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青海省中考真题政治
一、精挑细选（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2014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调研考察时提出“四个全面”
。在“四个全面”中，居
于战略目标地位的是
A.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B.全面深化改革
C.全面依法治国
D.全面从严治党
解析：此题考查时事政治，难度较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
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其中，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阶段性 战略目标，是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战略
统领。故选 A。
答案：A
2.2014 年 10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我国的宪法日是
A.12 月 8 日
B.12 月 30 日
C.12 月 4 日
D.3 月 5 日
解析：此题考查时事政治，难度较易。12 月 4 日，是中国的“宪 法日”
。之所以确定这一
天为“宪法日”
，是因为中国现行的宪法，在 1982 年 12 月 4 日正式实施。宪法是国家的
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所以将宪 法实施日定为“宪法日”，意义十分重大。故选
C
答案：C
3.在自然灾害、事故灾害救援时，党和政府争分夺秒、不惜一切代价抢救生命。这是因为
A.人生的价值在于战胜挫折
B.各种生命共生共存、息息相关
C.生命是顽强的，人的生命最具有智慧
D.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价值，要尊重生命、关爱生命
解析：此题考查珍爱生命，难度适中。生命健康权是公民最基本、 最重要的权利，是公民
享受其他权利的基础。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不管何时我们 都要珍惜、尊重生命，故选 D。
答案：D
4.“不磕不碰，骨头不硬。”
“江河不曲水不流。
”从这两句话中我们受到的启示是
A.挫折只会阻碍人们前进的步伐
B.经历挫折必然获得成功
C.挫折能使人们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和智慧
D.经历挫折必然会失败
解析：此题考查正确面对挫折，难度较易。人生难免有挫折，挫折 与人生相伴，难以避免。
正确面对挫折有利于人们磨练意志，增长才干和智慧。 ABD 表述错误，故选 C。
答案：C

5.李某出于好玩的心理，在网络上发布了某日某时将于某地发生 9 级地震的消息，迅速被其
他网友广为转发，引起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李某因此受到了法律的追究。下列行为属于正
确使用网络的是
①在网络上求助
②通过网络订购机票
③在网络上发布不健康的图片
④在学校网站上参与“校园之星”投票活动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此题考查正确使用网络，难度较易。网络是把双刃剑，有利 有弊，我们要合理使用。
在“网络上发布不健康的图片”是错误的行为，应排除， 故选 A。
答案：A
6.为了培养学生的诚信意识，某校考虑在考试时设立“诚信考场”
（即考试不安排老师监考，
考场纪律全靠考生自觉遵守）
。对此，同学们有人赞成，有人反对。你的正确看法是
A.反对，因为所有同学都会作弊
B.反对，因为讲诚信做不了轰轰烈烈的大事
C.赞成，因为诚信是人们的一种有形资产
D.赞成，因为诚信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
解析：此题考查诚信建设，难度适中。就个人而言，诚信是高尚的 人格力量，是立身之本，
是为人处事的基本原则。AB 观点错误，C 观点正确。就 企业而言，诚信是宝贵的无形资产，
D 观点与题意不符，故选 C。
答案：D
7.“早吃牛肉面，晚品哈密瓜，无须入云天，兰新一日还。
”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人民
的高铁梦圆了。兰新高铁的通车
①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②彻底解决了西部地区人们出行难问题
③有利于推进西部大开发
④有利于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此题为时事政治，难度较易。此题采用排除法，②说法过 于夸大，①③④表述正确，
故选 B。
答案：B
8.“一方水土，一方文化。
”生活在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人，会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待文化
差异，正确的态度是
A.羡慕发达国家的文化

B.否定落后地区的文化
C.排斥一切外来文化
D.既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又要尊重其他民族的文化，平等交流，互相学习
解析：此题考查正确对待中外文化，难度适中。越是走向经济全 球化，越是要重视全球各
个成员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包括尊重文化多样性。 对于文化传统多样性，我们要做到
“和而不同”，D 观点正确。ABC 表述错误，故选 D。
答案：D
9.维护国家尊严是公民肩负的重任。下列符合这一观点的名言警句是
A.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B.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C.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D.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解析：此题考查公民的义务，难度适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意思是天下大事的兴盛、
灭亡，每一个人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公民有维护祖国 安全、荣誉和利益的基本义务，B 符
合题意，故选 B。
答案：B
10.下列说法与“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群众的幸福线”这一宣传标语相符合的是
A.坚持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B.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C.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又好又快发展
D.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保障社会公平正义
解析：此题考查党的基本路线，难度较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 出：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
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D 符合题意，故选 D。
答案：D
二、简要回答（共 8 分）
11.材料一：2014 年 10 月 12 日，我国发布了 10 个“全国孝老爱亲最美家庭”的先进事迹。
他们的故事为人们践行、传承孝老爱亲美德树立了榜样。
材料二：漫画

