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金华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单项选择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15 分）
1.（1.5 分）2017 年 11 月，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两颗______全球组网卫星。
（ ）
A.长征二号
B.长征三号
C.北斗二号
D.北斗三号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事政治，具体涉及到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2017 年 11 月 5 日，我
国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两颗北斗三号全球组网卫星。截至目前，所有的北斗卫星均从
这里飞向太空，成功率达到 100%.这是航天人集体智慧的结晶，他们肩负着国家使命，统一
目标，统一行动，向党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因此选项 D 正确。
答案：D
2.（1.5 分）2018 年 4 月，在海南举行了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的
（ ）
A.博鳌亚洲论坛
B.上海合作组织会议
C.世界经济论坛
D.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事政治，主要涉及到博鳌亚洲论坛。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 4 月
8 日至 11 日在海南博鳌举行。亚洲乃至全世界将共同度过一年一度的“博鳌时间”。本届年
会的主题定为“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议题分为全球化“一带一路”、开放的亚
洲、创新、改革再出发等四个板块。因此选项 A 正确。
答案：A
3.（1.5 分）如图所示的漫画，给我们青少年的警示有（ ）

①明辨是非，自觉守法
②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③加强立法，严格执法
④拒绝诱惑，防微杜渐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明辨是非。漫画中的人物从一些不良行为逐渐走向了违法犯罪，这说明
了一般违法和犯罪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警示我们要自觉抵制生活中的不良诱惑，明

辨是非，防微杜渐。因此选项①②④正确；选项③不属于我们青少年的范畴，排除。
答案：B
4.（1.5 分）近日，浙江、湖北等地出台新措施让借钱不还的“老赖”现形。这有利于维护
公民的（ ）
A.人格尊严权
B.人身自由权
C.财产所有权
D.智力成果权
解析：本题考查法律保护公民财产所有权。题干中“让借钱不还的‘老赖’现形”的做法是
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所有权的表现，说明我国法律保护公民合法的财产所有权。C 符合题意。
答案：C
5.（1.5 分）2017 年 12 月，教育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方
案》
。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 ）
A.社会保护
B.司法保护
C.家庭保护
D.学校保护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社会保护。材料中教育部等十一个部门联合印发《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
合治理方案》
。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所以 A 符合题意。
答案：A
（3 分）实行宪法宣誓制度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举措，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
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确定了该制度。据此回答下列各题。
6.这次宪法修正案的通过体现了（ ）
A.共产党是领导立法的国家机关
B.全国人大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C.我国力求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
D.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比普通法严格
解析：本题考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主要职权有：最高立法权，
最高监督权，最高决定权，最高任免权。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这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具
有最高立法权。因此选项 B 正确；选项 A 错误，共产党不是国家机关；选项 C、D 观点正确
但不符题意。
答案：B
7.2018 年当选的新一届国家机构领导人向宪法庄严宣暂，这是宪法宣誓制度实行以来，国
家领导人首次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宪法宣誓。这表明（ ）
①一切法律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②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
③国家权力必须限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
④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宪法知识点。设立宪法宣誓制度因为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宪法是一切组
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这彰显了中共中央维护宪法权威，
坚持依法治国的坚定意志和决心，预示着国家权力必须限定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表明公民
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②③④符合题意；①描述正确，但与题意不符。
答案：D
8.（1.5 分）全国文明城市是反映中国大陆城市整体文明水平的最高荣誉称号。2017 年 11
月，丽水市以全省第一的分数人选第五届全国文明城市。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有利于（ ）
①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②保障公民的荣誉权
③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④扩大公民政治权利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等。全国文明城市的创建，既包括
生态文明建设，也包括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进经济与社会
的协调发展。①③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②与题干无关，排除；④说法错误，我国公民的政
治权利已经很广泛、很真实，不能扩大政治权利。
答案：B
9.（1.5 分）2018 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经济社会发展任务十分繁重。
推动国有资本做强做优做大；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
手，这“两个毫不动摇”是指（ ）
A.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B.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C.坚持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积极发挥非公有制经济的主导作用
D.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5 日至 20 日在
北京召开。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支持民营企业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必
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让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尽显身手。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A、B 不合题意，C 说法错
误，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发挥主导作用。
答案：D
10.（1.5 分）
“手机刷一刷，就能领到一卷垃扱袋，扫一扫袋上的专属二维码，就能实现垃
圾投放源头追湖，让村民相互监督垃圾分类情况，助推农村环境变美，美丽经济崛起。”这
是金华市金东区向全国推广的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经验。这启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要（ ）
A.教育优先，科教兴国
B.勤俭自强，勇担责任

