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江苏省苏州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单项选择：以下每题都有四个选项，其中只有一个是最符合题意的。每小题 1 分，共
16 分。
1. 2014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1 日，经过 8 天约 84 万公里的太空飞行，我国_____三期再
入返回飞行试验返回器在内蒙古顺利着陆，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A.航天工程
B.太空摆渡
C.探月工程
D.北斗导航
解析：2014 年时事政治。
答案：C
2. 2014 年 12 月 13 日，_____国家公祭仪式在南京举行。举行这一仪式表明了我国坚决维
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世界和平的坚定决心。
A.南京大屠杀死难者
B.中国抗日英雄群体
C.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烈士
D.中国抗日战争烈士
解析：2014 年时事政治。
答案：A
3. 2015 年 2 月 1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_____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
意见》印发。这是中央一号文件连续 12 年聚焦“三农”问题。
A.农村改革
B.转型升级
C.扶贫开发
D.改革创新
解析：2015 年时事政治。
答案：D
4.自 2015 年 3 月 29 日以来，我海军护航编队共执行了 4 次撤离任务，成功从_____撤离
了中国公民 613 人，以及来自 15 个国家的外国公民 279 人。
A.利比亚
B.也门
C.尼泊尔
D.索马里
解析：2015 年时事政治。
答案：B
5. 2015 年 4 月 15 日，_____意向创始成员国全部确定，为 57 个，这是我国倡议设立的
一个政府间性质的亚洲区域多边开发机构。
A.上海合作组织

B.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C.亚洲开发银行
D.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解析：2015 年时事政治。
答案：D
6.“认识你自己”是刻在希腊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之一。
“认识你自己”的关键是
A.自我反省
B.实事求是
C.相互比较
D.发掘特长
解析：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的关键是要实事求是，既不要高估自己，也不要低估自己，这就
是我们常说的“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们应当保持这样一种感觉：我知道自己的长处、优点，
也知道自己的短处、缺点。
答案：B
7.九年级学生小丽在傍晚回家的路上，为图方便坐上一辆了“黑车”，不料被司机劫持、囚
禁。后来，她趁司机不备，悄悄向家人发出求救短信后被解救。小丽的行为对青少年学生的
启示有
①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
②加强社会保护，加大对“黑车”的打击力度
③遭遇险情时要沉着冷静，以保护生命为第一原则
④保护生命健康权利，就是我们自己的事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此题考查未成年自我保护，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是提高自我保护能力的前提，①正确。
②不合题意，应排除。③是青少年保护的有效方法，正确。④表述错误，应排除。
答案：A
8.下图漫画《中国“结”
》主要说明

A.维护社会公共秩序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中国“结”
B.社会公共秩序只能靠强制命令来维持
C.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要受到法律制裁
D.社会公共秩序是靠社会舆论来维持的
解析：此题考查维护公共秩序。良好社会秩序的形成、巩固和发展，要靠道德，也要靠法律。
综合运用风俗、道德、纪律、法律等手段，规范和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约束和制止不文明
行为，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形成扶正祛邪、扬善惩恶的社会风气。BCD 表述有误，故选 A。
答案：A
9.理智和成熟的消费，可以主动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烦恼。为此，我们应该
①努力掌握所需商品或者服务的知识和使用技能
②接受商家打折但不开发票的建议
③善于识别各种消费陷阱，提防上当受骗
④受到不法侵害后，向消费者协会提起诉讼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①③④
解析：此题考查消费者权益保护意识。②④表述错误，①③是提高消费者权益
意识的必要方法。
答案：B
10.某班响应学校号召，拟出一期宣传板。请根据下图宣传板所显示的内容选择一个恰当的
标题

A.党的基本路线
B.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C.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D.国家的立国之本
解析：此题考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鲜明肯定普世价值的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提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
，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答案：C
11.在第 53 届苏州世乒赛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丁宁在 0：2 落后且右脚扭伤的情况下，
“希望能战斗到最后”的强烈信念使她越战越勇，最终斩获冠军。丁宁的事迹告诉我们
A.人生难免有挫折，经历挫折就能成功
B.面对挫折要迎难而上，开拓进取

C.挫折会给人打击，带来损失和痛苦
D.不同的人面对困难和挫折会有不同的反应
解析：此题考查正确对待挫折。A 表述错误，经历了挫折不一定能成功，我们需要直面挫折，
客服挫折。应排除。CD 不合题意，应排除。
答案：B
下表是 1978 年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统计，据此回答 12～13 题：

