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福建省福州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在每小题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项最符合题目要求。请在答题卡的规定位置
上涂选答案的字母。每小题 2 分，共 24 小题，共 48 分）
1. 2015 年 9 月 3 日，我国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
争胜利（
）
A.65 周年大会
B.70 周年大会
C.75 周年大会
D.80 周年大会
解析：由题干描述得知，2015 年 9 月 3 日，我国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所以 B 是正确的选项，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CD。
答案：B
2. 2015 年 9 月 16 日，亚奥理事会决定将第 19 届亚运会的举办地点放在中国（
）
A.北京
B.上海
C.广州
D.杭州
解析：由题干描述得知，2015 年 9 月 16 日，亚奥理事会决定将第 19 届亚运会的举办地点
放在中国杭州，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BC。
答案：D
3. 2015 年 9 月 20 日，我国新型运载火箭成功将 20 颗微小卫星送入太空。该火箭是（
）
A.长征四号
B.长征五号
C.长征六号
D.长征七号
解析：由题干描述得知，2015 年 9 月 20 日，我国新型运载火箭成功将 20 颗微小卫星送入
太空。该火箭是长征六号，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BD。
答案：C
4.2015 年 12 月 1 日，被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宣布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货币是
（
）
A.美元
B.欧元
C.日元
D.人民币
解析：依据时政知识，2015 年 12 月 1 日，被国家货币基金组织宣布纳入 SDR（特别提款权）
货币篮子的货币是人民币，D 符合题意；ABC 不符合题意。
答案：D

5. 2015 年 12 月 27 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自 2016
年 1 月起施行（
）
A.“双独两孩”政策
B.“单独两孩”政策
C.“全面两孩”政策
D.自由生育政策
解析：2015 年 12 月 27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关于修改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决定，
自 2016 年 1 月起施行“全面两孩”政策，C 正确；ABD 不符合题意。
答案：C
6. 2015 年 12 月 4 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在南非开幕。在本次会议上，我国提
出把中非关系提升为（
）
A.战略互惠关系
B.合作伙伴关系
C.战略伙伴关系
D.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解析：依据依据时政知识可知，中非合作论坛我国提出把中非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D 符合题意；ABC 不符合题意。
答案：D
7. 2015 年 12 月，我国与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生效，双方绝大多数商品贸易将逐
步迎来“零关税”时代；
“一带一路”建设也蹄疾步稳.2015 年我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直接投资增长了 18.2%。下列关键词中，最能概括这段话的是（
）
A.同步增长
B.对外开放
C.和平与发展
D.改革与稳定
解析：本题考查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我国与韩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我国企业对“一带
一路”相关国家直接投资增长了 18.2%。这些都体现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所以 B
项正确；ACD 项不符合题意。
答案：B
8.儿子：
“爸爸，你说我长大后能有出息吗？”
爸爸：
“为什么这么问？”
儿子：
“因为我在学校学习不算好啊……”
爸爸的回答最恰当的是（
）
A.“你需要学会自立。”
B.“你需要正确认识自己。
”
C.“你需要学会发泄情绪。
”
D.“你需要拒绝不良诱惑”
解析：本题考查正确认识自我。评价一个人有多重方面，在学校的学习只是你获取知识的一
个渠道，并不是唯一的途径。所以需要正确认识自己。故 B 项是正确的；ACD 项材料未体现，
故不符合题意。

