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新疆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每题 2 分）
1.新疆当选“感动中国”2016 年度人物的是（
）
A.魏德友夫妇
B.毛兰江
C.阿尼帕妈妈
D.阿布列林•阿不列孜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事政治。2017 年 2 月 8 日晚 20 时，“2016 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颁
奖盛典”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哈密市中级人民法院退休干部阿布列林•阿不列孜等
10 人获奖。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D
2. 2016 年 10 月 21 日，
中共中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隆重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
A.70 周年
B.75 周年
C.80 周年
D.85 周年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事政治。2016 年 10 月 21 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 周年大会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大会上发表重要
讲话。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C
3. 2017 年 1 月 20 日，美国第四十五任总统就职，他是（
）
A.克林顿
B.特朗普
C.希拉里
D.奥巴马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时事政治。美国第 45 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唐纳德•特朗普于当地时间
2017 年 1 月 20 日中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宣誓就职，正式成为美国第 45 任总统。B 说法正
确，符合题意。其它选项不合题意。
答案：B
4. 2016 年，新疆参加与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国家地方政府间
经贸合作，与白俄罗斯戈梅利州、俄罗斯车州、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坦州地方签署多领域
合作协议。这表明（
）
A.合作有利于倡导关爱他人、助人为乐的社会风尚
B.我国通过加强区域合作，从而实现东西部优势互补
C.在我国，国家、集体、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D.各国不断加强国际合作，以达到更快、更好发展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善于合作。本题考查的是合作：合作是一种力量，也是一笔财富；善于
合作，有助于事业的成功；善于合作，是时代的要求。题干中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有助于促

进各国之间的进步与发展。因此选项 D 正确；选项 ABC 在题干中没有体现。
答案：D
5.“你所站立的那个地方，正是你的中国。你怎么样，中国便怎么样。你是什么，中国便是
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一个人的力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所有人的力量相加，
就足以升腾起改变时代、推动进步的“正能量”。这句话启示我们（
）
①要认识到国家兴亡，是我的责任
②应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努力
③应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
④要胸怀天下，共同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社会氛围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增强国家观念。
“你是什么，中国便是什么。你有光明，中国便不黑暗”
这说明了个人对国家、社会的重要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认识到：国家兴亡是我的
责任，从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
的努力。故①②③符合题意；④说法错误，应为“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答案：A
6.当我们被不良情绪困扰时，需要通过合理的方法来排解。下列排解不良情绪的方法正确的
是（
）
A.冲他人发火
B.找好友倾诉
C.摔打桌椅
D.把自己关在房间生闷气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学会调控情绪。调控情绪要注意方法和场合，要注意不能妨碍他人利益，
符合道德和法律要求。题干中 B 说法正确，属于合理宣泄。AC 说法错误，违背道德；D 说
法错误，对自己身体健康不利。
答案：B
7. 2016 年 11 月，第三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省乌镇召开。互联网将进一步改变我们的生
活，在网络交往中我们应该（
）
①遵守道德和法律
②提高警惕，懂得自我保护
③利用互联网学习网络课程
④传播网络谣言获取点击率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遵守网络规则；网络的两面性。在网络的虚拟世界中，我们要学会既要
谨慎、真诚、守信，又要区分是非善恶，要遵守道德和法律，提高警惕，懂得自我保护，利
用互联网学习网络课程，所以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不能传播网络谣言，不符合道德

和法律的要求，排除。
答案：A
8. 2016 年 11 月，国家卫计委印发《食品安全标准与检测评估“十三五”规划》，其中制定
和修订了 30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实施这一规划的意义是（
）
①提高了全民的维权意识
②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安全权
③使食品安全管理有章可循
④彻底解决了我国食品安全问题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法律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制定和修订 30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这
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使食品安全管理有章可循。②③是对的。①不对，不能从题
文中看出来。④不对，说的太绝对了。选项 D 是对的。
答案：D
9.如图漫画警示我们（

）

①要有战胜不良诱惑的意志和决心
②远离网络才能不受文化垃圾的影响
③要明辨是非，对文化垃圾说“不”
④用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自觉抵制文化垃圾。
A.①②④
B.①②③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网络的两面性；明辨是非。网络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给人们带来了
便利，网络交往扩大了我们交往的领域、对象，改变了以往的交往方式，在网络世界，人们
可以享受文化权利和自由，比起现实世界，网络世界有自身独特优势，我们可享受网络的诸
多益处，但是漫画主人公的行为体现了网络的消极影响，会危害人的身心健康；会使人不思
进取，放弃美好追求，影响个人进步和发展；会使人无视法律的尊严，损害他人和社会，走

