（至少四个） 

答案（供参考）：《光明日报》、《解

放军报》、《经济日报》、《科技日

报》、《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

（海外版）、《人民政协报》、《中

国青年报》、《环球时报》、《计算

机世界》、《作家文摘》、《湖南日

报》、《健康报》、《潇湘晨报》、

《长沙晚报》、《网络世界》、《金

融时报》、《经济参考报》等。 

 

92．中国地域辽阔，请列举你所知道

的四大高原名称。 

答案（供参考）：中国的四大高原是青

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和云

贵高原。 

 

六、影音题 

93．【播放短片】请问下面短片中的学

生参加的是什么比赛？ 

答案：“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 

 

94．【播放短片】请问这个短片中的每

组人物是什么关系？（播放“汉语桥”

宣传片《因为有你》） 

答案：师生关系 

 

95．【播放短片】下面的纪录片为中国

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美食类纪录片，主

要内容为中国各地美食生态。2012 年

5月在央视首播后，在网络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请说出它的名字。 

答案：《舌尖上的中国》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79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9577.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84179.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874555.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