注：2010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 3.23：1，2014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 2.92：1。
12.从上表（含注）中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取得的成就有
①国民经济快速发展
②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③城乡发展不够协调
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此题考查共同富裕。从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可以得出国民经济快速发展，①正确。从
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提高来看，可得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②正确。从城乡居民收入比
可看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④正确。③不合题意，应排除，故选 D。
答案：D
13.我国取得上述成就的根本原因是
A.实施了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B.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
C.坚持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D.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解析：此题考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答案：B
14. 2014 年苏州市狠抓节能减排，严格落实“关停不达标企业、淘汰落后产能、改善生态
环境”三年专项行动计划。对此，下列评论最合适的是

A.保护环境要优先，经济建设可暂缓
B.经济建设是中心，环境污染后治理
C.生态建设力度大，持续发展促和谐
D.生态环境要保护，低碳生活靠个人
解析：此题考查可持续发展，题目较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经济建设和保护环境应同步
进行，AB 错。D 不合题意，应排除。故选 C。
答案：C
15. 2014 年以来，我国居民再度出现“炒股热”。居民通过投资股票获得的收入属于
①按劳分配
②按生产要素分配
③合法的非劳动收入
④合法的劳动收入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此题考查财产所有权。公民的合法财产包括公民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通过劳动和合
法经营所积累的财富，包括私人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是公民个人的私有财产。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不合题意应排除。股票属于非劳动收入，④不合题意，应
排除，故选 C。
答案：C
16.学习成绩中等的小军在填报中考志愿时打算报考职业中学，可是母亲却说：
“读职业中学
没出息，将来找不到体面的工作！
”如果请你劝导小军的母亲，下列理由不能支持的是
A.各行各业都需要人才，都能出人才
B.成才的关键，在于自己的勤奋努力
C.没有没出息的职业，只有没出息的人
D.只要勤奋学习，就能成为高层次的杰出人才
解析：此题考查理想与现实。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A 观点正确；任何事情成败的关
键都在于自身的努力，BC 观点正确。本题属逆向思维选择题，D 表述错误，故选 D。
答案：D
二、判断：判断以下各题的说法是否正确，正确的在答题卡上把“A”涂黑，错误的在答题
卡上把“B”涂黑。每小题 1 分，共 10 分。
17.中国古语“人无耻，无以立”
，这告诫我们做人不可以有耻辱感。
（ ）
解析：此题考查自尊自信。因为有了羞耻心，人才会节制自己的行为，会因为做
错了事感到愧疚，故题干错误。
答案：B
18. 学会生活自理是提高自身生存能力、竞争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基础。
（ ）
解析：此题考查自立自强。自立自强就是靠自己的劳动生活，不依赖别人，不安于现状，勤
奋，进取，依靠自己的努力不断向上。自立自强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一种可贵的精神。故题

意正确。
答案：A
18.只要不做法律所禁止的行为就不会违法。
（ ）
解析：此题考查法律意识。法律鼓励做的我们积极去做；法律要求的，我们必须去做；法律
禁止的，我们坚决不做。题干表述是片面的，所以错误。
答案：B
20.下图漫画中网上贩卖公民个人信用卡信息的行为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
（ ）

解析：此题考查公民的隐私权。隐私权的真谛是私生活的自由与安宁，保护正常生活不受干
扰，内心世界不被侵扰。公民有权对个人信息保密。如依法不公开自己的身体状况、家庭关
系、储蓄密码等，并禁止他人非法搜集、传播和利用自己的私人信息。由此可见题意是正确
的。
答案：A
21.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
（ ）
解析：此题考查权利意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最基本的政治权利，人身自由权是公民
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先决条件。故题干错误。
答案：B
22“法律使人不敢犯罪，道德使人不愿犯罪”这启示我们要把法治和德治有机结合起来（ ）
解析：此题考查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法律与道德相辅相成，不可分开，故正确。
答案：A
23.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其重要前提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 ）
解析：此题考查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重要前提是有法可依。故题干错误。
答案：B
24.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基本民族政策，也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 ）
解析：此题考查民族政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不是根本政治制
度，故题干错误。
答案：B

