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天津卷）政治
1.党的十八大明确指出，到 2020 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 2010 年翻一番。这一目标的提
出，体现了“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原则，顺应了人民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盼。
实现居民收入倍增
①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②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③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要求
④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根本措施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考生对知识的理解和运用能力。难度中等。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既要做大“蛋
糕”又要分好“蛋糕’
，选项①②正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二 O 一 O 年翻一番，选项③正确；大力发展生产力是促进收入分配改革
的基本措施，选项④错误。故答案选 A。
答案：A
2.在新一代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浪潮下，全球许多名骚一时的大企业陷入困境；曾作为无线通
信代名词的摩托罗拉被他人掌控；家电行业先驱索尼，松下和夏普巨霸亏损；原来全球最大
的智能手机平台塞班系统，如今只剩下 2.6%的市场份额。这些案例表明
A.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储备，是企业长盛不衰的重要保障
B.缺乏国家必要的技术规划，是企业由盛而衰的主要原因
C.缺乏用于技术创新的资金投入，是企业竞争失利的根本原因
D.适应市场发展趋势的技术创新，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关键因素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及知识运用的能力，难度中等。依据材料，全
球的名企业在新一代互联网技术的浪潮下纷纷陷入困境，说明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必须适应
市场发展趋势，不断进行创新，D 项正确；A、B 项衰述正确，但材料未体现，不选；提高自
主创新能力是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根本原因，C 项错误。故答案选 D。
答案：D
3.下图是 2004-2012 年我国对外贸易指标，图中数据显示

A.产品进口优化了国内的产业结构
B.产品出口拉动了我国经济的增长
C.我国国内市场竞争的国际化趋势增强
D.我国“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加快
解析：本题专查学生读图分析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解答本题的关键要理解图表的
意思。图表表明 2004——2012 年间，我国的进出口数额整体上呈上升趋势，这表明我国国
内市场竞争的国际化趋势增强，C 项正确；A、B、D 说法正确但材料未体现，不选。故答案
选 C。
答案：C
4.茶文化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东方美人”是台湾苗粟出产的一种名茶，它由当地客家人
种植，是被小绿叶蝉咬过的乌龙茶叶。很久以前，英国女王偶人品尝到此茶，将悬在茶杯里
的茶叶赞叹为“正在跳舞的东方美女”，茶名由此而得，这种茶的曼妙之处还在于可用冰水
浸泡，透过冰滴壶，一滴滴冰水滤过茶叶，茶汤香气馥郁，色若琥珀。这表明
A.文化对社会法阵有重要影响
B.人们在时间中创造并享用文化
C.文化能够增强人得精神力量
D.人们的实践受到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思的能力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材料中关于“东
方美人”茶的种植过程及用途的阐述，表明人们在实践中创造文化，英国女王品茶时的赞叹
及喝茶时所获得香气馥郁、色若琥珀的感受，表明人们在享用文化，B 项正确；C 项说法片
面化，不选：A、D 表述正确但与材料无关，不选。故答案选 B。
答案：B
5.“虽然不言不语，叫人难忘记，那是你的眼，明亮有美丽……”当年蔡琴在演唱这《你的
眼神》时，就曾以特有的韵味打动过无数听众，在今春“我是歌手”的电视节目上，林志炫
以不同以往的方式演唱此歌，诠释经典，在次让人如痴如醉。由此可见，文化表演应该
①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
②倡导风格与形式的多样化
③立足于满足市场需求
④ 坚持继承和创新的统一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同一首歌以不
同的方式演唱，却都获得了听众的认可，符合了大众文化的要求， ①②项正确，林志炫以
翻唱的方式诠释释经典，让人如痴如醉，表明文化发展要坚持继承与创新的统一，④选项正
确：③项与题意不符，不选。故答案选 C。
答案：C
6.漫画《坚持原则》中的人错在
A.一意孤行，没有尊重客观规律
B.因循守旧，没有发挥主观能动性