答案：B
9.小李在工地辛苦工作一年，工地负责人竟以种种借口拖欠工资不还。万般无奈，小李要用
最正规、最权威、最有效的手段讨回工资，该手段是（
）
A.请求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调节
B.到当地人民法院状告工地负责人
C.向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反映问题
D.通过媒体曝光工地负责人的行为
解析：本题属于“财产属于谁，留给谁权利”这一知识点，由题干描述得知，小李在工地辛
苦工作一年，工地负责人竟以种种借口拖欠工资不还。万般无奈，小李要用最正规、最权威、
最有效的手段讨回工资，该手段是，到当地人民法院状告工地负责人，所以 B 是正确的选项，
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CD。
答案：B
10. 2015 年，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落实了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这体现对未成年人
的（
）
A.家庭保护
B.学校保护
C.社会保护
D.司法保护
解析：本题属于“我们受法律特殊保护”这一知识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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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题干描述的是司法保护。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BC。
答案：D
11.如图，有 1 处错误，错误的是（

）

A.①处
B.②处
C.③处
D.④处
解析：本题属于“面对生活中的不良诱惑，预防违法犯罪”这一知识点，由图画描述得知，
犯罪的最本质特征是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所以③是错误的观点，正确的选项，排除正确的观
点①②④。
答案：C

12.临近期末，某学生因为手机被父母“没收”
，赌气不吃饭。该中学生的行为是（
）
A.从众心理的表现
B.逆反心理的表现
C.攀比心理的表现
D.闭锁心理的表现
解析：本题考查了“相亲相爱一家人”，需要在掌握父母在子女成长过程中的作用以及如何
孝敬父母，积极与父母沟通，克服逆反心理等相关知识的基础上，对材料进行深入的分析，
由题干描述得知，临近期末，某学生因为手机被父母“没收”，赌气不吃饭。该中学生的行
为是，逆反心理的表现，所以 B 是正确的选项，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CD。
答案：B
13.说话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学问。某专家就说话之道给出建议：急事、慢慢地说；小事，
幽默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这启示我们（
）
①说话要和气
②谈吐要文雅
③言语要真诚
④态度要圆滑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如何同他人交往。
“急事、慢慢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
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告诉我们的道理是说话要和气、谈吐要文雅、言语要真诚讲诚
信，①②③正确；题文中未体现态度要圆滑，④说法错误，且不符合题意。
答案：A
14.在拥挤的公交车上，甲不小心踩了乙一脚，甲连声道歉：
“对不起”。乙笑了笑说：
“没关
系，难免的”
。车厢内和乐融融。下列最能表达这则材料主题的是（
）
A.讲法治，有秩序
B.善待人，会宽容
C.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D.送人玫瑰，手有余香
解析：本题考查宽容待人。题干材料乙对甲的行为表示宽容的态度，B 符合题意；题文材料
未涉及讲法治、
“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助人为乐，ACD 不符合题意。
答案：B
15.在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企业的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分析称，互联网企业的合并将是
未来一段时期业界的常态。从合作角度看，互联网企业合并的原因是（
）
A.合作优于竞争
B.合作体现公平
C.合作有助于成功
D.合作需要团队精神
解析：本题考查合作知识点。从合作角度看，互联网企业合并的原因是加强合作有助于成功，
实现双赢，C 符合题意；A 明显错误，BD 与题意无关。

答案：C
16.刑法修正案（九）规定，明知是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等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上传
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要受到刑事处罚。面对网络谣言，公民要（
）
①维护言论自由
②依法行使权利
③自觉履行义务
④自觉明辨是非。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属于“看社会，辨是非”这一知识点，由题干描述得知，。面对网络谣言，公民
要依法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自觉明辨是非，所以②③④是正确的选项，排除错误的观
点①。
答案：D
17.如图，图中人物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

）

A.名誉权
B.姓名权
C.隐私权
D.肖像权
解析：本题考察了隐私权，隐私权是公民依法享有的不愿公开或不愿让他人知悉的不危害社
会的个人秘密的权利。公民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结合材料和课本，刘某的行为侵犯了当事
人的隐私权，而不是名誉权、姓名权、肖像权。所以排除 ABD。
答案：C
18. 2014 年，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 1.42 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达到 1.36
万亿元。这说明了义务教育具有（
）
A.强制性特征
B.公益性特征
C.统一性特征
D.均衡性特征
解析：本题考查义务教育的特点。全国义务教育总投入 1.42 万亿元，其中国家财政性教育
经费投入达到 1.36 万亿元，数据说明义务教育的公益性特点，公益性事业主要依靠国家财

