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高三湖北省襄樊市襄阳五中五月联考试题政治
一、非选择题
12.图 4 反映的是在一定时期内 M 商品的供求量(Q)随价格(P)变化的情况。
曲线 D(指 D0、D1、
D2)为需求曲线，S 为供给曲线，E 为 M 商品的均衡价格。假定其他条件不变，下列情况中关
于均衡价格 E 变动的描述正确的有

①当居民当前可支配收入增加时，会导致均衡价格 E 向 E1 移动
②当居民收入预期不确定时，会导致均衡价格 E 向 E1 移动
③当 M 商品未来预期价格上涨时，会导致均衡价格 E 向 E2 移动
④当 M 商品的互补商品价格上涨时，会导致均衡价格 E 向 E2 移动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当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加时，购买力增加，需求量会有所增加，供给量也会相应增加，
即 E 向 E1 移动，故①符合题意，可选；居民收入预期不确定，需求量会有所减少，此时价
格会有所下跌、供给量相应减少，故 E 不会向 E1 移动，故②说法错误；当 M 商品价格上涨
时，商品需求量会有所减少，但供给量相应会增加，故 E 不会向 E2 移动，故③错误；当 M
商品的互补商品价格上涨时，该商品的需求量会有所减少，价格会有所下跌、供给量相应减
少，会导致均衡价格 E 向 E2 移动，故④正确。
答案：D
13.某商业银行 20 13 年共吸收存款 5 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利率 4%；各种服务收入 130 万元，
发放贷款 4.5 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利率 11%，这一年中该银行共支付职工工资、奖金等 500
万元人民币，其他开支 130 万元人民币。这一年该银行利润是人民币。
A.3500 万元
B.2450 万元
C.2950 万元
D.2320 万元
解析：{（45000 万元（4.5 亿元）×11%）-（50000 万元（5 亿元）×4%）+130 万元}-500

万元-130 万元={4950 万元-2000 万元+130 万元}-630 万元=2450 万元。故答案选 B。
答案：B
14.2014 年 3 月，某市公共自行车服务系统正式运营，市民办理租车卡后就可以在市区任意
网点租用公共自行车，既方便实惠又低碳环保。市民租用公共自行车
①坚持了绿色消费原则
②获得了自行车的部分价值
③是受市场调节的表现
④加重了该市公 共财政负担
A.①③
B.①②
C.②③
D.①④
解析：租用公共自行车“低碳环保”
，坚持了绿色消费原则，故①符合题意；市民因为“方
便实惠”而租用公共自行车，这是市场调节资源配置的体现，故③正确。租用自行车获得的
是自行车的使用价值，不是价值，故②说法错误；公共财政有调节资源配置的作用，题干中
做法不能说加重财政负担，故排除④。
答案：A
15.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出口贸易上不仅强调继续稳定一般性产品出口，还全力支持中国装
备、中国技术走出国门。目前，中国企业在铁路、能源、基建、工程等方面的“走出去”步
伐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积累了一定经验。中国高端装备“走出去”
①助推了中国产品的出口升级
②提升了高端装备的技术水平
③改变了中国对外开放总格局
④促进了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中国不仅继续出口一般性产品，还全力支持高端装备“走出去”
，这有利于出口产品
的升级、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故①④符合题意。高端装备“走出去”并不一定提升技术水
平，也没有改变对外开放总格局，故②③不合题意，应排除。
答案：D
16.2013 年，中央首次明确了改革纪检双重领导体制；启动了问责巡视制度，发现不了问题
或发现了不报将被认定为失职或渎职；推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一些地方的书记可能
会因为反腐不力 被问责……制度反腐的架构在一项项推进。之所以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
子里，是因为
①权力缺少制约和监督往往会被滥用
②限制和削弱权力才能保证权为民所用
③用制度约束行政权力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
④制度能够规范权力运行，从源头预防腐败
A.①④

B.②③
C.①②
D.③④
解析：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就是加强制度对政府权力的监管，这有利于防止权力滥
用，从源头上预防腐败，故①④正确。②说法错误，加强制度对权力的监管并不是限制和削
弱权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方向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非约束行政权力，
故③错误。
答案：A
17.有的人长期监督公车私用，有的人协调解决广场舞噪音扰民，…越来越多普通群众自发
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这些做法
①说明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取决于公民意识的觉醒
②说明民主管理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有效途径
③体现了人们的公民意识不断增强
④说明人们在践行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社会公共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政府切实履行职能，①说法错误；材料中公民参与社会公
共问题的解决并不是民主管理，民主管理的途径是村民自治和城市居民自治，故②说法错误。
普通群众“主动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体现了③④。
答案：C
18.2013 年 9 月，第四次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研究了推动就业、教育、
人才等重点工作，强调努力开创援疆工作新局面，进一步推进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
国家做好对口援疆工作
①为实现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②有利于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
③是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必然要求
④是落实民族区域自治，统筹区域发展的必要举措
A.①②
B.①③
C.②③
D.②④
解析：做好对口援疆工作，有利于实现新疆的繁荣发展，从而协调人民内部矛盾、维护国家
统一和安全，故②③符合题意。民族平等是民族团结的政治基础，故①错误；④说服不准确，
对口支援新疆并不是统筹区域发展的必要举措。
答案：C
19.互联网时代新成长起来的“微公益”，强调人人从微不足道的公益事情着手，用自己的善
举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将人们的爱心汇集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
“微公益”
：
①丰富了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形式
②反映了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

