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山东省日照市高考第一次模拟政治
一、选择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3 分，满分 36 分）
1.（3 分）2017 年 9 月 21 日，
“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在京沪高铁线按时速 350 公里运行，提
速后票价没有变化。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下图中能准确反映两地间机票均衡价格变化
趋势的是（P 为价格，Q 为数量，D 为需求曲线，S 为供给曲线，E 为均衡价格）
（ ）

A.

B.

C.

D.
解析：提速后的“复兴号”票价没有变化，因此人们对动车的需求增加。动车与民航为互为
替代品，因此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民航需求下降，需求影响价格，故机票价格下降。
A 不符合题意，图示表示供给减少，价格上涨；B 不符合题意，图示表示供给增加，价格下
降；C 符合题意，图示表示需求下降，价格下降；D 不符合题意，图示表示需求增加，价格
上涨。
答案：C
2.（3 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价格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目前，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
价格实现市场调节，中央、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由约 100 项分别缩减为 20 项、45 项。这样做
（ ）
①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激发经济活力
②有利于形成合理价格，实现市场公平竞争
③能调动社会资本热情，扩大生产规模
④能降低商品价格，增加商品销售量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①②符合题意，根据题意，推进价格改革，97%以上的商品和服务价格实现市场调节，
中央、地方政府定价项目由约 100 项分别缩减为 20 项、45 项。这样做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
效率，激发经济活力，有利于形成合理价格，实现市场公平竞争；③不符合题意，题意主旨

与此项无关；④错误，商品的价格是由价值决定，市场形成的。
答案：A
3.（3 分）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于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该税法
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将排污费转换为环保税，现行的排污费由原来中央和地方的 1：
9 分成调整为全部环保税作为地方财政收入，中央不再参与分成。这一变化产生的传导过程
是（ ）
①完善国家税收制度→优化财政收支结构→实现财政收支平衡
②增强政府执法的规范性→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③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提高环境污染成本→倒逼高污染企业转型升级
④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政府调控能力
A.②④
B.①④
C.②③
D.①③
解析：①不符合题意，材料未涉及到财政收支结构、财政收支平衡；②正确，将将排污费转
换为环保税有利于增强政府执法的规范性，督促企业履行环保责任，有利于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③不符合题意，按照“税负平移”的原则，将排污费转换为环保税，并未提高环境污染
成本；④正确，调整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收入分成，有利于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增
加地方财政收入，提高地方政府调控能力。
答案：A
4.（3 分）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结构从原来的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寻找自然资源转移到获
取发达国家的品牌和技术。一批中国企业在欧洲扎根，“中国设计、欧洲制造”成为新的合
作模式。这说明我国（ ）
①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②形成以技术品牌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③正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④提髙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经济效益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①符合题意，近年来中国的海外投资结构从原来的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寻找自然资源
转移到获取发达国家的品牌和技术，说明我国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开放型经济
水平不断提高；②不合题意，材料强调的是海外投资结构的优化问题，未涉及出口；③符合
题意，中国的海外投资结构的转移说明我国正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④不合题意，
海外投资属于“走出去”
，而利用外资属于“引进来”
。
答案：B
5.（3 分）2017 年冬，由于工程量大、工期紧等原因，部分地区煤改气、煤改电未完工，导
致供暖延迟。环保部下发特急文件，要求各地坚持以保障群众温暖过冬为第一原则，凡属没
有完工的项目及地方，继续沿用过去的燃煤取暖方式或其他替代方式。环保部强调，将把确
保群众冬季及时充足供暖作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巡查工作重点，如发现不