C.生搬硬套，没有做到从实际出发
D.顾此失彼，没有一分为二地看问题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读图分析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漫画《坚持原则》讽刺一些
人一味地坚持原则，忽视了从具体条件出发研究和解决问题，最终导致亡羊无法补牢，C 选
项正确。故答案选 C。
答案：C
7.近年来，人类对物质世界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2012 年 3 月，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
际合作组织宣布发现了一中新的中微子振荡，有助于破解反物质消失之谜，2013 年 3 月，
清华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联合宣布首次在实验上观测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被誉为“一个诺贝
尔奖级别的发现”
。科学家的这些发现再次证明
A.思维与存在具有同一性
B.存在就是被感知
C.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
D.哲学源于对世界的惊异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思的能力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近年来，人类对
物质世界的探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如中微子振荡、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发现，证明了客观
世界是可知的，A 正确；D 选项是唯心主义观点，不选； D 选项错误，哲学的智慧源于人类
的实践活动，不选；C 选项表述正确但与材料无关，不选。故答案选 A。
答案：A
8 在《集安高句丽壁画》一书中，作者称图一为“剁肉图”
，把古人右手所持工具看作菜刀；
后有研究者结合该书图二“烤肉串”和图三“厨师扇风”，认为古人右手拿的是史称“便面”
的中国古扇，因此图一应叫“烤肉图”。对文物图像命名中存在的不同见解，应坚持观点是

A.真理是客观的，是对客观对象的认识
B.对同一确定对象的认识，真理只有一个
C.真理是有条件的，都有自己的适用范围
D.真理是具体的，是相对特定的过程而言的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思的能力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依据图一，书中
作者把古人右手所持工具理解为菜刀，并把图一称为‘刹肉图”，研究者结合图二、图三，
把古人所拿东西理解为中国古伞，从而把图一称为“烤肉图”，这表明，虽然对同一事物的
理解可以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对同一对象的认知，真理只有一个，B 选项正确；A、C、
D 表述正确但与材料无关，不选。故答案选 B。
答案：B

9.网络反腐的成效被形象地称为“小鼠标绊倒大贪官”。今日，为鼓励广大网民依法如实举
报违纪违法行为，回应网民对反腐倡廉领域热点问题的关注，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网络同
步退出来网络“举报监督专区”
。
“举报监督专区”的设立
①体现了人民民主的广泛性
②推动了反腐与网络功能的良性互动
③拓宽了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
③确保了国家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A.①③
B.②④
C.①④
D.②③
解析： 本题考查学生理解和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不大。②③正确把握体现了“举报监督
专区”设立的意义，入选：①④表述正确，但与材料无关。故答案选 B。
答案：D
10.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与完善的过程中，政府机构改革的声音与步伐始终伴随，
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改革路径日渐清晰，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是
①树立政府权威的需要
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
③提高为人民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④提高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能力和水平的需要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不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
和完善要求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表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政府提高服务的水平和能力， ④
选项正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高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也要求建立公共服务型
政府， ②③选项正确，①选项是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的结果而非原因，不选。故答案 D。
答案：D
11.和平犹如空气和阳光，受益而不觉，失之则难存，没有和平，发展就无从谈起。国家无
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该做和平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这表明
A.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应一律平等
B.维护世界和平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C.世界和平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
D.和平与发展相辅相成，发展是和平的坚实基础
解析：本题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及运用知识的能力，难度中等。和平犹如空气和
阳光，人类失之难存，社会失之，发展无从谈起，表明世界和平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重
要性，C 选项正确，A、B、D 项表述正确，与题意不符，不选。故答案选 C。
答案： C
12.（8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一锅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然而，近年来我国“舌尖上的浪
费”非常严重，每年餐桌上浪费的食物相当于 2 亿人一年的口粮。2013 年初，为响应中央
历行节约。反对浪费的号召，北京市一家民间公益组织发起了吃尽盘中餐的“光盘行动”
；
人民日报微博随即响应，并得到众多网络媒体的关注和转载，使之急速升温。这一活动唤醒
了人们的节俭意识，反映了社会公众对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广泛认同。
依据材料，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说明“光盘行动”引起社会共鸣的原因。
解析：本题以“光盘行动”这一热点为背景，考查学生对材料的解读和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
能力。解答本题.首先要明确设问要求回答“光盘行动”引起社会共鸣的原因，这类题目属
干“为什么”——“原因类”题型，要求回答这样做的原因和意义。答题时，要注意设问限
定知识范围是文化生活角度，实行‘光盘行动”的依据涉及大众传媒的作用、中华传统美德
对人的影响、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导向作用等。
答案：①大众传媒具有强大的文化传递、沟通、共享功能。②中华传统美德对人们有着深远
持久的影响。③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导向作用。
13.（10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宗旨，下表所列是十一届
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工作。
1