(1)为什么我们要敬老爱老、奉行孝道？（2 分）

(2)针对漫画中同学的说法，你有什么看法？（2 分）
解析：
(1)此题考查孝敬父母。回答时围绕孝亲敬长是传统美德、是法定义务等 知识点。
(2)此题考查对孝敬的正确认识。漫画中的说法是片面的，应从物质和精 神等方面简述。
答案：(1)长辈为家庭做出贡献，为我们付出了很多，理应受到子女的孝敬。孝老爱亲是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不孝敬长辈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成年子女如果不履行赡养父母的义务，
还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2)孝敬父母主要表现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努力学习是孝敬的一种形式，但帮父母做一
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为父母分忧也是孝敬的表现。
12.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生态是青海最宝贵的资源、最明显的优势、最亮丽的名片，也是后发赶超的最大潜力。
省委十二届七次会议吹响了“努力走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的号角，在省委省政府带领下，
我省将努力在生态文明建设上迈出更大、更坚实的步伐，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使青海的天
更蓝、水更清、地更绿，为建设美丽中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为建设“天更蓝、水更清、地更绿”的美丽青海，我们青少年应该做些什么？（4 分）
解析：材料分析题，此题考查环保意识，难度较大。从题中可知，该题考点围 绕生态文明
建设，相关知识有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可持续发展战略 以及树立环保意识等
知识点，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认真学习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理念；树立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熙然的生态文明理念。（符合题意即可）
三、观点辨析（共 8 分）
13.材料：某校在“五四”青年节前夕举行了“优秀青年事迹报告会”。小张和小王在听报告
会期间一直在嗑瓜子、聊天，班干部提醒他们的时候，他俩却说：
“这是我的权利，你管不
着。
”
请你对小张和小王的言行进行辨析。
解析：此题考查权利与义务的相关知识。回答此题首先要辨明观点，然后 从如何正确行使
权利、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最后归纳到小张和小王在 听报告期间嗑瓜子、聊天，
虽然还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势必影响到他人听报 告的权利，也是不履行道德义务的行
为。
答案：(1)小张和小王的说法是错误的。
(2)我国公民享有广泛的权利，公民行使权利时要尊重他人的权利；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
的、集体的利益；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权利；要以合法的方式行使。
(3)在我国，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具有一致性。我们每个公民既是享受权利的主体，又是履行
义务的主体。自觉履行义务，包括法定义务和道德义务，每个人责无旁贷。
(4)小张和小王在听报告期间嗑瓜子、聊天。虽然还不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但势必影响到他
人听报告的权利，也是不履行道德义务的行为。因此，他们的说法是错误的。
四、学以致用（共 11 分）
14.材料：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向要正确，政治保证要坚强。
党纪国法不能成为“橡皮泥”
、
“稻草人”
，违法违纪都要受到追究。

根据材料，回答问题。
(1)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什么？（4 分）
(2)“违法违纪都要受到追究”体现了依法治国中的哪项基本要求？请结合教材知识谈谈对
这项基本要求的理解和认识（4 分）
(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需要我们青少年如何做？（3 分）
解析：此题考查依法治国相关知识，难度较大。
(1)紧扣课本知识点回答即可。
(2)问答题关键是违法必究。然后结合课本知识点回答即可。
(3)此题考查青少年依法治国意识，围绕增强法律意识，培养能力，善用 法律等方面作答。
答案：(1)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2)①违法必究。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享有法律
规定以外的特权；所有公民，不论是国家公职人员，还是普通群众，只要违反法律，就用依
法受到应有的处罚；违法必究是依法治国的有力保障。
(3)要认真学习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掌握法律武器，养成依
法办事的观念和习惯；同违反法律和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为作斗争。
五、材料分析（13 分）
15.材料一：李克强总理在两会回顾 2014 年工作时指出，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国内经济
下行压力加大、自然灾害频发、多重矛盾交织的复杂形势，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从容面对挑战，奋力攻坚克难，圆满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
期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
材料二：我国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
关键，必须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保持合理的经济增长速度。
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过去一年，我国在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形势下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成就，其根本原因
和主要原因分别是什么？（4 分）
(2)为什么说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3 分）
解析：此题考查基本国情，综合分析题，难度较大。
(1)根本原因在于社会制度 ，即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原因往往是多方 面的，围绕党的正确领导、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改革开放、等方面作答。
(2)此题考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原因。课本基础知识，紧扣相关知识点回答即
可。
答案：(1)根本原因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原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不动摇；坚持改革开放；全国人民团结互助、发扬艰苦奋斗精神等。
(2)现阶段，我国生产力总体水平还比较低，地区发展不平衡；科学技术水平和民族文化素
质还不够高；社会主义具体制度还不够完善，体制还不够健全，所以，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
16.材料一：在第八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上，李克强总理的致辞贯穿始终的主题是“改
革创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 2015 年经济工作的总体要求，对经济发展新常态
做出了系统性阐述。

材料二：2015 年 1 月 19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会议指出，创新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动力，推动万众创新，关键是深化改革，核心是人才建设，重点是创新要
实。
请问:
(1)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1 分）
(2)我国取得的成就得益于我国正在实施的哪一战略？（1 分）
(3)如何培养青少年的科技创新意识和能力？（2 分）
(4)青少年怎样珍惜学习机会，自觉履行受教育的义务？（2 分）
解析： (1)此题考查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含义，需牢记相关知识。
(2)此题考点是科教兴国，结合材料回答即可。
(3)此题为开放性答案，围绕增强意识、提高能力、善于动手动脑、培养好 奇心等方面作答
即可。
(4)此题考查受教育相关知识。开放性答案，紧扣课本知识点回答即可。
答案：(1)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2)科教兴国战略（或人才强国战略）
。
(3)树立创新意识；积极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善于观察和思考；多动脑、勤动手；敢于打破
常规、敢为人先、敢于质疑、敢于向权威挑战；具有创新的兴趣和好奇心。
(4)珍惜受教育的权利，自觉履行受教育的义务；注意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提高学习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