作为、乱作为情况，将按规定严肃追责。这表明（ ）
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
②环保部坚持依法行政，保障公民基本民主权利
③政府强化行政权力，树立政府权威
④政府坚持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人民负责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①④符合题意，根据题意，环保部强调，将把确保群众冬季及时充足供暖作为大气污
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强化督查巡查工作重点，如发现不作为、乱作为情况，将按规定严肃追
责。这表明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民主具有真实性，政府坚持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
对人民负责；②不符合题意，
“公民基本民主权利”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题意主旨不涉
及该问题，故排除；③不符合题意，题意主旨不体现该项，故排除。
答案：B
6.（3 分）2017 年 11 月 4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关于在全国各地推
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
《决定》指出，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这表明（ ）
①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
②监察委员会与“一府两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等的
③监察委员会是我国法律监督机关，行使国家检察权
④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解析：①错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我国的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②④符合题意，《决
定》指出，监察委员会由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和上
一级监察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监督。这表明监察委员会与“一府两院”在法律地位上是平
等的，民主集中制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和活动原则；③错误，监察委员会不是我国法
律监督机关。
答案：D
7.（3 分）2017 年 11 月 10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出席在越南岘港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
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演讲。从探索到实践，从合作到共赢，习近平在历届 APEC 会议上的精
彩演讲，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描绘着亚太发展的美好画卷。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①是建立国际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政治一体化的必然要求
②顺应了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
③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④有利于发挥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作用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①错误，应该是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一体化；②③符合题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符合我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④
错误，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建设性而不是主导作用。
答案：C
8.（3 分）大型文博探索综艺节目《国家宝藏》采用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态，
不仅展示了文物的物质价值，也向人们讲述了它背后的历史故事和人文精神，既有趣又不失
内涵，拉近了当代人与历史文物的距离。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
①要为传统文化注入时代精神，使其成为文化创新的根基
②要立足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的创新
③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
④文化创新要以文化多样性为基础，促进文化交流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①不合题意，材料内容没有涉及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关系；②③符合题意，材料强
调《国家宝藏》采用综艺、纪录片、戏剧等多种艺术形态，既有趣又不失内涵，拉近了当代
人与历史文物的距离，启示我们要立足社会实践，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传播手段的创新，也
启示我们要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④不合题意，材料没有涉及对
外文化交流。
答案：C
9.（3 分）2017 年 11 月 15 日，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 D”气象卫星，它将与“风云三号
C”卫星进行组网观测，进一步提高大气探测精度，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综合防灾减
灾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重要支撑。这表明（ ）
①认识的不断完善决定着实践的不断深化
②实践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
③通过实践活动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客观世界
④提高人的认识能力是进行科学实验的目的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①说法错误，实践决定认识，实践的不断深化决定认识的不断完善；②③符合题意，
我国成功发射“风云三号 D”气象卫星，它将与“风云三号 C”卫星进行组网观测，进一步
提高大气探测精度，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国家综合防灾减灾和“一带一路”建设等提供重
要支撑，这表明实践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可以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
客观世界；④说法错误，进行科学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实践。
答案：C
10.（3 分）垃圾分类一直都是各地政府头疼的事。南京市政府过去是每月给每户居民免费

