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河南省洛阳市中考第二次模拟政治
一、单项选择
1.（2 分）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
的一处表述修改为：
“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
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根本大法（ ）
A.说明了我国正面临着严峻的资源环境形势
B.完全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C.为保护公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提供宪法保障
D.是实现中华民族绿色永续发展的唯一途径
解析：人权的实质内容和目标是人的自由、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关系到人类的
生存和发展，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根本大法，体现了宪法尊重和保障人权，为保护公民的生
存权发展权提供宪法保障。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A 不是将生态文明写入国家根本大法的
原因，不合题意；B 说法错误，完全满足的说法过于绝对；D 说法错误，唯一途径说法过于
绝对。
答案：C
2.（2 分）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保障水平不断提升。在
2017 年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中，我省以高出各地平均分 5.9 分的好成绩，位列全国省级
政府第三位，受到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点赞”
。对上述材料认识正确的是（ ）
A.我省的食品安全问题已得到彻底解决
B.我省政府坚持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
C.我省是推动健康中国建设的中坚力量
D.我省把食品安全工作放在突出位置
解析：河南省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维护了人民根本利益，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
展观的体现，B 符合题意；A“彻底”说法绝对，排除；C 错误，夸大了河南的作用；D“突
出位置”说法错误。
答案：B
3.（2 分）李克强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指出，要因地制宜、优化布局，办好乡村小规模学校和
乡镇寄宿制学校，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办学条件，依法提高教师待遇，通过“互联网+”
教育、对口支教等方式，提高乡村学校办学水平。上述举措（ ）
A.是促进教育公平的根本途径
B.实现了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
C.显著提高农村地区教育水平
D.有力保障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
解析：教育公平是指每个社会成员在享受公共教育资源时受到公正和平等的对待。教育公平
包括教育机会公平、教育过程公平和教育质量公平。实现教育公平是国家为每个社会公民创
造平等的受教育机会。所以材料中的措施有利于维护教育公平，保障农村儿童的受教育权，
D 是正确的选项；A 选项上述举措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B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C 选项不符合
实际，排除。
答案：D

4.（2 分）滴滴外卖正式在无锡上线，引发包括美团外卖、饿了么等三家外卖平台的补贴大
战。在抢占市场份额的过程中，有商户因上线滴滴外卖而被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强制下线；
还出现了商家拒绝接单、订单被迫取消等现象。针对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以下说法正确的
是（ ）
A.生活处处有竞争，补贴大战无可厚非
B.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应承担刑事责任
C.遵守规则，提高质量。方能胜之有道
D.商户与消费者应依法维权，打击恶性竞争
解析：题干中外卖平台的补贴大战，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也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应该树
立规则意识，公平竞争，提高服务质量，才能再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C 说法正确，符合题
意；A 说法错误，违背公平竞争的原则；B 说法错误，不属于犯罪，不承担刑事责任；D 说
法错误，打击恶性竞争是国家执法部门的职能。
答案：C
二、多选题（共 4 小题，每小题 3 分，满分 12 分）
5.（3 分）刷新世界纪录的超大直径 I5 米硬岩隧道掘进机正在中铁装备焊接，自主创新托
起“上天有神舟，下海有蛟龙，人地有盾构”的世界级领跑者；浙江的巧克力小镇融科普、
户外、亲子娱乐为一体的特色小镇，点燃消费升级新亮点；今年 10 月，节能保温“藏式别
墅”将替代简陋的泥巴石块房，习近平总书记惦念的“三人乡”将成为边境地区小康生态示
范村……上述材料说明（ ）
A.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B.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
C.中国领跑世界科技发展进步
D.公民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
解析：分析材料可知，体现了维护科技创新取得了巨大成就，维护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表明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科技的本质就是创新，表明我国的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高，公民的消费水平在不断提高，A、
B、D 是正确的选项；C 选项不符合实际，排除。
答案：ABD
6.（3 分）为了让孩子不输在起跑线上，
“吼式教育”已成为不少家庭选择的教育方式。这
固然和一些家长的性格脾气有关，但根本还在于，很多中国家长充满了“教育焦虑”
。为顺
应一些家长做一个温柔、耐心、体贴的“零吼妈妈”的需求，市场上推出了情绪管理课程—
—止吼课。对材料认识正确的是（ ）
A.止吼课符合市场需求；是缓解家长焦虑情绪的治本之策
B.缓解“教育焦虑”
，需要家长调整好心态，更新教育观念
C.止吼课治标不治本，实现止吼需要家长正确认识成长成才
D.“教育焦虑”与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且分布不均衡密切相关
解析：为顺应一些家长做一个温柔、耐心、体贴的“零吼妈妈”的需求，市场上推出了情绪
管理课程——止吼课——有利于缓解“教育焦虑”，需要家长调整好心态，更新教育观念，
止吼课治标不治本，需要家长正确认识成长成才，所以 B、C 符合题意；A 错误，止吼课治
标不治本；
“教育焦虑”与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密切相关，与题干不符，排除。
答案：BC

