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浙江卷）政治
一、选择题：本题共 12 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48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24. 2016 年 3 月，
“蒜你狠”
、
“猪周期”卷土重来，本轮大蒜、猪肉价格上涨的原因可能是
（
）
①此前相当部分种养殖户退出生产
②背后存在着炒作行为
③种养殖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
④随着收入水平提高居民对大蒜、猪肉的需求急剧增加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影响价格的因素。做本题最好选择排除法，大蒜和猪肉属于食品，是生活必
需品，其需求弹性小，其需求不会因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急剧增加，所以④的说法错误，
不选，则排除 BC，则②为必选，③的说法与实际不符合，不选。故正确答案是 A。
答案：A
25.作为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试点，某村将闲置多年的 20 亩村办企业用地的使
用权入市交易，并从交易收益拿出 615 万入股某商旅综合公司，使村民每年获得了分红。这
告诉我们（
）
A.股份合作制是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形式
B.深化改革能够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
C.只有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才能实现共同富裕
D.按土地要素贡献分配成为农村分配的主要方式
解析：本题考查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以劳动合作为基础，使劳动合作和
资本合作有机结合，而材料中是将 615 万元入股某商综合公司，使村民获得分红，村民并不
一定是这个公司的劳动者，所以不是股份合作制，A 不选；C 的说法过于绝对，D 的说法不
符合事实。故正确答案是 B。
答案：B
某市政府采取“一企一策”的办法推动“僵尸企业”问题的解决。对符合破产条件的企业及
时引入破产程序，对兼并重组后可以重生的企业促其兼并重组，对无意愿无能力继续生产的
企业依法收回用地，盘活存量土地，从而促进了该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回答第 26-27 题。
26.上述材料表明 （
）
①政府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处置僵尸企业
②破产有利于淘汰落后企业
③破产和兼并有助于压缩企业规模
④兼并可以提高企业和整个社会的资源利用效率
A.①②
B.①③
C.③④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企业的破产和兼并。破产和兼并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并不是行政手
段①不选，排除 AB，④一定正确，破产和兼并是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并不是为了压缩企业
规模，兼并有利于扩大优势企业的规模，所以③不正确，故答案选 D。
答案：D
27.解决“僵尸企业”问题的办法包含的哲学道理有（ ）
①关注矛盾两个方面的同时着重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
②在矛盾普遍性原理指导下具体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③针对具体问题找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④着眼于事物的要素进行系统优化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解析：本题考查矛盾的主次方面，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系统优化。仔细阅读材料和选项
后，发现④的说法错误，应该是着眼于事物的整体进行系统优化，排除 BD，则②必然正确，
材料采取的是“一企一策”
，根据不同的企业制定不同的政策，这是体现的是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③正确；材料并没有体现矛盾的主次方面，①不选。故正确答案是 C。
答案：C
28.漫画《水没多深》提醒我们（

）

A .失败是成功之母
B.客观事实是复杂的
C.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D.一个人只有亲身实践才能获得正确认识
解析：本题考查实践和认识的关系。从画面上看到，这是用一条一边非常深，而一边非常浅
的河来比喻股市复杂多变，一人站在水浅处说“水没多深”
，这说明事物是十分复杂的，人
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受到主客观条件的限制。A 和漫画没有关系。此人是在实践后获得的认
识，但因为事物非常复杂，需要多次反复才能获得认识，没有调查固然没有发言权，不全面
的调查也没有发言权，C 不选；D 的说法本身错误，因为人们获得正确认识的途径可以是亲

身实践，也可以通过学习获得。
答案：B
29. 2015 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幅达到近几十年来的新高，这再次引起人们对全球变
暖问题的担忧。有研究指出，二氧化碳浓度的暴增，部分可能是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但主
要是人类活动中二氧化碳的持续排放导致的。这表明（
）
①事物发展的方向是前进的、上升的
②人类社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体系
③人类在自然规律面前是无能为力的
④整个世界是一个普通联系的有机整体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事物的发展方向、规律的客观性、联系的普遍性。通读材料和选项后，发现
③的说法错误，因为虽然规律是客观的，但人们在客观规模面前并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
以认识和利用规律，排除 BC，则②为必选。材料指出二氧化碳的暴增，可能是厄尔尼诺现
象造成的，主要是人类活动的二氧化碳持续排放导致，这体现了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的整体，
④符合材料。而材料并没有体现①，故正确答案是 D。
答案：D
30. 2016 年年初，国家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集中查处了一批传播淫秽色情、谣言、暴恐、
赌博、诈骗等违法信息的网站，这一净网行动的哲学依据有
①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②不同性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发展起着不同的作用
③价值观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
④人的各种价值判断是在价值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社会意识的作用，价值观的导向作用，价值判断和
价值选择的关系。通读材料和选项后，确定④的说法错误，因为价值选择是在价值判断的基
础上形成的，由此排除 BD，③必选；材料并没有涉及生产方式，所以①和材料无关，不选，
正确答案是 C。
答案：C
31.省政府参事一般由专家、知名企业家和退休但经验丰富的学者型领导等担任，他们可以
以个人身份向政府建言献策，所提建议可以通过“直通车”的方式，快速传至省委省政府，
乃至国务院。这从一个侧面表明
①公民可以通过专家咨询制度参与民主决策
②每一公民的政治权利是不同的
③公民对政府决策的作用和影响是相同的
④公民拥有参与政治生活的权力

