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浙江省嘉兴卷中考试卷政治
一、选择题（必考部分）
（本题有 26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6 分）
1.（2 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国务院决定，环境
保护税全部作为______收入。
（ ）
A.地方
B.中央
C.个人
D.企业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国务院决定，环境保护税全部作为地方收入。所以 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A
2.（2 分）2018 年 2 月 26 日，世界______大会在巴塞罗那开幕，来自全世界的 2300 多家企
业发布和展示了最新的通信产品和技术。
（ ）
A.互联网
B.移动通信
C.通信装备
D.网络技术
解析：
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
来自全世界的 2300 多家企业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于 2018
年 2 月 26 日在巴塞罗那开幕。所以 B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B
3.（2 分）青花瓷是瓷器名品。其底色是蒙古人崇尚的白色；青蓝色花纹受伊斯兰文化影响；
制作花纹的颜料“钴蓝”由波斯商人带来；它的花纹既有汉人推崇的梅兰竹菊、蒙古人喜欢
的牡丹、芍药，也有西亚文化的葡萄藤。青花瓷的这些特性表明（ ）
A.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
B.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是相互影响的
C.中华文明长期处于世界文明发展前列
D.中华文明是经久不衰、绵延不断的
解析：世界文明的发展是各种文明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结果，题干描述“青花瓷是瓷器
名品。其底色是蒙古人崇尚的白色；青蓝色花纹受伊斯兰文化影响”表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
明是相互影响的，B 符合题意；ACD 表述正确，但与题意不符。
答案：B
4.（2 分）如图漫画给我们的启示是（ ）
①与别人竞争时，不忘合作
②只有竞争才能超越别人
③适度竞争能帮助我们进步
④与别人合作需牺牲自我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解析：在生活中，我们需要合作，也需要竞争。如果没有竞争，合作就会缺乏活力，就会变
成一潭死水。由于竞争对手的激励，人们才会不断进取，奋力向前。在与对手的竞争过程中，
找出差距，弥补不足，从而自己进步、发展的更快，漫画告诉我们适度竞争能帮助我们进步，
但与别人竞争时，不忘合作，合作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笔财富；善于合作，有助于事业的成
功；善于合作，是时代的要求。故①③符合题意；②④显然过于绝对。
答案：D
5.（2 分）霍金，著名科学家。21 岁患上不治之症，最后全身瘫痪。但他并未消沉，他说：
“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把宇宙弄个明白。”这说明他（ ）
①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来应对挫折
②勇敢面对挫折，积极挑战自我
③通过合理宣泄法来缓解生活压力
④通过多种途径，正确认识自我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人生难免有挫折，困难和挫折是难免的，霍金的一生，是人类意志力的记录，是科学
精神创造的奇迹，霍金的行为启示我们是树立正确的人生目标来应对挫折，要勇敢面对挫折，
积极挑战自我，所以选项①②的观点是正确的，符合题意，故应选择 A；选项③④的观点不
符合题意，霍金的言行与合理宣泄法、正确认识自我无关，故应排除 BCD。
答案：A
6.（2 分）中学生陈某经常彻夜上网玩游戏，导致精神萎靡。后在老师帮助下，摆脱了游戏
的诱惑，利用网络学习网页制作，并在市比赛中获得二等奖。这启示我们（ ）
A.网络交往扩大了我们生活空间
B.网络信息良莠不齐，学生不应上网
C.网络是把双刃剑，要合理利用
D.遵守上网道德，加强安全防范意识
解析：依据题干材料，学生陈某沉迷于网络游戏，后来在老师的帮助下解脱出来，利用网络
学习网页制作，这说明网络交往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我们要学会抵制网络上的不良诱惑，
善于利用网络技术，做有益的事，C 是正确的选项；A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B 选项忽略了网

络的积极影响，排除。
答案：C
7.（2 分）走进乌镇景区任意一家农宿，都可看到一份特色菜单，不单标明了价格，还标出
了配料和重量。这一做法维护了消费者的（ ）
A.知情权
B.安全权
C.获得教育权
D.依法求偿权
解析：题干中的农宿，菜单明码标价，还标出了配料和重量，有利于消费者掌握菜的真实情
况，是诚信的表现，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与题意
无关，排除。
答案：A
8.（2 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第四条：“被执行
人为未成年人的，人民法院不得将其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这条规定（ ）
A.增强了未成年人自我保护意识
B.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社会保护
C.增强了未成年人诚实守信意识
D.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
解析：司法保护：要求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以及司法行政部门等依法履行职责，
对未成年人实施专门保护措施。司法保护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保障。题干中对未成年
人保护的主体是人民法院，这体现了对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D 符合题意；ABC 与题干内容
不符。
答案：D