③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④提升了公民思想道德修养
A.①②
B.①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材料中的“微公益”是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的形式之一，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助人为乐的要求，故①③符合题意。中华文化的包容性即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微公益”
并没有反映这一点，故②不符合题意；“微公益”并不一定提升公民的思想道德修养，故④
应排除。
答案：B
20.物理学家指出：物体能否被看成质点，取决于它的形状和大小在所研究问题中是否可以
忽略不计。比如，两个人打电话时，对方说：我现在在北京，当你听到这个消息时，你是否
会关注他的手怎么摆放，他此时是站着的还是坐着的？就是说，他身体形状对结果的影响可
以忽略。这体现的哲学思维是
①坚持从事物的个性中把握共性
②要坚持从局部入手认识整体
③认识事物要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④解决复杂问题时要突出重点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审读材料可知，当某人在北京时，他的具体身体形状可以忽略，我们关注的只是他是
否在北京，这体现了要抓住重点，同时也说明要从多种多样的“个性”中把握其“共性”
，
故①④符合题意。材料没有体现从局部入手认识整体，故②不选；材料体现的是主次矛盾问
题，而非矛盾主次方面，故③不符合题意。
答案：C
21.3D 打印又称三维打印，其理念起源于 19 世纪末，在 20 世纪 80 年代数字技术进步的带
动下得以实现，进入 21 世纪以来，3D 打印产业初步形成并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这种“上
上个世纪的思想，上个世纪的技术，这个世纪的市场”体现了：
①人们的真理性认识具有反复性和无限性
②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
③人类的实践活动是历史的向前发展着的
④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具有历史差异性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②③
解析：3D 打印的理念在数字技术进步的带动下得以实现，并显示了巨大的发展潜力，说明
人类的实践是不断发展的，理论创新推动了技术变革及社会发展，故②③符合题意。材料不
仅仅是体现人类认识的发展，且没有体现反复性，更没有体现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的历史差

异性，故排除①④。
答案：D
22.不论家长还是老师，常常用成人的眼光看待孩子，用成人的思维理解孩子，用成人的标
准要求孩子。岂不知，从孩子的角度看事情，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正是儿童教育应当遵循
的基本规律。
“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说明
①换位思考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必要条件
②认识和改造世界应遵循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③社会实践的具体形式是多样的
④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客观规律性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解析：
“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说明要从实际出发，尊重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②④符合题
意。①说法错误，实践是获得正确认识的必要条件；③说法正确，但题干材料没有体现实践
形式的多样性，故排除。
答案：C
23.中国冰川学家和气候学家秦大河，长期从事冰冻圈与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多次主持赴南
北极和喜马拉雅等地的科学考察，提出冰冻圈科学理论框架，并以此指导冰冻圈相关问题的
研究。2013 年 10 月，他获得了被誉为环境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诺贝尔奖”——“沃尔沃
环境奖”
。秦大河的经历表明
①人生价值在于奉献社会并得到社会的承认
②投身实践是实现人生价值的根本途径
③从事科学研究能更好地实现人生价值
④要在个人与社会的统一中实现人生价值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①说法错误，人生价值在于对社会的奉献，即使得不到社会承认，是有价值的；③说
法也错误，实现人生价值不一定都要从事科学研究。秦大河长期从事科学研究、投身社会实
践，为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实现了人生价值，故②④符合题意。
答案：D
二、非选择题
38.（26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中国共产党十八二中全会公报强调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加
快形成权界清晰、分工合理、权责一致、运转高效、法治保障的国务院机构职能体系，切实
提高政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经
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做好政府工作，必须
加强自身改革建设。按照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加快建设法治政府、
创新政府、廉洁政府，增强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努力为人民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材料二：在中国经济舞台上，这是一道前所未有的景观。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来最重要的两
个成就，一是制度创新，二是企业家阶层崛起。在制度建设上，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企业家阶层与市场经济体制相伴而生，中国企业家既是每一个时代的先行者和“弄
潮儿”
，又是推动时代变革、重塑中国面貌的重要力量。35 年企业家成功转变如下表：
转变项目