A.①③
B.②④
C.②③
D.①④
解析：本题考查公民的政治权利、民主决策。②的说法错误，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我国
14 亿人口，
那岂不是要有 14 亿种政治权利了吗？③的说法也明显错误，因为公民的责任心、
知识、经验、影响力等不同，对政府的决策和影响作用会有所不同。①④符合材料，故正确
答案是 D。
答案：D
32. 2015 年 5 月，我省某市市场监督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
对企业登记模式进行创新，推行“五证合一”
，将审批时限由原来法定的 60 个工作日压缩至
3 个工作日。这一举措表明
①政府的基本职能在缩小
②政府的简政放权落到实处
③政府的服务意识在增强
④政府对市场的监督力度在降低
A.①③
B.②④
C.②③
D.①④
解析：本题考查政府的职能。推行“五证合一”
，将审批时限由原来法定的 60 个工作日压缩
至 3 个工作日，这体现了政府的简政放权落到实处和政府的服务意识在增强。①④的说法与
材料和事实均不符合，正确答案是 C。
答案：C
33.中国曾创建了旨在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机制，促成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
最终达成，现在又积极推动叙利亚、乌克兰、中东等热点问题的政治对话进程，通过 APEC、
G20 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这表明
①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建设者
②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
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④维护国家利益是对外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国制定了六方会谈机制，促成一系列国
际问题的解决，通过 APEC、G20 等推动全球经济治理，这些都体现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参与
者、维护者和建设者以及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力量，③④在材料中并没
有体现，故选 A。
答案：A
34.受农村文化礼堂建设的启示，某县政府和企业把“文化车间”建设提上议事日程并积极

推动企业文化建设，政府和企业这样做的理由有
①“文化车间”建设能够丰富职工的精神世界
②“文化车间”建设会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
③人们的精神产品源自物质载体
④文化对人的影响离不开特定的文化环境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对人的影响。优秀文化能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文化对人的影响离不开特
定的文化环境，这些都是政府和企业建设“文化车间”这样做的理由。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
量，能够在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转化为物质力量，这说明“文化车间”建设不
会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②不选；人们的精神产品源自实践，而不是物质载体，③的说法
错误。
答案：B
35.慈善涉及慈善组织慈善募捐捐赠、慈善财产、慈善服务等。为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
规范慈善活动，弘扬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这表明
①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②弘扬传统美德需要扶正祛邪、扬善惩恶
③弘扬传统美德需要从小事做起
④依靠法律才能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弘扬传统美德的途径，提升公民道德素养的途径。材料中的“弘扬乐善好施
的传统美德，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以德治国，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舞这是依法治国，依法治国就是要扶正祛邪、扬善惩恶，所以①②
可选，③在材料中没有体现，④的说法错误，提升公民的道德素养需要加强科学文化修养，
不断改造主观世界，而不是依靠法律。
答案：A
第Ⅱ卷
本卷包括必考题和选考题两部分。第 36 题-第 41 题为必考题，每个试题考生都必须做答。
第 42 题-第 48 题为选考题，考生根据需求做答。
40.利用外媒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塑造国家形象的一种新的有效方式。当国际
上有人“唱衰中国”
、
“抹黑中国”时，英国 BBC2 电视频道却于猴年春节播出了中英联合摄
制的纪录片《中国春节：全球最大的盛会》，引发收视热潮，进一步激发了国际社会探求中
国、理解中国的兴趣。该片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结构处理，将春节的个人记忆与集体表达
有机结合，增强了视觉效果、亲近性与趣味性，表现了中国人“归根”的家国观和团圆喜庆
的文化精神，成为继《超级中国》
、
《鸟瞰中国》、
《美丽中国》等纪录片之后又一个“借船出