9.（2 分）浙江援疆干部积极参与“民族一家亲”活动，带头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结对子、
认亲戚、交朋友。这说明（ ）
A.创新精神是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
B.他们履行了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
C.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符合我国国情
D.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的共同心愿
解析：浙江援疆干部积极参与“民族一家亲”活动，表明他们自觉履行维护民族团结的义务，
B 符合题意；题文材料未体现创新发展、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实现祖国统一，ACD 排除。
答案：B
10.（2 分）林则徐说：“当鸦片未流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
法当从严……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他认为毒品的危害
是（ ）
①损害生命健康
②危害国家安全
③有辱法律尊严
④影响财政收入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依据课本内容，毒品危害人类健康，危害社会稳定，影响财政收入，我们要珍惜生命
健康，远离毒品危害。故①②④符合题意；③与题意不符。
答案：D
11.（2 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规定，吸食、注射毒品的，依法给于治安管理处罚。
这表明吸食毒品（ ）
A.是一般违法行为
B.是严重违法行为
C.应受刑事处罚
D.应负民事责任
解析：此题考查对涉毒的认识。吸食毒品是一般违法行为，受到行政处罚，选项 A 说法正确；
BCD 说法在题干中体现不出来，不符合题意。
答案：A
12.（2 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表明我国（ ）
A.实现了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B.建成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C.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D.实现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解析：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
间的矛盾，根源在于我国目前生产力水平低且发展不平衡，表明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C 符合题意；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这要到本世纪中叶才能实现，AB 错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目标未实现，D 错误。
答案：C
13.（2 分）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
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这需要（ ）
A.改变基本经济制度
B.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C.加快实现基本小康
D.加快国有企业改革
解析：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的目的是为了
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趋势，让改革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这需要完善收入分配制
度；B 符合题意；A 错误，不能改变基本经济制度；C 错误，总体小康早已实现；D 与题意不
符。
答案：B
二、非选择题（必考部分）
（本题有 2 小题，共 24 分）
14.（12 分）维护法律尊严，是现代公民成熟的标志。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由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次会议于今年 4 月
27 日通过。该法规定，以侮辱、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人身权利的，应依法承担
法律责任。
材料二：今年 5 月，江苏淮安消防战士谢勇在一次救火中壮烈牺牲，公安部批准他为烈士。
曾某散布不实言论，污蔑谢勇烈士。当地人民检察院对曾某依法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1)法律是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材料一是如何体现其特殊性的？（4 分）
(2)联系材料二，从履行义务角度，分析曾某被提起诉讼的原因。（4 分）
(3)从依法自律角度，说说曾某的行为对我们的警示。
（4 分）
解析：(1)此题考查法律特征，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依据教材知识
可知，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
特殊行为规范。材料中《英雄烈士保护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体现了法律由国家制定或
认可；侵害英雄烈士人身权利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体现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据
此作答。
(2)此题考要求从履行义务角度分析曾某被提起诉讼的原因，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依法履行义务就要做到法律禁止的坚决不做。曾某污蔑烈士的言行没有履行
法律义务，侵犯了烈士人格尊严权。
(3)此题考查树立法治观念，考查运用教材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材料中曾某污蔑
烈士行为受到法律制裁，警示我们要树立法治观念，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自觉遵守法律。
