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宁夏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大题共 6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12 分。各选项中只有一项是正确的。）
1.“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这首歌一经问世，
迅速传遍大江南北。它体现了（ ）
A.中国工农红军争取胜利的牺牲精神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B.抗日军民抵抗侵略的民族团结意识和民族英雄气概。
C.中国人民志愿军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D.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高寒地区的必胜信念和顽强意志。
解析：题文战歌出自抗美援朝时期。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1950 年 10 月，以彭德怀
为司令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前线，同朝鲜军民一起抗击美国侵略者。ABD 和抗美援
朝无关，因此 ABD 不符合题意，C 符合题意，故选 C。
答案：C
2.下表是 1950 年至 1952 年我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变化表。这些变化说明（ ）
类别

粮食

棉花

油料

1951 年比 1950 年增长（%） 8.7

48.8

22.4

1952 年比 1951 年增长（%） 14.1

26.5

12.5

A.土地改革运动解放了农村生产力。
B.社会主义改造顺应了广大农民的愿望。
C.集体经济制度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D.过渡时期总路线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土地改革的认识。1950——1952 年的土地改革彻底废除了两千
多年的封建剥削制度，消灭了地主阶级。农民翻了身，成为土地的主人。土地改革使人民政
权得到巩固，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使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为国家的工业建设准备了条
件。社会主义改造发生在 1953——1957 年，CD 和题意无关，故 BCD 不符合题意，A 符合题
意，故答案选择 A。
答案：A
3.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6 届联合国大会就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 23 国的提案进行
投票表决，结果该项提案以压倒多数票获得通过。该项提案的议题是（ ）
A.谴责美国对朝鲜的侵略行径。
B.建立和发展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C.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的差距。
D.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中国的外交事业的发展。1971 年 10 月 25 日，第 25 届联合国大会以压
倒多数通过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中国安理会任理事国的席
位。ABC 不符合题意，D 符合题意，故答案选择 D。
答案：D
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以下关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叙述正确的是
（ ）
①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②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③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伟大决策
④确立邓小平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
A.①②
B.②③
C.①③
D.②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有关知识。依据所学知识可知, 1978 年，中国共产党
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内容：①这次会议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②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
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③全会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加
强社会主义法制；④会议实际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②④不属于十一
届三中全会的内容。①③符合题意，ABD 不符合题意，故答案选 C。
答案：C
5.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主制度与法律体系日趋完善。改革开放后的民主法制建设与建
国初期相比较，突出特点是（ ）
A.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B.初步形成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C.颁布和实施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
D.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解析：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为了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文件。1979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法》
，1982 年颁布了第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986 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通则》等，我国我国基本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框架。B
符合题意，排除 ACD，故 B 选项是正确的。
答案：B
6.同学们在自主学习时搜集了一组我国领导人参与重大活动的照片。为这组照片确定一个最
恰当的主题（ ）

周恩来与尼赫鲁会谈首提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江泽民主席在亚太经合会议上
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发表主旨演讲
A.人类命运 国际和平
B.亚非崛起 民族独立
C.制度演进 中国作用
D.世界舞台 中国角色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学生对材料的认识。分析题文图片资料，左边两幅图反映的是 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在外交上取得的成就。右边两幅图反映的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在外交
方面取得的成就。因此，为这组照片确定一个最恰当的主题是：世界舞台，中国角色。ABC
理解不全面，因此，D 不符合题意。
答案：D
二、材料题（8 分）
7.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20 世纪 80 年代初，大陆的统一观已经有了创新性的发展，不完全要求绝对的“政
治上的服从”和制度上的一致，首创了一个国家中允许存在不同社会制度的理论。
——摘编自《国家统一是中华民族历史形成的国家观》
材料二：

图A
图B
(1)材料一中所说的“理论”是指“_________”科学构想。这一构想的基本内涵是在______
的前提下，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等地区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
（2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学生对一国两制相关知识的准确识记。依据已学知识可知，
“一国两制”
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香港和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指引下，香港、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分别于 1997 年、1999 年顺利回
归祖国。
答案：一国两制（1 分） 一个中国（1 分）
(2)材料二中图 A 是我国_________特别行政区的区旗，该特别行政区成立于_________年；
图 B 是我国__________特别行政区的区旗，该特别行政区成立于_________年。（4 分）
解析：本题主要考査香港和澳门回归的相关内容。解答此题要有一定的常识，要知道紫荆花
是香港的区花，白莲花是澳门的区花。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的时间是 1997 年 7 月 1 日，
澳门作为特别行政区回归的时间是 1999 年 12 月 20 日。
答案：香港（1 分） 1997 年（1 分） 澳门 （1 分） 1999 年（1 分）
(3)请说明材料一所述理论与材料二反映的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2 分）
解析：本题考查香港、澳门的有关知识。我国分别是从英国、葡萄牙的手中收回香港和澳门
的。香港回归的时间是 1997 年 7 月 1 日，澳门回归的时间是 1999 年 12 月 20 日，港澳回
归是 “一国两制”构想的成功实践。
答案：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是“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成功实践。
（考生能够正确表达出二
者之间关系即可得 2 分）
三、简答题（10 分）
8.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庄言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历史从此揭
开了崭新的篇章。
请回答：
(1)1953 － 1957 年 我 国 实 行 以 发 展 __________ 为 重 点 的 第 一 个 五 年 计 划 ， 建 立 国 家
__________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这一时期，__________大型轧钢厂建成投产，连接长
江南北的__________建成通车。
（4 分）
解析：此题考査的是一五计划的相关史实。为了有计划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我国政府编制
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的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
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初步基础；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相应地培
养建设人才。一五计划的重工业成就：①1953 年底，鞍山钢铁公司大型轧钢厂等三大工程
建成投产；②1956 年，长春一汽生产出第一辆汽车；③中国第一个飞机制造厂试制成功第
一架喷气式飞机；④沈阳第一机床厂建成投产。一五计划的交通成就；1957 年，武汉长江
大桥建成；川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
答案：重工业（1 分） 工业化（1 分） 鞍山钢铁公司（1 分） 武汉长江大桥 （1 分）
(2)1978 年后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在土地________基础上，包产到
户，自负盈亏；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公司制、股份制，建立_______制度。1980 年，我国在______、
珠海、汕头、厦门设置_______，以此为起点，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
（4 分）
解析：此题考查改革开放的相关知识点。根据所学知识可以知道，我国的对内改革首先在农
村开始，在土地公有制的基础上，实行包产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调动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1985 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国有企业的
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实行公司制、股份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1980 年我国在广东深圳、
珠海、汕头和福建的厦门建立了四个经济特区。
答案：公有制（1 分） 现代企业（1 分） 深圳（1 分） 经济特区（1 分）
(3)我国逐步走上科技强军之路。请举两例说明。（2 分）
解析：20 世纪 60 年代，我国成立战略导弹部队，被命名为第二炮兵。2015 年 12 月 31 日，
中央军委举行仪式，将第二炮兵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1971 年 12 月 12 日,
中国研制的第一艘导弹驱逐舰交付海军使用。1974 年我国研制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自行
研制导弹驱逐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国防现代化道路上不断迈进，日益强盛。
答案：①战略导弹部队的建立②新型军用飞机的研制③自行研制导弹驱逐舰④自行研制核潜
艇（①②③④答出其中任意两点即得 2 分，其他答案符合题意可酌情给分，但本问最高分为
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