7.（3 分）备战神舟五号任务时，航天员们表示“我们作为军人，飞天就是使命，太空就是
战场，困难再大、危险再大，都动摇不了我们征战太空的决心！”神舟七号任务中，翟志刚、
刘伯明面对紧急情况，以“哪怕回不去，也要让五星红旗在太空高高飘扬”的坚强决心果断
出舱，把中国人首次行走太空的脚步留在了浩瀚宇宙。三度飞天的景海鹏说：
“我十分渴望
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次先锋、再打一次胜仗，让浩瀚太空再一次见证一名航天战士对党和
人民的绝对忠诚、无限忠诚！
”航天员群体（ ）
A.艰苦奋斗，坚守梦想
B.忠于祖国，敢于牺牲
C.勇担责任，不辱使命
D.不言代价，甘于奉献
解析：翟志刚、刘伯明、景海鹏等航天员群体以实际行动阐释了艰苦奋斗，坚守梦想、勇担
责任，不辱使命的含义，发扬了忠于祖国，敢于牺牲、不言代价，甘于奉献的精神，值得我
们学习。故四个选项都正确。
答案：ABCD
8.（3 分）
“英雄者，国之干。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打着“反思历史”旗号，大做
翻案文章。有的妄言刘胡兰年纪太小不可能参加革命，有的质疑邱少云不可能匍匐在烈火中
一动不动，有的诋毁雷锋做人太虚伪……针对这些负面言论，青少年应该（ ）
A.明辨是非善恶，坚决反对抵制
B.学习英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
C.引领正确舆论，提高英雄地位
D.正确认识历史，弘扬社会正气
解析：英雄烈士捍卫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
贡献，历史功勋是中华民族宝贵精神财富。理应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可，我们要明辨是非
善恶，坚决反对抵制这些负面言论，学习英雄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引领正确舆论，提高英
雄地位，要正确认识历史，弘扬社会正气，四个选项都符合题意。
答案：ABCD
二、辨别与分析（10 分）
9.（10 分）请你辨析：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于 2018 年 3 月 31 日经河南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审
查批准，将于今年 7 月 1 日正式施行。届时在郑州，随地吐痰、乱扔垃圾、驾驶非机动车闯
红灯等不文明行为，根据《条例》规定，会受到法律惩罚。
《郑州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
出台，引发社会各界热议。

解析：对随地吐痰、乱扔废弃物等十种不文明行为依法进行处罚，这样使公民树立公民的责
任义务意识，培养良好的习惯，文明习惯的养成既要靠道德的力量又要靠法律的约束。所以，
法德并举才能促进社会的文明发展，据此作答。
答案：女同学的观点错误，男同学的观点正确。构建文明社会，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需要

全国人民和各级政府的共同努力，也需要道德和法律的共同维护，法德并举是构建和谐社会
的基本要求。
三、观察与思考（2 小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0.（10 分）材料一：数字中国既是强国的利器，也是惠民的春雨。什么是数字中国？专家
认为，狭义上的数字中国指的是以整个中国作为对象的数字地球技术体系，但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的数字中国是更加广义的概念，是中国的国家信息化范畴，
“宽带中国”
“互联网+”
“大
数据”
“云计算”等都是数字中国的内容。
材料二：2018 年 2 月 9 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关于
征集“数字中国建设年度最佳实践推介活动”相关成果的通知》，向 71 个部门、37 个地方
征集数字中国建设年度最佳实践。经评委会遴选，数据共享创造新价值——浙江“最多跑一
次”改革实践、
“中国制造 2025”工信大数据决策支撑系统、公安部刑事侦查局﹣腾讯公司
“守护者计划”联合项目、异地就医“全国一卡通”
、全国国土资源“一张图”和综合信息
监管体系、综合交通出行大数据开放云平台（简称“出行云”平台）、杭州互联网法院探索
互联网司法新模式等 30 个项目脱颖而出。
结合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思考下列问题：
(1)数字中国建设得以实施的现实条件有哪些？（两方面即可）
解析：依据课本内容，数字中国建设得以实施的现实条件，在政治方面，离不开中国共产党
的正确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经济方面，是强大的综合国力为科技取得成就奠定
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战略方面，是坚持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结果。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①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③大力发展经
济，提高国际竞争力；④加强科技创新，提高创新能力。
(2)数字中国建设怎样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三方而即可）
解析：数字中国建设将广泛应用于传统企业转型、数字化经济以及智慧城市等领域。加快建
设数字中国，特别是打造智慧城市，以此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已
经上升至国家顶层设计层面，据此解答即可。
答案：广泛应用于传统企业转型、数字化经济以及智慧城市等领域，更好地服务中国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11.（10 分）2018 年 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方案》指出，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很不平衡，脏乱差问题在一些地区还比较突出，与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求和农民群众期盼还有较大差距，仍然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短板。要
求推进农村生活垃圾、生活污水治理，开展厕所粪污治理，提升村容村貌，加强村庄规划管
理，完善建设和管护机制，到 2020 年，实现农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村庄环境基本干净整
洁有序，村民环境与健康意识普遍增强。
结合上述材料，运用所学知识，思考下列问题：
(1)为什么要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三方面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整治农村人居环境的原因，可从农村人居环境的现状、整治的意义等角度组
织答，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我国农村人居环境状况很不平衡，脏乱差问题比较突出；加强农村人居环境的整治，
有利于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利于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有利于城乡协调发展；有利于社
会和谐等。