C.依靠科技，共治共享
D.道德自律，开放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生态文明建设。金华市金东区向全国推广的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经验，
说明建设生态文明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节能减排要依靠科技进步，企业的发展要坚持走可
持续发展道路，C 是正确的选项；A 选项教育优先、B 选项勤俭自强、D 选项开放发展，材料
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C
二、非选择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1.（10 分）社会生活离不开规则，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一则新闻】
从事微商的女子郑某为吸引他人眼球，未经核实将一条“某饭店有人被刺死”的假新闻转发
到了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引发大量阅读和转发。郑某因散布谣言、扰乱社会秩序，被公安机
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处以行政拘留 3 日。
(1)郑某的行为属于什么性质的违法行为？结合材料简要说明理由。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行为分析。材料中郑某制造网络谣言，扰乱社会秩序，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
法，受到行政处罚，说明了其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据此作答。
答案：一般违法行为，郑某在朋友圈散布谣言，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同犯罪相比社会危
害性较小；被行政拘留 3 日，属于一般违法行为。
【一组漫画】
《斑马线之“变”
》

(2)斑马线之“变”凸显了对公民哪一人身权利的尊重？从心理健康和道德角度分析这一“变”
向社会传递了哪些正能量？（3 分）
解析：斑马线车让人的改变，有利于保护行人的生命健康权，第一问答出即可；第二问考查
正能量，心理健康角度可从尊重他人生命方面考虑作答，道德角度可从换位思考、与人为善
方面组织答案。
答案：生命健康权。心理健康：肯定他人的价值，尊重他人的生命；道德：学会换位思考、
与人为善。
【一个故事】
小金和小丽同学既是班里实力相当的竞争对手，又是情同手足的学习伙伴。小金经常耐心帮
助小丽解答数学难题，小丽也常把自己学习美语的好方法与小金分享。嘿！她们每次考试成
绩均名列前茅，彼此都为对方的进步感到高兴。
(3)小金和小丽的故事，启示我们应如何正确对待学习和生活中的“竞争对手”？（3 分）
解析：本题考查竞争与合作。材料中小金和小丽在学习中既公平竞争，又善于合作，所以可

从树立公平竞争意识、在竞争中合作、合作中竞争等方面考虑作答。
答案：培养健康的竞争意识；学会在合作中竞争；学会在竞争中合作。
12.（10 分）关注社会生活，建设美丽家乡。某中学九年级同学开展以“奋力实现乡村振兴”
为主题的社会调查。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不忘初心】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新发展理念，G 市抓住机遇，掀起乡村建设的热
潮。如图是 A 组同学在图书馆搜集的 2013-2017 年 G 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情况。

【砥砺奋进】
B 组同学到 G 市农村开展实地调查，记录了所见所闻。

(1)根据材料一，分析 G 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因。
（4 分）
解析：本题考查 G 市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原因。从图表数据中可以看出，G 市城乡
发展不平衡，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缩小城乡差距也是党的性质和宗旨所
决定的。据此作答。
答案：G 市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农村落后于城市；党和政府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
G 市贯彻十九大精神，大力推进乡村建设。
(2)根据 B 组同学的所见所闻，分别指出甲村、乙村和丙村的主要美或丑。（3 分）
解析：分析图片内容可以看出，甲村文化建设有显著成效，体现了乡村精神文明之美；乙村
生态环境良好，体现了生态文明之美；丙村破坏环境、制假等违法行为，说明了该村法治观
念淡薄。
答案：甲村：美在乡风文明；乙村：美在生态宜居；丙村：丑在法治意识淡薄。
(3)综合上述调查所获得的信息，请你为 G 市实现乡村振兴提三条可行性建议。
（3 分）
解析：结合材料问题，可从坚持党的领导、科教兴国战略、生态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
加强法制宣传等方面组织答。

答案：加强党的领导；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育良好社
会风尚；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乡村绿色发展之路；根据乡情，
因地制宜发展生产；加强法治建设，增强法制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