发放袋子、靠督导员监督。现在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由企业对执行垃圾分类的居民奖励积
分，3 个积分兑换 1 个鸡蛋。这一方式实现了垃圾分类从被动向自愿的转变，取得了良好的
效果。对比购买服务前后垃圾分类的成效，启示政府要（ ）
①根据事物固有的联系调整原有联系，实现管理创新
②善于把握事物存在发展的各种条件，实现职能转变
③善于运用从关键部分出发的思维处理工作中的问题
④摒弃事物虚假联系以消除居民对政府管理的抵触情绪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①②符合题意，根据题意，对比购买服务前后垃圾分类的成效，启示政府要根据事物
固有的联系调整原有联系，实现管理创新；善于把握事物存在发展的各种条件，实现职能转
变；③表述错误，善于运用从整体出发的综合的思维处理工作中的问题；④不符合题意，题
意主旨与此项无关，排除。
答案：A
11.（3 分）
《百喻经》中有一则寓言，有一个愚人到别人家去做客，他嫌菜没有味道，主人
就给他加了点盐。菜里加了盐以后，味道好极了，愚人就想：“菜之所以鲜美，是因为有了
盐，加一点点就如此鲜美，如果加更多的盐岂不是更加好吃？“回家以后，他把一把盐放进
嘴里，结果又苦又咸，这则寓言给我们的启示是（ ）
A.持续的量变会引起事物发生质的变化
B.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掌握适度的原则
C.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要时时注意事物的自我否定
D.不可能通过一些现象而去认识某个事物的本质
解析：A 不合题意，材料主旨不在于强调量变引起质变；B 符合题意，寓言故事告诉我们：
当不想事物发生某种质变时，就要将量变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坚持适度原则；C 不合题意，
材料与事物的自身否定无关；D 说法错误，我们要透过现象认识本质。
答案：B
12.（3 分）2017 年 11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了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黄
旭华、黄大发等全国道德模范。黄旭华是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战略导弹潜艇总设计师，
在技术缺乏和人才匮乏的情况下，他“骑驴找马”，攻坚克难，研制出核潜艇核心技术。黄
大发是来自黔北山区的绝壁水渠的村支书，用 36 年的时间修水渠，让全村人喝上水。这对
我们的人生启示是（ ）
①人生价值的实现取决于正确价值观的引导
②全面提高自身素质是拥有幸福人生的根本途径
③人生的自我价值必须与社会价值相统一
④投身于为人民服条的实践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
A..①③
B..②④
C.③④
D.①②
解析：①说法错误，价值观属于社会意识，不能对人生价值的实现起决定作用，只能起导向