(2)村民怎样以实际行动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的治理中？（两方面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村民实际行动，可从树立环保意识或文明理念、落实具体行动、同破坏行为
作斗争等方面回答，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树立保护环境的意识；保护环境，不乱扔垃圾；植树造林；积极宣传环保知识；制止
破坏环境的不文明现象等。
四、活动与探索（2 小题，每题 10 分，共 20 分）
12.（10 分）十八大以来，河南林业生态建设成效显著，荒山披锦绣，国土绘丹青，绿色成
为中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
我省 2017 年森林生态服务功能价值约 2400 亿元；全省已有 118 个省级以上森林公园，年林
业旅游休闲康养人数 1.2 亿人次，森林旅游年产值达到 165.9 亿元；近年来，白天鹅在我省
多地留下倩影，金钱豹、中华秋沙鸭、青头潜鸭等重点野生动物频频现身，不少过冬候鸟从
“过客”变成了“住客”
；在树莓之乡封丘县，种植树莓达 5 万亩，亩均效益 8000 多元，长
达 4 个月的采摘期为留守妇女和老人带来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美丽河南：你我共同的家”主题活动正在开展，请你参与进来，完成下列任务：
(1)绿色是中原大地最动人的底色。请你结合自身生活列举两例。（两方面即可）
解析：此题要求结合自身生活列举绿色发展的实例。围绕绿色发展带来的美好变化举例即可。
答案：①中原绿色改善了人居环境，提升了幸福指数；②带动了旅游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③促进了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的双赢。
(2)建设美丽河南，需要我们坚守哪些生态智慧和理念？（三方面即可）
解析：建设美丽河南需要树立正确的自然观、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意识等，符合题意即可。
答案：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理念；②发展保护相统一的理念；③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
13.（10 分）任何时候，国家安全都是老百姓最“稳”的幸福。作为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国
家安全并非抽象的概念、遥远的事情，也不只是少数人的职责，而是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
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历史启示我们，盛世并不意味着永享太平，必须始终增强忧患意识。不断提高国家安全意识。
当前国际形势风云变幻，国内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安全风险
挑战前所未有。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安全隐患，都有可能损害群众切身权益，进而影响到国家
利益。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最需要通过行之有效的国家安全
教育，促进全体人民牢固树立国家安全观念。
“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人
人绷紧安全这根弦，拧紧头脑中的“安全阀”
，才能共同构筑护卫国家安全的坚实基础。
“加强国家安全教育，提升国家安全意识”主题活动正在进行，请你参与并完成下列任务：
(1)为什么说“国家安全是老百姓最‘稳’的幸福”？（两方面即可）
解析：本题实际考查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结合教材知识，从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
关系到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等方面作答即可。
答案：国家安全是人民幸福安康的前提；没有国家安全，公民个人安全难以得到保障；国家
安全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国家是否安全
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等。
(2)我国的国家安全而临着哪些风险挑战？（两方而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面临的安全风险，开放性试题，结合实际，从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生

态安全等方面列举即可。
答案：中美经贸摩擦愈演愈烈；萨德导弹危机；南海问题；生态危机等。
(3)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作为公民应怎样以实际行动维护国家安全？（两方面即可）
解析：本题考查公民维护国家安全的实际行动，可从树立国家安全意识、保守国家秘密、配
合调查、同威胁国家安全的不法行为作斗争等方面考虑作答。
答案：①我们要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树立国家安全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自觉维护国家安全；
②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为维护国家安全贡献智慧和力量，既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提供
便利和协助，也可以为维护国家安全积极建言献策；既可以检举、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也可以监督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