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四川省自贡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共 27 分）
1. 2013 年 10 月 2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的决定，新法于 2014 年 3 月 15 日开始施行。修改后的消法增加规定：经营者采用
网络、电视、电话、邮购等方式销售商品，消费者有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之内退货，且
无需说明理由，赋予了网购消费者“后悔权”
。这说明
A.我国法律体现了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和意志
B.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特殊行为规范
C.我国法律是对全体人民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D.法律同道德、纪律一样，都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法律的特征。我国法律本质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利益，全体社会
成员包括人民和敌人，故 A 错误；C 错误，法律约束力是全体社会成员；靠国家强制力实施
的是法律，D 错误；B 符合材料且正确。
答案：A
2.近年来，玩微信成为一种生活新常态。微信借助互联网发送短信和语音，且不收费，因此
成为了人们常用的通讯方式，也被很多青少年视为“交友利器”
；但是，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微信造谣传谣、实施网络交友、求职、购物作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微信也成了“危信”
。为
此，我们青少年应该

①树立安全意识、自我保护意识
②远离网络微信，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
③时刻牢记网络微信交往的道德和法律规则
④要学法、知法、守法，善于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
A.①②③④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对待网络交往，我们青少年应该怎么办。网络交往优势，如快捷、
方便，扩大了交往面，开阔了眼界，实现自身价值等，故②远离的做法不可取，①③④符合
文明上网要求。
答案：C
3.维护少年儿童的合法权益是全杜会的责任。我国法律规定，保障未成年人各项合法权益有

四条基本途径。在下列事例中，违反了我国对未成年人的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
司法保护有关规定的是
A.16 岁的九年级学生小华银学随父母外出打工
B.16 岁的九年级学生小强到网吧玩游戏，被网吧工作人员拒绝
C.15 岁的八年级学生小明因在课堂上与同桌打闹，被老师批评
D.15 岁的八年级学生小洪抽烟被父亲发现后，香烟被没收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内容。A 违反了家庭保护；B、C、D 分别符合社
会、学校和家庭保护。
答案：A
4.几十年来，联合国有关部门创立了很多有关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纪念日。下
列联合国创立的有关环保纪念日的表述，正确的是
A.3 月 22 日，世界林业日
B.4 月 22 日，世界环境日
C.5 月 31 日，世界无烟日
D.6 月 5 日，世界地球日
解析：时事题，选 C。
答案：C
5.水资源是基础性的自然资源和战略性的经济资源，节约用水无小事。在我们家庭生活中，
一水多用的好方法有
①可以用洗菜的水浇花、冲厕所
②可以用洗衣的水洗拖把、擦洗地板
③控制水龙头流量，水龙头随开随关
④减少洗衣机使用量，尽量手洗小件衣物
A.①②
B.①②③④
C.②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节约资源的办法。一水多用只要不产生负面影响即可，每种方法
都有利于节水。
答案：B
6.“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这句话对我们中学生成长的启
示是
A.承担责任、服务社会
B.树立理想、孜孜追求
C.志存高远、自强不息
D.艰苦朴素、勤俭节约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艰苦奋斗精神。前半句寓意勤俭节约，后半句寓意艰苦朴素；其
它不符合题意。
答案：D
7. 1979 年-2012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 9.8%,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速只有 2.8%。

1978 年，我国经济总查仅位居世界第十位；2010 年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
大经济体。取得上述成就的原因有
①我国坚持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②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没有根本改变
③市场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
④我国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A.①④
B.②③
C.②③④
D.①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总量的增长得力于多个方面，其中主要
原因 就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改革建立和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①④正确符合题
意；②正确不符合题意；③错误，公有制经济是基础。
答案：A
8. 2015 年 3 月，李克理在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
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这表明
A.民营企业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B.我国各种所有制经济各有优势，共同发展
C.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D.发展壮大非公有制经济对于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具有关键性作用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正确认识。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A 错误；B 不符合材料；D 错误；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具有关键性的作用，C 是对非公制经济地
位的正确表述，符合题意。
答案：C
9.某村村民委员会探索的“议题收集、会议讨论、投票决策、组织实施、评议督导”五阶段
决策模式，使村民参与重大村务决策制度化、常态化。这种模式
①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行动
②有利于村民更加真切地感受民主、实践民主
③生动地展示了我国政治协商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④有利于保障农民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开展自治活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民主政治建设 。材料中的模式有利于发扬民主，保障民主权利，
是促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具体表现；政治协商制度是指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政党、各人民
团体、各少数民族和社会各界的代表，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为组织形式，经常就国家的
大政方针进行民主协商的一种制度，故③不符合题意，①②④正确。
答案：B
10. 2015 年全国两会共同描绘了“穿得暖、吃得饱，有房住、有医保，能上学、能养老，
权益多、烦恼少，山水美、空气好”的新蓝图。实现新蓝图的根本途径是