早期

现在及未来

企业治理

人治

法治

决策思维

拍脑袋

科学决策

盈利方式

血汗钱

聪明地赚钱

竞争市场

国内

国际

商业模式

资源与关系

创新与合作

经营理念

赚钱

发展与社会责任

企业家地位

跑龙套

二号角色

(1)结合材料一，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在处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应如何提高政
府管理科学化水平。
（12 分）
(2)结合材料二和 所学《经济生活》知识，分析在推动中国企业国际化竞争时代企业家如何
成功赢得竞争地位。
（14 分）
解析：第(1)问属于措施类题型，设问规定用政治生活知识，要求回答提高政府科学管理水
平，因此，应从政府履行职能、坚持对人民负责、建设服务型政府以及科学决策等角度分析。
第(2)问也属于措施类题型，设问规定为经济生活知识，考查的实际是企业如何经营成功，
但本题要结合材料二特别是图表中中国企业家成功转变的内容出发，逐条分析企业应如何经
营成功。
答案：(1)①转变政府职能，在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主要履行好公共服务、市场监管、
社会管理、环境保护等职能。
②建设服务型政府，增强服务意识，坚持对人民负责的原则，用政策来引导，让市场来决定。
③科学决策，审慎用权，增强决策的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使决策更好地反映民意、集中民
智、爱惜民力。
（每个要点 4 分，共 12 分）
(2)①必须通过加强企业管理，减少经营中的人为因素；(3 分)
②提升企业的发展能力与影响力，科学决策，使企业不断发展；（3 分）
③用自己的专业经验赚取聪明钱，要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际视野，参与国际竞争，壮大企
业实力；
（4 分）
④处理好企业家与员工的关系，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与社会责任；转变社会角色，提升企
业家形象与品质。
（4 分）
39.（26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北京高考英语降分的方案，因为事关高考改革的方向，在 H 地区也激起巨大的争议，赞同和
反对者都不在少数。
支持英语降分的人认为：
“在高考的指挥下，英语和语文 、数学有并列地位，实际上是语文地位最弱。英语则因非
母语难掌握而成为学生用功甚巨的科目。由此造成一种怪状，中国人写不好汉语不必在意也
不必脸红，而考不好英语，却事关重大。
”

“高考降低英语的分值，并非取消英语，而是将英语拉下神 坛，还回其工具属性。
”
“高考降低英语的分值，不会使穷孩子不利。
”
“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否有深度掌握英语的必要，将取决于个人需要，无须每个人都以熟练
掌握英语为假想目标去用功。
”
……
反对英语降分的认为：
“削弱英语地位会加剧教育‘贫富分化’。
”
“如果中国的公立教育持续削弱英语的地位，只会导致精英群体更快逃离应试教育体制，更
早出国留学去。
”
“融入全球化经济竞争是发展的必然之路，在这一背景之下，以弱化英语地位的代价来抬升
所谓国学，实在不是智慧之举。
”
……
(1)你是赞成还是反对高考英语降分？请用《文化生活》有关知识阐明理由。
（10 分）
(2)新民网评论员指出：中小学英语教学因为重视分数，忽视语言交流功能，近年来饱受公
众质疑。改革现有的僵化教学模式，让英语回归语言交流工具，比降低英语考试分数更重要。
结合材料，说明改革英语教学向社会传递正确的信号是如何体现辩证否定观的。（12 分）
(3)尽管人们看法不一，但都应秉持对教育 公平的正确价值取向。假如你是争论的一方，在
争议中应该坚持怎样的方法论原则。
（4 分）
解析：第(1)问属于评析类题型，综合考查学生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分析观点的能力。解答
本题，首先要根据材料中双方的观点，选择合适的原理予以分析，注意要从赞成和反对两方
面分别分析。第(2)问属于体现类题型，考查知识具体。解答本题，要多方面阐述辩证否定
观原理，同时要紧密结合题中改革英语教学的观点进行分析。第(3)问属于措施类题型，考
查哲学关于价值选择的方法论，即如何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解答本题要明确无
论争论的哪一方，都应该站在人民利益立场上，遵循客观规律。
答案：(1)赞成。
（2 分）文化是综合国力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重要精神武器，语文
增分，英语降分利于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2 分）文化影响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交往行为，
让英语回归语言交流工具，会促进人的成长和发展；
（2 分）传统文化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基
石，语文增分，英语降分，对传承中华文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2 分）中华文化博大精
深、源远流长，语文增分，英语降分利于让人们感知中华文化的力量，提升中华文化的竞争
力。
（2 分）
（学生若从其他角度做答，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但不得超过此题分值）
反对。
（2 分）每个人的文化素养不是天生的，而是逐步培养出来的，降低英语分值会降低
人们的英语素养；
（2 分）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交融，降低英语分值会削弱我国的综合国力；
（2 分）文化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尊重文化的多样性的正确态度是既要认同本民族文化，
又要尊重其他民族文化，降低分值不利于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2 分）中华文化具有包
容性，降低分值不利于各民族文化的交流。
（2 分）
（学生若从其他角度做答，言之有理可酌
情给分，但不得超过此题分值）
(2)辩证的否定是发展的环节，让英语回归语言交流的工具，是英语教学改革的根本途径；
（3 分）辩证的否定是联系的环节，降低英语考试分数并非取消英语教学，而是保留其原有
的积极因素；
（3 分）辩证否定的实质是扬弃，既不能简单的肯定一切，也不能简单的否定
一切，改革现有的僵化教学模式，并不是简单的取消英语教学；（3 分）改革英语教学向社
会传递正确的信号体现了辩证的否定观要求我们必须树立创新意识。（3 分）
(3)站在最广大人民利益立场上看待教育公平（2 分）
；遵循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教育规律
推进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