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 年浙江省义乌市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
社会思品试题卷
考生须知：
1.全卷共 4 页，有 2 大题，26 小题。满分 80 分。考试时间 100 分钟。
2.本卷答案必须做在答题纸的对应位置上，做在试题卷上无效。
3.请考生将姓名、准考证号填写在答题纸的对应位置上，并认真核准条形码上的姓名、
准考证号。
4.全卷实行开卷考试。
温馨提示：请仔细审题，细心答题，相信你一定会有出色的表现！

试卷

I

说明：本卷有 1 大题，20 小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请用 2B 铅笔在“答题纸”上
把你认为正确的选项对应的小方框涂黑、涂满。
一、 选择题（每小题只有一个正确选项）
1．2008 年 11 月 7 日，庆祝神州七号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功大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
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___同志“航天英雄”称号
A 杨利伟
B 霍志刚
C 刘伯明
D 景海鹏
2．
“神 7”成功经验表明①科学技术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有力保障②我国综合国力明显增强③
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无比优越性④爱国主义是成就伟大事业的物质基础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3．2009 年 4 月 2 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二次金融峰会在▲____举行。
A 英国伦敦
B 美国纽约
C 中国博鳖
D 法国巴黎
4．小林的童话作品《老虎与老鼠》荣获全国青少年文学大赛二等奖。小林把获得的 1000
元奖金全部捐给孤儿院，这一行为体现了小林在行使
A 著作权
B 荣誉权
C 财产收益权
D 财产处分权
5．义乌数名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走进贵州省惠水县布依族山乡，为 1500 名贫困儿童捐钱捐
物。这一行动①体现了社会对未成年的保护②表明贫困儿童父母没有尽到家庭保护的责任③
解决了这些儿童家庭的贫困问题④为这些儿童继续受教育提供一定帮助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④
6．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的成就令人曙目。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①有利于促进生产
力的发展②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③有利于扩大就业④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阅读漫画，完成 7—9 题
7．漫画中消费者被侵犯的权益包括①安全权 ②知情权 ③自主选择权 ④公平交易权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8．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①体现我国依法治国的要求②保证了我国人民的食品安全③有助于
规范经营者的生产行为④体现了我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9．依据宪法出台《食品安全法》，这说明
A《食品安全法》是立法基础
B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C《食品安全法》宪法的
重要补充
D《食品安全法》是宪法的主要组成部分

2008 年 12 月 15 日，海峡两岸实现“大三通”。今年 3 月，全
国首发台湾专列从义乌启程，开赴台旅游火车专列之先河。完成 10
—11 题
10．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政治基础是
A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B 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D 坚持“一国两制”方针
11．读台湾地图，判断
A 高雄位于基隆西南，处于热带
B 台东位于台中东南，处于中纬
度
C 基隆位于台中西北，处于热带
D 台北位于高雄东北，
处于低纬度
12．中国地域辽阔，气候万千。下列叙述正确的是
A 我国位于亚洲东部，东临太平洋
B 我国西北跨度很大，地跨热带，温带和寒带
C 地形种类多样，平原面积比例大
D 气候差异显著，温带季风气候对我省影响大
13.下列关于区域与特色生活搭配的叙述，正确的是
A 新疆天山——垂直牧场 梯田文化
B 法国卢卡索——旅游业“转场”文化
C 云南元阳——引水灌田 绿洲农业
D 美国中部平原——高度机械化 商品性农业
14.汉武帝加强中央集权统治
A 直接任免地方官员
B 让地方举荐人才选用官员
C 以人为镜 重用官员 D 采用
科学制度选拔官员
15.以下对法国大革命意义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推翻了法国的封建专制统治
B 打击了欧洲一些国家的封建制度
C 显示了巴黎人民
的斗争精神
D 资产阶级共和政体最终确立起来
16.1851 年伦敦博览会是英国展示最新工业成果的盛会，陈列的展品中应包括
A 铁路设备，柴油内燃机
B 电灯泡，蒸汽织布机
C 铁路设备，蒸汽锤
D 电话
机，水力纺纱机
17.《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共同内容有
A 割地
B 赔款
C 开放通商口岸
D 开设工厂
18.吴玉章作诗：“武汉义旗天下应，推翻专制共和兴。”这一诗句颂扬的是
A 洋务运动
B 戊戌变法
C 辛亥革命
D 新文化运动
19.以下图片中，不属于同一主题的是
A 美国“9.11”事件 B 反战者向枪口插鲜花 C 把手雷做成花瓶 D 铸剑为犁
20.形成文化多样性的主要因素有①居住环境②生活条件③文物古迹④生活方式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试卷