据此作答。
答案：
(1)《英雄烈士保护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体现了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该法规
定，侵害英雄烈士人身权利的，应依法承担法律责任，体现法律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
(2)法律禁止做的，我们坚决不做，这是忠实履行义务的重要体现。曾某污蔑烈士的言行违
反了《英雄烈士保护法》
，没有履行维护烈士人格尊严权（名誉权）的义务，做出了法律禁
止的行为。
(3)我们应自觉树立法律意识，维护法律的尊严；依法规范自己的行为，做一个守法的人。
三、非选择题（选考部分）
（B 组）
（本题有 4 小题，分 AB 二组，每组 2 小题，考生在每组
中任选 1 小题作答.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5.（10 分）以人民为中心诠释了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1)材料一中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何要强调坚持党的领导？（2 分）

(2)有人说，贫困户要实现脱贫致富，只能依靠国家的资金扶持。你是否赞同这一观点？请
结合材料二加以说明。
（4 分）
(3)材料二、三是如何体现材料一中“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4 分）
解析：(1)本题考查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地位。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的执政党，具有无比先进
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2)首先判断观点，然后回答理由。回答国家和政府的做法，要想扶贫，首先要坚持以经济
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把“蛋糕”做大。然后是做到公平分配，要坚持和完善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
献参与分配的原则。最后，要让让“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蔚然成风。
还要加大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群的财政、项目扶持力度，鼓励贫困人群创业致富等方面回答。
(3)抓住题文材料中的关键信息，联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要求，联系教材
相关知识点进行分析概括。材料二体现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材料三反映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相统一。分项分析概括，最后进行总结。
答案：
(1)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2)不赞同。要实现脱贫致富，不仅要依靠国家的资金扶持，还需要精准扶贫，用心扶志，
树立脱贫的信心，走上正确的脱贫致富之路。
(3)材料二体现了材料一中“保证人民在共享共建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全体人民
共同富裕”的内容；材料三体现了材料一中“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相统一，用制度保证
人民当家作主”的内容。
16.（10 分）一座城市的“垃圾革命”正在嘉兴各地兴起。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莉莉最近发现居住小区楼道下，并排放着三只垃圾桶。
(1)莉莉家现有垃圾：废旧报纸，剩饭剩菜，铝制易拉罐，废电池和过期药品。请帮莉莉分
类投放这些垃圾。
（3 分）
材料二：莉莉看到几则新闻：嘉兴市政府出台了《生活垃圾分类监督考核办法》。在嘉兴某
小区，每户家庭都有垃圾投放卡和印有二维码的垃圾袋，便于识别投放是否正确；对正确投
放的家庭进行积分奖励，积分券可用于兑换生活用品。
(2)依据材料一、二，指出嘉兴在这场“垃圾革命”中的好做法。（4 分）
材料三：莉莉在投放垃圾时，清运工师傅与她交谈起来。师傅：你们这样正确投放，更方便
我们分类清运垃圾了。莉莉：应该的，分类投放不仅可以减少你们麻烦，而且利国利民。
(3)联系材料三，从道德与社会责任的角度，说说莉莉的言行给我们的启示。
（3 分）
解析：(1)此题考查学生对垃圾分类的认识。可回收物是能够回收循环再利用的垃圾，不可
回收物是不能再利用的垃圾，有害垃圾是对人、环境都危害的垃圾。由此分析各类垃圾可以
得出：废旧报纸和易拉罐投入可回收垃圾桶；剩饭剩菜投到厨余桶；废电池和过期的药品投
入有害垃圾桶中。
(2)此题考查嘉兴在这场“垃圾革命”中的好做法。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学生可以根据材
料从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加强考核制度建设、加强监督管理、提高市民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
性等角度回答，符合题意即可。
(3)此题考查对从道德与社会责任的角度说说莉莉的言行给我们的启示。此题是启示类问题，
有一定的开放性，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解答时要求认真审读题目要求，明确莉莉的言行是
什么，围绕道德与社会责任知识进行回答，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
(1)废旧报纸和易拉罐投入可回收垃圾桶，剩饭剩菜投到厨余桶，废电池和过期的药品投入

有害垃圾桶中。
(2)放置分类垃圾桶，完善垃圾分类设施；市政府出台考核办法，加强制度建设；发放垃圾
投放卡和印有二维码垃圾袋，加强监督管理；进行积分奖励，提高市民垃圾分类投放的积极
性。
(3)道德：学会换位思考，与为人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责任：作为公民，应积极承担关爱社会、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责任，共同营造“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