A.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坚决维护宪法权威
B.坚持民族平等原则，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C.持续增进民生福扯，坚决把民生底线兜住兜牢
D.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就是发展，即 D，
其它选项只是蓝图的必要条件，不是根本的办法。
答案：D
2014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健之年，是全面推
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回答 11-12 题。
11.习近平强调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
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这说明改革开放
A.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整体面貌
B.是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C.是我国谋划发展的根本依据
D.是我国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改革开放的重要性。四项基本原则是科学发展的执政基础，谋划
发展的根本依据是基本国情，基本国策是对外开放，故 A 正确。
答案：A
12.法治，既是国家提升治理能力的利器，也是每个公民权利和力量的源泉。在现代法治社
会里，作为一名合格公民应该具有的法律基本素养是
A.培养自己的参政议政能力
B.正确行使权利，自觉履行义务
C.尊重法律，追求公正
D.善于运用法律武器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公民应该具有的法律基本素养。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
用法律的能力。法律素养包含三层含义：一是指法律知识，即知道法律相关的规定；二是法
律意识、法律观念，即对法律尊崇、敬畏、有守法意识，遇事首先想到法律，能遵守法律的
规定、履行法律的判决；三是法律信仰，即个人内心对于法律应当被全社会尊为至上行为规
则的确信，这是对法律认识的最高级阶段。据此可见 A B C D 都是应有的法律素养，但最基
本的素养是 C。
答案：C
13.四项基本原则是党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之一。下列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中，正确
的是
A.它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
B.它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
C.它是立国之本，各项工作 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四项基本原则
D.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经受严峻考验、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最可靠保证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各项工作要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党的基本路线是最可靠保证，故 B 正确。
答案：B

14.实行计划生育，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我国制定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的主要依据是
A.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
B.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C.人口基数大，人口素质偏低
D.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A 是根本依据，B 是具体要求，C 是主要
依据， D 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答案：C
15.2004 年我国高铁建设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代，在经历“引进、吸收、再创新”的高铁发
展之路后，如今，高速铁路运营总里程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拥有世界一流的高铁技术，到
2014 年 11 月，我国高铁列车核心技术实现由“国产化”向“自主化”的转变，高铁列车实
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跨越。这说明我国坚持实施的战略是
A.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B.科技进步与科技创新
C.对外开放与科学发展
D.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材料关键词“国产化”到“自主化”
，
“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都充分说明科教兴国与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性，其它选项不是
战略。
答案：D
16.Z 市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依托旧祠堂、古书院、大会堂等场所，建设集教育、礼仪、
娱乐为一体的村级文化阵地综合体—文化礼堂，让农民群众在“身有所栖”的同时“心有所
寄”
。从“发展先进文化”角度看，建设文化礼堂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有
①有利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
②有利于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③有利于发展教育科学文化
④有利于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
A.①②④
B.①②③④
C.①②③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文化建设的意义。根据建设文化礼堂的内容，涉及到精神文明的
方方面面，如旧祠堂民族精神、古书院文化建设、大会堂思想道德建设等，每个选项正确且
符合题意。
答案：A
17.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唤醒了我们关于传统美食的记忆，从这部纪录片里，有人
看到了美食，有人看到了乡愁，有人看到了传承，有人看到了国魂。这表明
A.我们在生活中要尊重不同民族的饮食习俗，努力消除文化差异
B.每一种美食，丰富了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集中体现了世界文化的融合
C.不同的饮食习惯、民俗风情等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传统文化的具体体现