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原则上都在中国人大网上公布，五年中先后向社会公
布 48 件法律草案；同时健全吸纳公众意见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

2

结合听取审议国务院有关报告开展专题询问，并通过电视、网络等媒体进行
现场直播；对重点问题加强跟踪监督。

3

加强和改进代表联络服务工作，建立健全 260 多个全国人大代表小组，拓宽
代表联系人民群众的渠道，支持代表通过多种形式听取和反映群众意见。

4

依照法定程序，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在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
上进行表决，实行一人一票，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

运用《政治生活》知识说明，材料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是如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
解析：本题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部分工作为材料设置情景，生活气息浓厚、文字衰述
简洁明了，设问要求运用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作答，综合性较强，对有效获取和解读信息以
及结合材料加以理论阐述的能力要求颇高。解答本题的基本要求是准确把握设问的知识指向，
即知识指向为第三单元第五课的内容；关键是准确把握设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工作是如
何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的要求，答案设计要求考生结合材料从四个角度回答：一是常委会
审议的法律草案在大网上公布，健全公众意见反馈机制，积极回应社会关切，表明人大常委
会扩大人民有序参与立法的过程，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二是听取审议国务院有关报告，对
重点问题加强跟踪监督，表明人大加强对政府的监督，促使其更好地工作；三是加强和改进
代表联络服务工作，拓宽民意反映渠道，通过多种形式听取和反映群众意见，表明人大代表
更好地履行职责、代表人民利益。四是依照法定程序，保证常委会组成人员充分发表意见，
并按照多数人的意见作出决定，表明坚持民主集中原则，体现民原意。
答案：①扩大人民有序参与立法的过程，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 ②通过行使监督权促
进政府改进工作，对人民负责。 ③支持人大代表更好地履行职责，代表人民利益。 ④坚持
民主集中制原则，体现人民意志。
14.（38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2004—2011 年我国汽车消费及相关指标
指标