作用；②说法错误，投身为人民服务的实践是拥有幸福人生的根本途径；③符合题意，黄旭
华、黄大发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被评为全国道德模范，表明人生的自我价值必须与社会
价值相统一；④符合题意，材料中的“‘骑驴找马’
，攻坚克难，研制出核潜艇核心技术”
，
及“用 36 年的时间修水渠，让全村人喝上水”的做法表明投身于为人民服条的实践是实现
人生价值的必由之路。
答案：C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4 分）
材料一：2017 年，我国销售汽车 2887.9 万辆，同比增长 3%；前 11 个月，重点企业主营业
务收入增长 9.8%，
利税增长 8.9%；
全年中国品牌乘用车共销售 1084.67 万辆，
占有率 43.88%，
比上年同期提升 0.69 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 3 年世界第一，全年销售 77.7 万辆，
同比增长 53.3%，累计保有量达到 180 万辆，占全球市场一半以上，4 家中国企业进入了全
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前 10 名。
材料二：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推动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变，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
大战略部署。近年来，在政策推动和市场引导下，新能源汽车产业规模在持续扩大，企业实
力明显增强，技术水平有了明显提升，同时配套环境也日益优化。上汽新能源的“低能耗插
电式混合动力乘用车关键技术”突破国际汽车巨头的技术壁垒，成为全球最先进三大混动技
术之一。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动力电池生产国，乘用车主流车型的续航里程已经达到 300
公里以上，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全国共建成公共充电桩 21.4 万个，同比增长了 51%，保
有量居全球首位，新用户私人桩的安装率超过了 80%。
(1)根据材料一概括目前我国汽车业发展的主要特点。
（6 分）
解析：本题带着设问审材料，通过材料“2017 年，我国销售汽车 2887.9 万辆，同比增长 3%”
可知特点有中国品牌正在崛起；通过材料“新能源汽车销量连续 3 年世界第一”可知特点有
我国汽车业正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答案：质量和效益稳步提升，中国品牌正在崛起，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为亮点，我国汽车业
正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2)结合材料和所学经济知识，分析我国新能源汽车发展对产业发展的积极影响。（8 分）
解析：本题属于意义类主观试题，知识限定不明确。带着设问审材料，进一步锁定答题要素。
可知涉及答题要素有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提高产品质量，
打造国际品牌；产生拉动效应。
答案：①推动汽车产业转型升级，优化结构，实现跨越发展；②促进产业技术创新和成果转
化；③提高产品质量，打造国际品牌，增强竞争力；④产生拉动效应，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
的发展。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12 分）
1982 年我国现行宪法公布施行，根据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和发展，分别
进行了四次修改。每一次修宪都在党中央领导下依法按程序进行，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衷心
拥护，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遵循，使我国宪法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有力推动和保
障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
中央政治局决定启动第五次宪法修改工作。2017 年 12 月 15 日党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征求对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的意见。2018 年 1 月 12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
议，听取《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
告。1 月 18﹣19 日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依照宪法有关规定，将形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的
议案，并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宪法修改，正在党中央
集中统一领导下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
结合材料和所学政治知识，分析宪法修改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严格依法按程序进行的原
因。
解析：本题为原因类主观题，学生可运用党的地位、宪法的地位、依法执政、坚持党的领导
等知识结合材料信息进行分析作答。
答案：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
最根本的保证。
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其制定和修改有严格的程序。
③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修宪，贯彻了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原则，确保党的
主张通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
④在党的领导下依法按程序修宪，坚持了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使宪法广泛凝聚共识，不断与时俱进、完善发展。
15.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提起深圳，人们会不约而同想到雕塑《拓荒牛》，想起那首耳熟能详的《春天的故事》。改革
创新既是深圳特区的永恒主题，也是深圳实现新跨越的必由之路。特区成立后，深圳凭借毗
邻香港、背倚南粤的地缘优势，改革开放先行者的政策优势，聚合全国“闯家”的人才优势，
发扬改革创新、敢闯敢试的精神，把一个边陲小镇迅速蜕变成一座欣欣向荣的现代化大城市，
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深圳速度”
。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深圳开始遭遇“高位过坎”
的困惑：不到 2000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聚集着近 2000 万人口，可利用土地面积少之又少，空
间、资源、环境局限的矛盾日益尖锐，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站在一个
全新的历史起点上，2010 年深圳吹响了从“深圳速度”向“深圳质量”新跨越的冲锋号。
经济新常态下，深圳坚持创新驱动、质量引领，扎扎实实走内涵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不
断深化标准、质量、品牌、信誉一体化建设，逐步实现了有质量的稳定增长，可持续的全面
发展。
(1)结合材料，运用文化生活知识，说明以改革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深圳精神对深圳经济社会
发展的作用。
（10 分）
解析：本题的知识范围是文化生活知识，问题指向是说明以改革创新为主要特征的深圳精神
对深圳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属于意义类主观题，具体解答本题考生可结合材料从文化与经
济的关系角度来分析说明深圳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深圳的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的精神动力；彰显了城市的特色风貌，激发了人们改革创新的热情，
促使人们敢闯敢试，共谋发展。
答案：①文化以经济为基础，又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先进文化能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②深圳精神是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为深圳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不竭
的精神动力。
③深圳精神彰显了城市的特色风貌，激发了人们改革创新的热情，促使人们敢闯敢试，共谋
发展。
(2)结合材料，说明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是怎样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的？（12 分）
解析：本题的知识范围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属于措施类主观题，具体解答本题考
生可结合材料首先答出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含义，然后从其要求，即从坚持从客观

实际出发、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正确发挥了主观能动性等
方面来分析说明。
答案：①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就是我们做事情要尊重物质运动的客观规律，从客观
存在的事物出发，经过调查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以此作为我们
行动的依据。
②深圳特区成立之初立足地缘优势、政策优势、人才优势，坚持从客观实际出发，创造了“深
圳速度”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高位过坎”的困惑，主动实现由“深圳速度”到“深
圳质量”的转变，体现了对变化发展的实际的正确把握。
③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
，不断解放思想、与时俱进，遵循了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正确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3)2018 年是我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请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拟两条宣传用语。（4 分）
解析：本题属于开放性设问，让考生具有参与性，同时宣传用语具备良好的导向性，考查学
生解决问题的能力，鼓励学生多角度思考，培养学生创新思维，具体解答本题考生只要围绕
改革开放这一主题，拟两条宣传用语，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答案：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共圆梦想；全面深化改革，同行共筑中国梦；改革开放是强国
之路；改革开放筑辉煌，科学发展书华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