D.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让中华文化在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 中独具生机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中华文化的特点。A 文化差异的存在是客观存在的，消除文化差
异是错误的；B 舌尖上的中国展现的是民族文化，没有体现世界文化的融合，故排除； 从
我国饮食文化看到乡愁、继承、国魂，说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C 正确且符合题意；舌尖
上的中国展示传承的是民族文化，没有体现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流，D 不符合题意。
答案：A
18.一年来，被誉为“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的中国书写了特色大国外交的华彩篇
章：习近平等国家领导人出访多国，出席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亚欧
首脑会议等重大活动；成功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博鳌亚洲论坛；
积极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这表明
①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
②对外交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③中国与各国的交往合作越来越紧密
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大国形象日益彰显
A.①②③
B.①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我国对外政策和国际地位。材料中的举措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
增进了合作交流，展示了负责任大国形象，故①③④正确；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②
错误。
答案：D
二、非选择题（共 13 分）
综合所学初中《思想品德》教材有关内容，按照要求准确补充或简要回答下列问题。
19.美好时代。
（3 分）
材料一：
《我们的美好时代》歌词节选：天蓝蓝，岁月如歌，山水同唱；地宽广，国富民强，
收获希望；梦已固，好事连连，好运长长；想成真，书写华章，日子旺旺；我们的时代在美
好中畅想。
(1)“国富民强，收获希望”
，
“我们的时代在美好中畅想”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是_____。
（1 分）
(2)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什么？（1 分）
材料二：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于 2014 年 10 月 23 日在北京闭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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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称《决定》）。
《决定》规定，
坚持依法治国首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同时将每年 12 月 4 日定为国家宪法日。
(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施依法治国的中心环节是什么？（1 分）
解析：本题综合考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根本政治制度和依法治国等相关基础知
识，结合所学知识直接作答即可。
答案：(1)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2)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3)有法必依。

20.美丽家园。
（3 分）
材料一：自 2012 年党的十八大首提“美丽中国”以来，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
“环境就
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等“习式生态词汇”广为人知。2014 年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
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1)上述材料表明，走可续发展之路，要求我们要树立一种新的观念。这种新的观念是什么？
（1 分）
(2)建设“绿水青山”
、
“天蓝水净”的美丽家园，是我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和向往。要
实现这一美好愿望，必须坚持___________的基本国策。
（1 分）
材料二：低碳生活是近年人们生活方式中出现的热词。所谓低碳生活方式，是指环保、健康
的生活方式。实践低碳生活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要从小事做起。
(3)从低碳出行角度，我们应如何实践低碳生活方式？（答出两种即可，1 分）
解析：本题考查可持续发展战略。第(1)问，由材料中的“绿水青山、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等关键信息可知是生态文明观；
第(2)问，建设“绿水青山”
“天蓝水净”的生态文明，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
国策；
第(3)问答案开放，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作答，符合低碳主题、切实 可行即可。
答案：(1)生态文明观。
(2)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
(3)如尽量骑自行车、乘公交或步行等。
21.美好生活。
（3 分）
材料一：Y 县张大爷家住农村，关于吃，他能说出很多顺口溜。小时候是“南瓜北瓜，天天
吃它，无油少盐，稀稀呱呱。
”现在，他常念叨：
“70 年代吃肚饱，80 年代吃味道，90 年代
吃品质，今天我们不仅吃健康，而且要绿色。
”
(1)材料一所描述农民的生活变化主要说明了什么道理？（1 分）
材料二：
“取之有度，用之有节”才能享有美好生活。观察下边漫画。

(2)漫画“向中国式剩宴说不”
，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引导人们珍惜劳动成果、节约资源的作
用。珍惜劳动成果，就是的具体表现。
（1 分）
(3)社会生活需要秩序，秩序来自规则。法律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规则，在生活中对某
些涉及个人或集体之间的重要利益的纠纷、涉嫌违法的纠纷，必须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时，
法律具有__________、解决人与人之间的纠纷或矛盾的作用。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改革开放、珍惜劳动成果、法律的作用等知识点。材料中农民生活从上世纪
70 年代、80 年代、90 年代一直到今天的巨大变迁从一个侧面表明了改革开放使农民富了起

来，是强国之路。
答案：
(1)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
(2)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
(3)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22.美丽人生。
（4 分）
材料一：百姓茂言：人生最精彩的不是实现梦想的瞬间，而是坚持梦想的过程；把一切平凡
的事做好即不平凡，把一切简单的事做好即不简单。
材料二：我知道什么是劳动：劳动是世界上一切欢乐和一切美好事情的源泉。
——高尔基（前苏联作家）
(1)【人生规划】
“我喜欢，我选择”
，每个人都希望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①_______常常成为我们作出选择的依据。展望未来，在即将踏上新的旅程的时候，我们除
了考虑自己的愿望和条件外，更应该结合②______作出正确的选择。（本小题中的①②为答
题顺序番号，2 分）
(2)【人生理想】人生的理想虽然有千万种，但是，理想实现的过程就是改变现实的过程，
将理想转化为现实的条件就是_________。
（1 分）
(3)【人生价值】生命的意义与劳动息息相关，没有劳动、__________，谈不上有任何意义
和价值；生活，因劳动而精彩。
（1 分）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合理选择、实现理想、热爱劳动，考查学生对基础知识的记忆能
力，结合所学直接作答。
答案：(1)①兴趣和爱好②社会的需要
(2)艰苦奋斗，积极实践
(3)不热爱劳动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