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 年《现代咨询方法与实务》真题
一、阅读理解

1.某大型国有炼油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独特的生产技术和雄厚

的技术人才实力。生产多种石油化工产品。其中润滑油产品独具特

色，培育了一批稳定的客户群体，产品质量一直受到好评，产品在当

地有一定的影响。但是该企业作为生产型国有老企业，在传统体制影

响下，产品的销售渠道比较单一，专门负责市场销售的人员不足，销

售人员没有真正面向市场，难以适应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

企业目标市场润滑油需求量均为每年一万吨，主要有 A、B 两种润滑油

产品，两种产品所处产品生命周期的位置见图 1-1。而竞争对手的这两

种润滑油销量占市场份额的 70%以上。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除体制外，

还有：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高。没有想其他企业一样进行全方位，大

规模的广告宣传。产品代销点设置也明显不足，单一规格的产品包装

不能满足中小用户对适量油品购买的需求等。

问题：

本题知识点：历年真题,

1）运用 SWOT 分析法，分析该企业在目标市场中的优势、劣势、机会

和威胁。

【正确答案】该企业的优势是：研发能力强，独特的生产技术和雄厚

的技术人才实力。

劣势是：专门负责市场销售的人员不足，没有真正面向市场。企业产

品成本高，没有进行广告宣传，代销点设置不足。

机会是：润滑油产品具有特色，有稳定的客户群体，产品质量深受好



评，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

威胁是：该企业是国有老企业，在传统体制下，销售渠道单一；竞争

对手销量所占市场份额 70%以上；产品包装不能满足中小用户的需求。

2）若该企业在 SWOT 分析图中所处位置如图 1-2 所示，说明企业针对

目标应采取的战略选择和实施措施。

【正确答案】根据 SWOT 分析图，企业应当采取扭转性战略。在有外部

有利机会的情况下，改变企业内部不利条件。企业需要对市场的份额

进行分析，对其中市场份额较低的地区，增加代销点数量；统筹管

理，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增加不同的包装规格，满足不同用户群的需

求；对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定位，利用广告进行宣传，打破传统的推销

方式。

3）根据图 1-1，判断 A、B 两种润滑油产品各处于生命周期的哪个阶

段，请拟定相应的产品战略。

【正确答案】A产品处于生命周期中的成长期，行业处于生命周期中的

成长期，产品有发展潜力，企业有竞争实力。所以产品策略是追加投

资，进一步扩大业务。

B产品处于生命周期的成熟期，企业生产规模较大，有大量稳定的现金

收益。企业应当采取的产品策略是维持其稳定生产，不再追加投资，

以便能尽快收回投资，获得利润。

2.

某企业具有相对固定的业务区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市场环境变

化，该企业拟调整业务区域内的市场竞争策略，为此，企业委托咨询

公司进行分析研究。

（1）企业收入主要源于 A 业务，B业务和 C业务，各类业务收入情况

见表 2-1。

（2）2016 年业务区域内 A、B、C业务市场需求及主要竞争对手的经营

数据见表 2-2。



（3）咨询公司分析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形势、市场环境和竞争

态势，认为：未来该企业 A 业务增长率将会降低，B业务和 C业务市场

需求将会有所增长，且企业市场竞争难度加大。

问题：

本题知识点：历年真题,

1）根据表 2-1 说明该企业近五年经营状况。

【正确答案】五年来，企业的业务数量和业务收入整体为增长趋势。

其中 A业务的收入却为连续下降趋势，总体下降比例约为 23.4%；B 业

务和 C业务收入稳步增长，各自的增长率约为 64.4%和 75.9%。2）根

据表 2-2 计算该企业三种业务相对市场份额并画出波士顿矩阵图。

【正确答案】2016 年，A产品的相对市场份额为 2664/5200=0.51；B

产品的相对市场份额为 2960/3500=0.85；C 产品的相对市场份额为

1776/1200=1.48。根据三种产品的需求增长率，可得波士顿矩阵为：



3）根据问题 2中画出的波士顿矩阵图，该企业对 A业务和 C业务应分

别采取什么策略？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A业务属于瘦狗业务，应当使用撤退战略，稳定战略。如

果业务能够经营并维持，则应缩小经营范围；如果企业亏损严重难以

为继，则应采取措施，进行业务整合或者退出业务。

C业务属于明星业务，应当采用发展策略，产品或服务既有发展潜力，

企业又具有竞争力，是高速增长市场中的领先者，宜继续追加投资，

扩大业务。

3.