II

说明：本卷有 1 大题，6 小题，共 50 分。请用 0.5 毫米及以上的黑色签字笔，把答案写在“答
题纸”的对应位置上。
二、 非选择题
21.（8 分）读下图，完成（1）—（4）小题。
（1）A：▲____（国家名称）；B: ▲____ (半岛名称)。（2 分）
（2）上图片所示的特色生活区域主要种植▲____（农作物名称）。（1 分）
（3）甲区域海沙连绵，乙区域绿野相连，形成两地不同自然景观的主要气候类型分别
是▲____气候和▲____气候。（2 分）
（4）图示河流▲___（填序号）三角洲盛产稻米、蚕桑、棉花，是著名的农业生产基

地；综合治理该河流的首要任务是▲___。图示另一条河流最后流经▲___（填省区简称）入
海。（3 分）
22.（8 分）阅读下列材料：
我们中国人民，半个世纪以来受尽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凌欺压……1937 年七七以后，
日寇进一步进行大规模的侵华战争，蹂躏我国土，屠杀我同胞，兽蹄所至，庐舍为嘘。日本
帝国主义给予我中华民族的损失和耻辱，实在是书不胜书。现在这个万恶的敌人，已被中，
苏，美，英的联合力量所打倒了。中华民族已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了。日本帝
国主义对我中华民族独立生存的严重威胁已被消除。半个世纪以来，我中华民族所受的奇耻
大辱，血海深仇，现在报仇血耻了。这的确是我中华民族百年未有的大事，值得全国同胞的
热烈庆祝。
——1945 年 9 月 5 日《解放日报》社论：
《庆祝抗战最后胜利》
请回答：（1）
“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哪些重大侵华事件？（4 分）
（2）材料告诉我们，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是什么？（1 分）
（3）根据材料回答，抗日战争胜利具有哪些重大意义（不得摘抄原文）？（3 分）
23.（9 分）为了更好的了解我国及义乌本地的人口 ，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状况，某校 906
班 同学分三小组进行了资料收集和社会调查。
（1）第一小组同学在网上收集到一张统计图（见右图）
请帮助回答：
统计图呈现了哪两种人口变化现象？出现图中折线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什么？（3 分）
（2）第二小组同学从义乌市统计局了解到，本市现有常住人口 180 万（其中本地人口
72.4 万）。2008 年完成公路客运量 6213 万人次、货运量 3535 万吨，完成集装箱作业量 40
万标箱，机场班机起降 5312 架次，市场成交额 89.3 亿元，年末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047.6
亿元。
请根据以上调查材料回答：你认为义乌经济发展具有哪些优势？（2 分）
（3）第三小组同学来到市民广场（当时一场文娱活动刚刚结束），广场上人来人往，塑
料盒、塑料袋、果皮纸屑随处可见，清洁工扫之不及。
请回答：①第三小组同学采用了哪一种社会调查方法？（1 分）
②他们的调查结果反映出哪些社会问题？针对这些问题，你该怎么做？（3 分）
24.（8 分）材料一：2008 义博会组委会决定招募志愿者 700 名，几天之内报名者达 5000
多人。组委会通过面试等方式，最终择优录用了 700 名志愿者。这些志愿者绝大多数来自义
乌工商学院，浙江师范大学，浙江大学等院校。
材料二：展会期间，冷空气南下。志愿者坚守岗位，每天从早上 8 点站立服务到
下午 5 点，始终带面带笑容，热情服务。全体志愿者共同努力，出色的完成了义博会的志愿
者任务，充分展示了当代青年的良好精神面貌。
请回答：（1）材料一表明，志愿者应具备怎样的良好素质？（3 分）
（2）材料二中志愿者的行为体现了哪些优秀的心理、道德品质？（4 分）
（3）根据图片设计一个标题（要求：8 字以内）。（1 分）
25.（8 分）材料一：小张在闹市区疯狂飙车，导致在人行横道上行走的李某当场死亡。事
发后小张驾车逃离现场。
材料二：该事件暴光后，网友纷纷发帖谴责，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大交通管理力
度，严惩飙车行为，维护行人安全。
综合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
（1） 材料一中，小张的行为属于哪一性质的违法行为？这一行为的最本质特征是什
么？（2 分）
（2） 请从履行公民法定义务的角度对小张的行为进行分析。（2 分）