25. 2015 年是“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全面铺开的一年，世界各国朝着互利互惠的目标共同
前行，这体现了经济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发展趋势。
（ ）
解析：此题考查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也是世界经济发
展的重要趋势。故题干正确。
答案：A
26.生活理想是一个人全部理想的归宿和基础。
（ ）
解析：此题考查理想与现实。理想的内容可以分为社会理想、生活理想、职业理想、素质理
想。生活理想是人们对未来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是理想的一部分，在以上的几种理想之中，
社会理想是其它理想的前提和基础，故题干错误。
答案：B
三、简要回答：结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筒要回答问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其中第 27 题 6
分，第 28 题 8 分，共 14 分。
27.材料一：2015 年 1 月 9 日，北京人民大会堂，89 岁的“氢弹之父”于敏从国家主席习
近平手中接过“2014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荣誉证书。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是
党和国家给予科技工作者的崇高褒奖，也是一名科技工作者的最高荣耀。
(1)上述材料表明了我国正在实施怎样的发展战略？（2 分）
材料二：继荣获“2014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后，于敏又获评“2014 年度感动中国人
物”
。下表列举了于敏的一些事迹：

(2)请你运用九年级的有关知识，谈谈“于敏的事迹”对当代中学生健康成长的启示。
（4 分）
解析：
(1)此题考查我国的战略方针。这是对基本知识点的考查，依据材料可以做出正确判断。
(2)此题考查做有责任的公民，民族文化，学习理念及竞争与合作。需要综合材料知识准确
把握所学知识点。
答案：
(1)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2)①热爱祖国，忠于职守，乐于奉献；②增强民族文化认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
化传统；③终身学习；④ 增强“团队精神”
，学会与人合作。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可酌情给
分）

28. 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提出将每年的 12 月 4 日设定为“国
家宪法日”
，并明确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材料一：我国宪法第五条明确规定：
“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
触；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
律。
”此外，我国在制定普通法律时也大都明文规定：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
材料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国家。为实现这个总目标，必须坚持的原则有：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坚持人民的主
体地位”等。
(1)材料一是如何体现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 （3 分）
(2)请你运用九年级第四单元“情系祖国”的有关知识回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为什么要“坚
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5 分）
解析：
(1)此题考查宪法意识。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依据材料紧扣知识
点，分析作答。
(2)此题考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关系。难度较大。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政治
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通过科学的制度和程序，
坚持把这三者统一于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的实践中。依法治国与人民民主、党的领导是紧密联
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回答此题应着重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依据课本知识点回答即
可。
答案：
(1)“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体现了普通法律不得与宪法相
抵触；
“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
和法律”体现了宪法是一切组织或者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
“根据宪法，制定本法”体现了
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和基础。
(2)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坚持党的领导，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
核实性依法治国的基本保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本质上是人民当家做主；
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体。（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四、分析说明：结合材料，运用有关知识提取信息，分析问题并解决问题。本大题共 1 小
题，共 10 分。
29.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报告显示：截至 2014 年 12 月，中国网民数量达 6.49 亿，
其中手机网民数量达 5.57 亿。网络丰富了青少年学生的生活，但也带来了一些困扰与问
题。一些网友就此展开了讨论，现请你跟帖发言，参与其中。

(1)请你运用八年级（下）第五单元“与法同行”的有关知识，对网友“星星”的观点加
以评析。
（6 分）

(2)请你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就两位网友发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几条合理化建议。（4 分）
解析：
(1)此题考查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答题时要把握好这个知识点
进行辨别。
(2)此题考查心理道德，难度偏大。虚荣心是扭曲的自尊心，应该克服；培养良好的学习习
惯，应该自主学习，不能过于依赖网络；网络是把双刃剑，不能过于沉迷游戏，应该锻炼自
己的自控能力，同时要体谅父母的良苦用心，与父母做到真正的沟通。此题知识面较广，应
结合课本知识点综合分析。
答案：
(1)公民有权在网上发言，因为我国公民依法享有言论自由权，但认为“想说什么他人
无权干涉”是不正确的，因为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一致的；公民在行使言论自由权时，也有
履行遵守宪法和法律，保护国家秘密等义务；公民在行驶自由和权利时，不得损害国家、社
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自由和权利。认为“我们未成年人享有特权”也是不正确
的，法律是对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2)克服虚荣心；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磨砺坚强意志，善于明辨是非；学会与父母沟通，
调试逆反心理。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