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有战胜不良诱惑的意志和决心，要明辨是非，对文化垃圾说
“不”
，用科学的态度，正确的方法，自觉抵制文化垃圾，①③④是正确的选项；②选项忽
略了网络的积极影响，排除。
答案：C
10.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
提出的重大战略。下列事件中与构建和谐社会要求不相符的是（
）
①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的活动
②上海共享单车遭到破坏
③有些养殖企业在饲料中非法添加禁药
④我区各级教育部门积极开展“结对认真活动”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①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构建和谐社会。依据课本知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
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以此分析题肢可知，
开展廉政文化进校园的活动，我区各级教育部门积极开展“结对认真活动”，都符合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的要求，排除①④选项；②选项上海共享单车遭到破坏和③有些养殖企业在饲料
中非法添加禁药，都违背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符合题意。
答案：B
11.《中国诗词大会》是央视首档全民参与的诗词节目，它用流行的方式引导国人传承中华
血脉里的文化基因，打造了一场“全民参与的诗词文化盛宴”
。该节目的播出（
）
①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②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③增强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
④说明中华文化优于其他国家的文化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弘扬中华文化。《中国诗词大会》节目的播出有助于增强民族文化认同
感；有助于弘扬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优秀中华传统文化；有助于增强人民的凝聚力和向心
力；有利于向世界宣传优秀的中华诗词文化；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强
了人们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所以①②③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文化无优劣之分，排除。
答案：A
12.在 2016 年中国企业 500 强年度排行榜中，私营和私营控股企业有 128 家，比 2007 年增
加了 120 家，占全部企业的 25.6%。这表明（
）
①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②私营和私营控股企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
③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④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题文材料以具体数据反映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成就，表明我国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鼓励、
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因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③④符合题意；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②错误。
答案：C
二、非选择题
13.（12 分）阅读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教育部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中要求中小学生“自强自律健身心”。
材料二：2016 年，共青团中央、全国学联共同举办了“寻访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活动，
其主题是“青春自强•励志华章”
。
(1)新修订的《中小学生守则》为什么要求中小学生要自强？
解析：本题考查自强的意义，结合材料答出自强是一个人活出尊严、活出个性、实现人生价
值的必备品质，是我们健康成长、努力学习的强大动力。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熔铸
成的民族精神等。
答案：自强，是一个人活出尊严、活出个性、实现人生价值的必备品质；是我们健康成长，
努力学习，将来成就事业的强大动力，是进步的动力和通往成功的阶梯，自强不息是民族精
神的体现。
(2)自强有哪些主要表现？
解析：本题考查自强精神的表现。答出自强意味着在困难面前知难而进，顽强拼搏；勇于面
对困难，做生活的强者等。
答案：在困难面前不低头，不丧气；想办法克服困难、战胜挫折；自尊自爱，不卑不亢；勇
于开拓，积极进取；志存高远，执着追求等。
(3)你认为要谱写“青春自强·励志华章”应具备哪些优秀品质？（至少答出四点）
解析：本题考查优秀品质的表现，答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坚
强意志等。
答案：自尊、自信、自立、自强；勇于面对困难和挫折；坚强意志社会责任感。
14.（12 分）阅读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2017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总则》
。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材料二：自 2017 年 6 月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任何个人和组织不
得窃取或者以其它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经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说明了什么？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法律的特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
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这是国家立法工作，表明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
可，使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有法可依；全国人大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享有最高立法权。

答案：①法律由国家制定或认可；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权力机关；③全国人大行
使立法权；④我国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2)上述材料体现了法律保护公民的哪一项权利？
解析：此题考查公民隐私权。公民个人信息属于公民隐私。民法总则第一百一十一条自然人
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的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
者以其它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的规定，表明我国法律保护
公民隐私权。
答案：隐私权
(3)如果你的这一权利受到侵害，该如何维权？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尊重和维护隐私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此题考查公民如何保护自己的
隐私权，依据教材知识可知，公民合法权益受到非法侵害时，要依法通过正当途径正确维权，
可以自行与侵害人协商解决，也可提起诉讼。据此作答。
答案：①当隐私权受到侵害时，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权；②自行与侵权人协商、请求司法保护
等方式；③要求侵权人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还可以要求精神赔偿。
15.（12 分）阅读材料，运用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 11 部门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要
求各地将研学旅行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推动研学旅行健康快速发展。
《意见》指出，中小
学生研学旅行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有计划地组织安排，通过集体旅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
研究性学习和旅行体验相结合的校外教育活动。
材料二：2016 年 12 月，教育部等 6 部门联合印发《教育脱贫攻坚“十三五”规划》。这规
划提出，到 2020 年，贫困地区教育总体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实现建档立卡等贫困人口教育
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保障贫困家庭孩子都可以上学，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困难而失学。
(1)上述材料符合我国实施的什么战略？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国家推进研学旅行、
教育脱贫，旨在提高学生科学文化素质，体现了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答案：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2)扶贫必扶智，国家为什么高度重视教育脱贫？
解析：本题实际考查教育的重要性，根据教材知识，从教育对国家、公民的重要性作答即可。
答案：①教育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②接受良好的教
育，已经逐渐成为人们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和终身受益的财富，甚至决定其一生命运。③只
有把教育搞上去，才能化人口大国为人才强国，化人口压力为人才优势，才能从根本上提高
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④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战略主动地位。
在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必须始终坚持。
(3)国家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有什么现实意义？（至少答出两点）
解析：本题考查研学旅行的意义，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开放性试题，可用“有利于”的形式，
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教育创新、核心价值观、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等方面考
虑作答。
答案：①有利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②有利于推进教育创新；③有利于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④有利于推动全面实施素质教育；⑤有利于促进书本知识和生

活经验的深度融合；⑥有利于拓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