政投入，强制性、统一性是义务教育特点，但不符合题意，AC 排除；均衡性也不符合题意，
D 排除。
答案：B
19.国务院要求对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整合，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
一样的待遇。这表明我国（
）
A.积极促进经济发展
B.积极推进社会公平建设
C.不断完善分配制度
D.努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解析：本题属于“我们向往公平”这一知识点，由题干描述得知，国务院要求对城镇居民医
疗保险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进行整合，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受一样的待遇。这表明我国积极
推进社会公平建设，所以 B 是正确的选项，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CD。
答案：B
20.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这体现了我国（
）
A.要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
B.各民族差异消失
C.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D.各民族一律平等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民族关系。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可见国家既
不偏袒哪一民族，也不歧视哪一民族。各民族之间是平等的。所以 D 项正确，ABC 项不符合
题意。
答案：D
21. 2015 年 12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实现
了（
）
A.有法可依
B.有法必依
C.执法必严
D.违法必究
解析：本题考查依法治国基本要求。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
和违法必究。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是立法环节，是依法治国实现有法可
依，A 符合题意；BCD 不符合题意。
答案：A
22.面对不断更新换代的手机，甲认为：我要追求新体验，总是尽量购买新款手机；乙认为：
手机能用我就不换新的，省下的钱可以买书看。下列对此评价正确的是（
）
A.甲有能力不断更换手机，令人羡慕
B.甲追求新体验，有助于彰显个性
C.乙能注重精神上的需求，值得赞赏
D.乙的观点不符合适度消费的需求
解析：本题考查艰苦奋斗精神。“手机能用我就不换新的，省下的钱可以买书看”说明乙能
注重精神上的需求，值得赞赏，C 正确；
“追求新体验，总是尽量购买新款手机”造成浪费，

不值得提倡，AB 错误；乙的观点符合适度消费原则，D 错误。
答案：C
23.某市在打造“满城书香”活动中，建设了一批流动的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方便群众申办
新证、自助借书、自助还书等。
“满城书香”活动有助于（
）
①建设和培育社会文明风尚
②杜绝落后文化和腐朽文化的滋生
③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④丰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形式。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属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知识点，由题干描述得知，“满城书香”活
动有助于，建设和培育社会文明风尚，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丰富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的形式，所以①③④是正确的选项，排除太绝对的观点②。
答案：C
24.下列对图中人物疑问的回答，恰当的是（

）

①要弄清自己的真实需要
②要了解自己的个性和优势
③要学会套用他人成功模式
④要考虑目标实现的可能性。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由漫画描述得知，对图中人物疑问的回答，恰当的是要弄清自己的真实需要，要了解
自己的个性和优势，要考虑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所以①②④是正确的选项，排除不恰当的做
法③，他人成功模式不一定适合自己。
答案：B
二、非选择题（共 3 小题，52 分）

25.（16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2015 年 8 月，教育部正式印发了《中小学生守则（2015 年修订）》
。新版守则既体
现了中华名族传统美德，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落细落小落实。
(1)将图中守则的内容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正确连线。