海”的成功事例。
(1)从文化创新和文化自信的角度，简述这一“借船出海”讲好中国故事的成功事例对我们
的启示。
（12 分）
(2)结合材料，运用对立面相互转化的原理，说明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10 分）
解析：
(1)本题考查文化创新好文化自信的知识，属于启示类题型；文化创新方面学生可以从创新
传播方式、面向世界博采众长等角度结合材料进行回答；文化自信方面，可以从增强文化自
信，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魅力的文化。
(2)本题考查哲学知识，角度是“对立面相互转化”，即矛盾双方在一定的条件下相互转化，
分析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般“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可以理解为意义类题型，
讲好中国故事，能让世界人民正确认识中国，而如果面对抹黑我们的论调不作出回应，则会
影响我国的国际形象。所以，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让舆论向有利的方面转化。
答案：
(1)文化创新是一个民族的文化永葆生命力的重要保证。通过中英联合摄制纪录片《中国春
节：全球最大的盛会》并在 BBC2 播放这一新的方式，成功实现了文化“借船出海”
；纪录片
通过叙事视角、结构处理等的创新，增强了视觉效果、亲近性与趣味性。这一成功事例启示
我们，必须坚持文化创新，进一步丰富文化传播方式，进一步汲取世界各民族文化的长处。
我国的文化是有价值和生命力的。纪录片的播放展示了中国文化精神的魅力，引发收视热潮，
激发了国际社会探求、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因此，我们应当有文化自信，发展具有中国特
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文化。
(2)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在一定条件下
可以相互转化。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提高，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
既有探求、理解中国的兴趣，也有“唱衰”、
“抹黑”中国的论调。面对这一矛盾现象，如果
不讲或讲不好中国故事，对负面论调“无语”或“失语”，就会被动挨骂，中国的国家形象
将会受损；反之，主动讲好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全面的中国，让正确的声音盖
过种种负面舆论和奇谈怪论，促使矛盾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化，国家形象将得到提升。
41.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脱贫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
我们要立下愚公移山志，咬定目标，苦干实干，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
材料一：

材料二：根据中共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精准扶贫和精准脱贫的要求，H 市各级党委和政
府勇敢承担扶贫责任，积极创新扶贫方式，运用中央和省级财政扶贫资金，对有劳动能力的
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实施扶贫搬迁，对丧失劳动
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从而打开了扶贫开发工作的新局面。
(1)指出材料一所反映的经济信息。
（8 分）
(2)结合材料二，运用财政作用的知识，分析 H 市扶贫工作中采取的方式所包含的经济学原
理。
（12 分）
(3)结合材料二，简要说明 H 市的扶贫工作如何提现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0 分）
解析：
(1)经济知识经常考查图表类型题，学生要学会读表格，通过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比较
的结果及其相关问题。1978 年到 2014 年，我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不断增加，说明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经济建设成就巨大；2014 年与 1978 年相比，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
人口明显减少，说明我国扶贫工作成效卓著；但 2014 年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仍然巨大，
扶贫任务艰巨。我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不断增加为扶贫脱贫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本题考查财政的作用，财政的作用有三点，要注意运用每一个作用与材料紧密结合；①
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②H 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财政资金，
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发挥了财政在建立社保体系、保障人民生
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和功能；③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H 市运用
财政资金支持贫困群体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实施扶贫搬迁，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3)本题考查中国共产党的宗旨这个知识点，属于体现类问答题；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H 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勇敢承担扶贫责任，积极创新扶贫方式，这体现了党的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有劳动能力
的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对丧失劳动能力的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体现了依靠人民、
造福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答案：
(1)1978 年到 2014 年，我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不断增加，说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

成就巨大；2014 年与 1978 年相比，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大幅下降，贫困人口明显减少，说
明我国扶贫工作成效卓著。但 2014 年农村贫困人口绝对数量仍然巨大，扶贫任务艰巨。我
国的 GDP 和人均 GDP 不断增加为扶贫脱贫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2)国家财政是促进社会公平、改善人民生活的物质保障。H 市各级党委和政府运用财政资
金，对丧失劳动能力的贫困群体实施兜底性保障政策，发挥了财政在建立社保体系、保障人
民生活、促进社会和谐方面的作用和功能。国家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H 市运
用财政资金支持贫困群体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实施扶贫搬迁，促进了资源的合理配置，
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协调持续发展。
(3)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它要求党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
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H 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群体支持发展特色产业和转移就业，为他们开拓收入来源，增加经济收入，做到了依靠人
民、造福人民；运用财政扶贫资金，实施扶贫搬迁和兜底性保障，帮助贫困群体走上致富道
路，保障了他们应有的权益，做到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H 市各级党委和
政府勇担责任、精准扶贫体现了党的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