甲家电生产企业委托乙咨询公司对本企业生产的某品牌家电产品在 A

地区的消费需求进行预测。并制定产品业务发展战略。2009-2016 年该

品牌家电产品在 A 地区的销售价格与销售数据如表 3-1 所示。

乙咨询公司拟采用德尔菲法分析预测家电行业未来长期发展趋势，为

甲企业制定家电产品业务发展战略提供数据。具体做法是：（1）邀请

15 名技术专家召开一次座谈会；（2）在座谈会上，由专家填写个人意

见；（3）整理汇总个人意见形成会议纪要及结论。

问题：

本题知识点：历年真题,

1）计算该品牌家电产品 2015 年，2016 年的价格弹性系数。

【正确答案】2015 年价格弹性指数计算：

[（40.9-39.8）/39.8]/[（1750-1780）/1780]=-1.64

2016 年价格弹性指数计算：

[（42.6-40.9）/40.9]/[（1700-1750）/1750]=-1.45



2）如果甲企业决定在 2017 年将该品牌家电产品价格降至 1650 元/

台，基于表 3-1 给出的 2009 年以来的数据，用价格弹性系数法预测

2017 年 A 地区该品牌家电产品的销量。

【正确答案】从表中可以看出，2009-2016 年该地区加点产品的价格弹

性在-1.36—-1.88 之间，取 2009-2016 年价格弹性系数的平均值-1.60

作为 2017 年的价格弹性，即价格每降低 10%，销量增长 16.0%。

计算 2017 年该品牌家电产品销量增长率，如果 2017 年价格降低到

1650 元/台，较 2016 年价格降低了 2.94%，那么该家电产品的销量增

长率为：

价格下降率×价格弹性系数=2.94%×1.60=4.7%

计算 2017 年该家电销量：

2017 年家电销量=2016 年该家电销量×2017 年该家电需求增长率=42.6

×（1+4.7%）=44.60（万台）

3）说明价格弹性系数的正负反映了指标间怎样的变动关系。

【正确答案】价格弹性为负数，这反映了价格的变动方向与需求量变

动方向相反。价格上升，需求量就会下降；价格下降，需求量就会上

升。

4）指出乙咨询公司在德尔菲法具体做法上的不妥之处，并给出正确做

法。

（要去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保留 2位小数。）

【正确答案】（1）不妥之处一：邀请 15 名技术专家。

正确做法：专家组构成包括技术专家、宏观经济专家、企业管理者

等。一般而言，选择专家的数量为 20 人左右，可依据预测问题的规模

和重要程度进行调整。

（2）不妥之处二：由专家填写个人意见。

正确做法：德尔菲法中应当设计调查表，让专家对较为集中的预测事

件评价、判断，提出进一步的意见，经预测工作组整理统计后，形成

初步预测意见。如有必要可再依据第二轮的预测结果制定调查表，进

行第三轮预测。

（3）不妥之处三：整理汇总个人意见形成会议纪要。

正确做法：整理意见后，将调查结果汇总，进行进一步的统计分析和

数据处理。可计算专家估计值的平均值、中位数、众数以及平均主观

概率等指标。

4.



某市拟对一条高速公路进行拓宽改造，委托一家咨询公司进行项目的

可行性研究工作。咨询公司设计了 A、B、C共 3个方案，各方案建设

期均为 2 年，运营期均为 18 年。

通过市场调研，预测 A 方案的增量经济费用效益相关数据见下表。

与 A 方案相比，B 方案建设期每年投资可减少 2000 万元，但运营期每

年需增加外部费用 500 万元；C 方案建设期每年投资需增加 1500 万

元，但每年可节省运营费用 400 万元，B、C方案其他增量经济费用效

益数据与 A方案相同。

甲咨询工程师认为，由于该项目长达 20 年，在进行经济费用效益分析

时，应该考虑通过膨胀因素。乙咨询工程师认为，该项目的增量效益

还应该包括当地 GDP 的增长。丙咨询工程师认为，对该项目的经济费

用效益分析还应该进行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

问题：

本题知识点：历年真题,

1）判断甲咨询工程师的观点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甲咨询工程师观点错误，经济费用效益分析不应该考虑

通货膨胀。

2）判断乙咨询工程师的观点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乙咨询工程师观点错误，增量效益应该考虑实际 GDP 而

非名义 GDP。

3）判断丙咨询工程师的观点是否正确，并说明理由。



【正确答案】丙咨询工程师观点错误，盈亏平衡分析和敏感性分析只

能用于财务分析。

4）计算增量经济净现值并推荐最优方案。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保留整数。）

【正确答案】A方案：

ENPV1=-30000(P/F,i,1)-20000（P/F,i,2）

+4180(P/F,i,3)+4890(P/F,i,4）+5600（P/A,i,16）×（P/F,i,4）

+20000（P/F,i,20）=2709.98（万元）

同理，可计算 B、C两个方案的 ENPV。

ENPV3最大，因此应选择 C 方案。

5.