（3） 材料二中，网友形式了公民的哪项政治权利？对社会带来怎样的积极影响？（4
分）
26.（9 分）材料一：2006 年——2008 年义乌经济发展状况（增长率）
年份

GDP

2006

15%

2007

15.7%

2008

12.1%

外贸出口
22.8%

财政总收入

工业产值

28.1%

19.3%

24.9%

31.2%

21.3%

13.9%。

17.5%

8.2%

材料二：2008 年华尔街发生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
材料三：2008 年下半年以来，许多企业陷入困境纷纷裁员，义乌一些企业在危中找机，
加大对产品的研发力度，提升产品质量；引进国际先进企业管理模式，有效提高员工工作效
率；从传统的销售方式积极向电子商务转变；依托义乌的市场优势，努力开拓国内市场。今
年 3 月开始，义乌小商品景气指数上扬，企业出现回暖。
材料四：温家宝总理在视察义乌私营企业时指出，浙江民营企业的特点可以用十个大字
概括：“开拓、创新、坚韧、吃苦、灵活”，坚持这十个字，我们一定能度过眼前的困难。
请回答：（1）材料一反映了什么经济现象？与材料二之间有何内在联系？（3 分）
（2）根据材料三概括，义乌企业是怎样在危中找机、促进经济回暖的？（4 分）
（3）温家宝总理的讲话能为义乌企业回暖起到什么作用？（2 分）

浙江省 2009 年初中毕业生学业考试（义乌市卷）
社会*思品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一、选择题（每小题 1.5 分，共 30 分）
1.B
2.A
3.A
4.D
5.D
6.D
7.B
8.C
9.B
10.A
11.D
12.A
13.D
14.B
15.D
16.C
17.B
18.C
19.A
20.C
二、非选择题（有 6 小题，共 50 分）
21.（1）索马里
印度半岛（2 分）
（2）水稻（1 分）
（3）热带沙漠（气候）
亚热带季风（气候）（2 分）
（4）②
防洪
鲁（3 分）
22.（1）甲午侵华战争；参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
（4 分）
（2）反法西斯力量（中、苏、美、英等国）的联合打击（1 分）

（3）中华民族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奴役（消除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独立生
存的威胁）；洗刷了民族耻辱；是中华民族百年来反侵略斗争的首次完全胜利。（3 分）
23.（1）（2001—2007 年，我国）人口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总人口在逐年增加。国家实
行计划生育政策。（3 分）
（2）劳动力充足，交通便捷，贸易发达（市场广阔），资金雄厚。（2 分）
（3）①实地调查（考察）法。
（1 分）②环境问题：人口对环境造成污染；人口问题：
人口素质低（缺乏环保意识、卫生习惯差等）。
（2 分）做好环保宣传；自觉保护环境等。
（1
分）
24.（1）较高的文化水平，竞争的意识、应变的能力、端庄的仪表等。
（3 分）
（答出其中
三个要点即给满分）
（2）心理品质：坚强的意志、乐观的精神；道德品质：敬业奉献（热心公益、社会服
务）、团结合作（团队精神）。（4 分）
（心理、道德品质各两分）
（3）“志愿者在行动”等。（写出其它符合题意的标题也可）（1 分）
25.（1）刑事违法行为（犯罪）。（1 分）严重社会危害性。（1 分）
（2）没有遵守交通法规，没有关爱（尊重）他人生命健康。（2 分）
（3）监督权（批评、建议权）。
（1 分）有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有助于维护社会
的公平正义；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等。
（3 分）
（答出其它符合题意的要点，也可酌情给分）
26.（1）2006 年以来义乌经济持续增长，2008 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2 分）金融风暴影响
义乌经济发展。（1 分）
（2）科技创新（强化质量）；加强管理；采用新的销售方式（发展电子商务）；开拓市
场。
（4 分）
（如照抄材料原句最多得 2 分，部门照抄、要点全面符合题意可得 3 分，概括全
面合理得 4 分）
（3）增强信心，为企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2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