私人轿车保有量

GDP（万亿元）

人均收入（元）

汽车工业销售产

年份

（万辆）

值/GDP（%）

2004

600

16.0

6179

5.62

2006

1149

20.9

7668

6.70

2008

1947

30.1

10271

6.31

2010

3443

39.8

14394

7.54

2011

4322

47.1

16241

10.40

材料二：当越来越多的人争先恐后地实现了“有车一族”的梦想之后，车也带来了诸多问题。
相关资料显示，机动车尾气排放是造成空气污染的重要原因。汽车带来的道路拥堵也成为了
城市交通的最大问题，然而仍有超过 60%的城市居民愿意选择私家车作为日常出行方式。
(l)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说明，应该如何看待我国汽车消费增长。
（12 分）
(2)在国外成熟汽车市场中，汽车生产企业会以提供消费信贷的方式刺激消费需求；而通过
借贷刺激社会总需求也是现代市场经济国家通用的经济调控手段之一。运用《经济学常识》
知识回答，最早提出以赤字财政扩大有效需求的经济学家是谁。其理论依据是什么。
（10 分）
(3)我国现在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但还远未成为汽车强国。要从汽车生产大国成为汽车
强国，创新是关键。请用唯物辩证法的知识予以说明。（10 分）
(4)成为汽车强国是产业梦，成为“有车一族”是家庭梦，青年学生也有自己的梦。青年学
生的个人梦想无论多么色彩斑斓，都只有融入到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之中才能实现。请分别运
用《生活与哲学》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知识，探讨为什么个人梦想的实现必须与国家和
社会的发展相联系。
（6 分）
答案： (l) ①汽车消费增长体现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② 我国汽车消费增长的直接原
因是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根本原因是经济的发展，也受到攀比、从众等消费心理的影响。
③ 汽车消费对经济增长有推动作用，不应盲目排斥。④汽车消费也带来了诸多问题，要求
我们理性消费、绿色消费。
(2)①凯恩斯。
②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木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
律。由于
这些规律的行存在，随着社会的发展必然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此，凯恩斯提出了赤
字财政政策。
(3) ①发展的实质是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在一定意义上发展就是创新。（或辩证
的否定是实现新事物产生和 旧事物灭亡的根本途径，它要求树立创新意识。）没有创新就不
可能实现从汽车生产大国到汽车强国的发展。
②关健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对整体功能起决定作用，要重视关键部分的作用，抓住创新这一
关健，能够推动汽车强国建设整体工作的开展。
③主要矛盾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要坚持重点论，抓住创新这一重点，是实现汽车强国的
关键。
④创新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4) 《生活与哲学》
社会提供的客观条件是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人要实现自己的价值，必须利用社会提供的各
种条件。
（或整体统帅部分，部分服从和服务于整体；或个人价值的选择要自觉遵循社会发
展规律，自觉站在广人人民群众的立场上。）
《政治生活》
坚持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在我国，国家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或坚持权利与义务统一的原则。权利的实现需要义务的履行，义务的履行确保权利的实现。
）

（其他答案言之有理，可酌情给分）
解析：
本题以汽车消费为背景，用文字、图表数据等材料给出了 2004——2011 年间我国居民汽车
消费的现状，并分析了这一现状的原因及带来的影响，考查考生的认知能力和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第(1)问主要考查“经济生活”中有关消费的知识，本知识既是教学的重点，又是社会的热
点。从题型看，本题属于“认识类”的试题，一般要求正反两面辩证地分析，从“是什么”
、
“为什么”
、
“怎么办”的角度综合考虑。从试题材料涉及的内容看，材料一阐述了 2004—
—2011 年间我国汽车消费的整体趋势、意义及有关原因分析，涉及到的知识点为影响消赞
的因素，消费对生产的反作用，材料二描述了汽车消费带来的诸多问题，可以运用理智消费
的角度分析。
第(2)问主要考直“经济学常识”中“凯恩斯革命”的相关知识，设问要求回答最早的提出
以赤字财政扩大有效需求的经济学家及理论依据，具体回答时要求运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流动偏好三大心理规律及有效从需求不足等知识点回答。
第(3)问主要考查“生活与哲学”第三单元“思维方法与创新意识”中的相关知识。解答本
题的关键是准确把握设问要求远用唯物辩证法的知识说明我国从汽车生产大国成为汽车强
国的关键关橄是创新。首先，它指明了解答本题的知识范围，即以“生活与哲学”第三单元
的知识为范围；其次，在本题中它还指明了答题的大致角度，即可以从发展的实质、整体与
部分的关系、主次矛盾和创新的作用等角度结合材料组织答案。
第(4)问属于探究型试题，要求从“生活和哲学”和“政治生活”中各选取一个知识，，说明
个人梦想的实现为什么必须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相联系，其实质要求回答这样做的理论依据。
从“生活和哲学”的角度，可以运用人生价值实现的客观条件或整体与部分的关系等知识分
析，从“政治生活”的角度，可以运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或权利与义务相统
一的原则等知识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