(2)表中守则的内容体现了中华名族的哪些传统美德？（每格只填一个）
守则内容

传统美德

不比吃和穿戴
热心志愿服务
材料二：与 2004 年出台的守则相比，新版守则对“珍爱生命”的内容做了修订，如增加了
“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救，坚决远离毒品“等具体行为规范。
(3)从不同角度简单回答，这一修订对中小学生有什么意义？（写出两点）
解析：(1)本题属于连线题，根据自己所学及认识，作答即可。
珍视国家荣誉——爱国
不说谎不作弊——诚信
学会合作共处——友善
好学多问肯钻研——敬业
(2)本题考查理解能力，难度较小。关键是要把握好传统美德的内涵。
(3)本题考查对“防溺水不玩火，会自护懂求救，坚决远离毒品“的认识和理解。要注意根
据内容，从珍爱生命、生命健康权、自我保护等角度考虑作答。
答案：
(1)珍视国家荣誉——爱国
不说谎不作弊——诚信
学会合作共处——友善
好学多问肯钻研——敬业
(2)不比吃和穿戴——勤俭节约
热心志愿服务——奉献精神
(3)有利于增强中小学生珍爱生命意识，学会珍爱生命；有利于促使中小学生积极行使生命
健康权；有利于增强中小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学会自我保护；有利于警示中小学生远离毒品
的诱惑。
26.（12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第五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民有维护祖国的安全、荣誉和利
益的义务，不得有危害祖国安全、
荣誉和利益的行为

第一条 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卫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保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保障改
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1)宪法第五十四条、国家安全法第一条分别体现了法律具有什么作用？
(2)公民应该怎样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义务？（写出一点）

(3)材料表明宪法和普通法律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解析：(1)本题考查法律的具体作用。宪法第五十四条体现了法律具有规范作用；国家安全
法第一条体现了法律具有保护作用。
(2)本题考查怎样维护国家安全。要有高度的维护祖国安全的责任感；树立保守国家秘密的
意识；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应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等。
(3)本题考查宪法和普通法律的关系。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
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宪法与普通法律相
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和精神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违背，
否则，就会因违宪而无效。
答案：
(1)宪法第五十四条体现了法律具有规范作用；国家安全法第一条体现了法律具有保护作用。
(2)要有高度的维护祖国安全的责任感；树立保守国家秘密的意识；发现危害国家安全的行
为，应及时向有关机关报告
(3)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效力；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
依据。宪法为母法，普通法律为子法；宪法与普通法律相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法律、
行政法规的内容和精神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违背，否则，就会因违宪而无效。
27.（24 分）小明同学在“时政播报”中以“五大理念引领发展”为题介绍“十二五”规划
纲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首先，他介绍了“两个一百年”的目标。

(1)从第二张图中选择最恰当内容填入第一张图的空格内。
（只填序号）
接着，他一一介绍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

(2)上图分别介绍的是上述的那哪一发展理念？运用时事知识回答，上图中左右两幅图也分
别体现了我国正在实施的哪一战略。
……
在“时政播报”的最后，他总结到：
阳春三月，全国人大会表决通过“十三五”规划纲要。一幅美丽中国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十三五”规划实现之时，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在高一级学校继续学
习。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我们要珍惜国家提供的良好教育机会，要
积极为国家建设、国家管理建言献策，努力承担多社会、对国家的责任。
(3)小明的总结，体现了所学的那些法律知识？仿照示例写出三点。
示例：
“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十三五”规划纲要，体现的知识：全国人大是最高国家权利
机关，拥有重大事项决定权。
解析：(1)本题考查两个一百年目标。第一个一百年，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2020 年）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第二个一百年，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2049 年）
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④入选。
(2)本题考查分析能力。左图是创新理念，右图是绿色理念；左图是科教兴国战略，右图是
可持续发展战略
(3)本题考查综合分析和归纳能力。题干中“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在
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体现了受教育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基本义务；“没有无义务的
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
”体现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
“积极为国家建设、国家
管理建言献策”体现了公民享有建议权和监督权。综上所述，公民要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
行义务。
答案：
(1)②④
(2)左图是创新理念，右图是绿色理念；左图是科教兴国战略，右图是可持续发展战略
(3)①“我们已经完成了国家规定的九年义务教育，在高一级学校继续学习”体现了受教育
既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又是基本义务。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体
现了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一致性。③“积极为国家建设、国家管理建言献策”体现了公民享
有建议权和监督权。④综上所述，公民要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