某新建项目建设期 2年，估计建筑工程费及安装工程费为 8000 万元，

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为 6000 万元，工程建设其他费用为 9000 万元，

基本预备费费率为 10%，建设期价格上涨指数（基于工程费用）预计为

5%。项目工程费用和工程建设其他费用均为第一年投入 60%，第二年投

入 40%。

全部建设投资的 30%为自有资金，其余为银行贷款。该项目自有资金和

建设投资借款在各年年内均衡发生，借款年利率为 6%，每年计息一

次，建设期内不支付利息。

问题：

本题知识点：历年真题,

1）计算项目工程费用。

【正确答案】工程费用＝建筑安全工程费+设备及工器具购置费

=8000+6000=14000 万元。

2）计算项目基本预备费和涨价（价差）预备费。

【正确答案】基本预备费＝（工程费用+工程建设其他费）×基本预备

费率



＝（14000+9000）×10%=2300 万元

第一年工程费用投入：14000×60%＝8400 万元

第一年涨价预备费＝8400×[（1+5%）－1]＝420 万元

第二年工程费用投入：14000×40%＝5600 万元

第二年涨价预备费＝5600×[（1+5%）2－1]＝574 万元

涨价预备费＝420＋574=994 万元。

3）若该项目资金筹措采用项目融资方式，则其权益资本的来源通常有

哪些？

【正确答案】权益资本来源：优先股资金成本和普通股资金成本。

4）计算项目建设期利息。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保留 2位小数。）

【正确答案】第一年贷款金额：（8000+6000+9000+2300）×60%×

（1-30%）＋420×（1-30%）＝10920 万元

第一年贷款利息：10920÷2×6%=327.6 万元

第二年贷款金额：（8000+6000+9000+2300）×40%×（1-30%）＋574

×（1-30%）＝7485.8 万元

第二年贷款利息：（10920＋327.6＋7485.8÷2）×6%＝899.43 万元

所以，项目建设期利息：327.6＋899.43＝1227.03 万元。

6.

某建设单位通过招标方式选定某施工单位完成一项混凝土工程，按照

《建设工程合同（示范文本）》以固定单价方式签订施工合同，合同

工期为 8 个月，施工单位混凝土工程报价为 400 元/m3。施工合同约

定：开工前 7 天建设单位按合同总价的 20%支付工程预付款。预付款在

最后 4个月等额扣回。工程进度款每个月结算一次，每次扣留 5%结算

款作为质量保证金。施工计划见表 6-1。

工程于 2016 年 3 月 1 日开工，各项工作的计划工程量与实际工程量在

相应期内均匀发生，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如下时间：



事件 1：B工作按计划施工完成后，监理工程师验收签认了 2.4 万 m
3
的

混凝土工程质量合格文件，对其余 0.8 万 m
3
的混凝土工程认为质量不

合格，要求返工处理。施工单位对不合格的混凝土工程拆除后，重新

施工用时一个月，并获得监理工程师验收确认。

事件 2：施工单位混凝土工程 7～10 月份的实际单价为 420 元/m3。

事件 3：C工作由于开工前设计变更，致使其混凝土工程量增加到 3.6

万 m
3
，工作持续时间增加一个月，并使其紧后工作 E的开始施工时间

推后一个月。

问题：

本题知识点：历年真题,

1）工程签约合同价和工程预付款各是多少？

【正确答案】签约合同价＝（4.5+3.2+3+4.5+3.6+2.4）×400＝8480

万元

工程预付款＝8480×20%＝1696 万元

2）工程开工后，前 4 个月施工单位累积完成的工程款是多少？建设单

位应支付的工程款是多少？

【正确答案】累计完成的工程款=（4.5+2.4+3.6÷4×2）×400＝3480

万元

应支付的工程款=3480×（1－5%）＝3306 万元

3）7月份施工单位完成的工程款是多少？建设单位应支付的工程款是

多少？

【正确答案】7月份完成的工程款：（0.8＋3.6÷4＋4.5÷3）×400＝

1280 万元

应支付的工程款：1280×（1－5%）－1696÷4＝792 万元

4）计算 8月份（当月）施工单位的费用偏差和进度偏差（用金额表

示），并说明当月费用和进度的状态。

（要求列出计算过程，计算结果保留 1位小数）。

【正确答案】8月份实际完成的工程量：3.6÷4＋4.5÷3＋2.4÷3＝

3.2 万 m3

8 月份计划完成的工程量：4.5÷3＋3.6÷2＋2.4÷3＝4.1 万 m3

费用偏差＝已完工作预算费用－已完工作实际费用＝3.2×400－3.2×

420＝﹣64 万元

进度偏差＝已完工作预算费用－计划工作预算费用＝3.2×400－4.1×



400＝﹣360 万元

因为费用偏差为负值，所以费用超支；因为进度偏差为负值，所以进

度延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