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密 ★ 启用前

2012 年安顺市初中毕业生学业、升学（高中、中职、五年制专
科）招生考试

综合文科试题
特别提示：
1、本卷为综合文科试题单，共30 个题，满分150 分。其中思想品德部分16 个题占
75 分，历史部分14 个题占75 分，共8 页。考试时间为150 分钟，
2、考试采用开卷形式、用笔在特制答题卡上答题，不能在本题单上作答。
3、答题时请仔细阅读答题卡上的注意事项，并根据本题单各题的编号在答题卡上找
到答题的对应位置，用规定的笔进行填涂和书写。

思想品德（75 分）
一、单项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的答案，请在答题卡上填
涂
正确的答案，每小题3 分，共 30 分）
1．据国家统计局2012 年1 月17 日公布，2011 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471564 亿元，
全球排名第 ，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年增长 %。
A．一、8 B.二、9.2 C.三、7.5 D.四、5.4
2．获得2011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两位科学家是：
A.谢家麟、袁隆平 B.师昌绪、吴良镛
C.谢家麟、吴良镛 D.袁隆平、师昌绪
3．胡锦涛在纪念我国宪法颁布20 周年大会上指出“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树立宪法意
识，维护宪法权威”
。这是因为：
①宪法确认公民的一切权利 ②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③宪法是最高的行为准则 ④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④
4．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学生在维护民族团结方面应该做到：
①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 ②尊重各民族的语言文字
③让少数民族享有特权 ④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
A.①②④ B.①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③④
5．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未成年公民享有的特殊权利包括:
①免受刑法处罚权 ②受义务教育权 ③被抚养权 ④免受死刑惩罚权
Ａ.①②③ Ｂ.①②④ Ｃ.①③④ Ｄ.②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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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有了新的发展。今天，我国提出的公民基
本道德规范是：
①爱国守法 ②明礼诚信 ③团结友善 ④敬业奉献 ⑤勤俭自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③④⑤ D.①②③④
7．下列关于培养中学生劳动习惯的说法，正确的是：
①必须从日常生活的点滴做起 ②从参加家务劳动和自我服务劳动开始 ③应参加
力所能及的公益劳动 ④有利于培养学生自理自立的能力和精神 ⑤会影响学生的学习

时间和精力，不宜提倡
A.①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⑤
8．当前，安顺市正在开展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国家卫生城市、国家环境保护模范

[来源:学|科|

网Z|X|X|K ]

城市”和“国家园林城市”的活动。中学生要学会关心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要成为一名
好
市民，就要把自己融入社会，亲近社会，这就要求我们做到：
①关注社会，关注社会的风云变幻，关注社会的潮起潮落 ②关注社会的热点和焦点
问题，关注身边的大事小事 ③自觉遵守社会公德和秩序 ④爱护公共设施和环境 ⑤养
成
文明言行举止 ⑥热忱服务社会
A.①②③④ B.⑤⑥ C.①②③④⑤⑥ D.③④⑤
9．美国著名女作家海伦·凯勒一岁半时，一场重病夺去她的视力和听力，随后她又
失去了说话的能力,然而她没有消沉，她凭着顽强的毅力，靠学习盲文，以优越的成绩
从
哈佛大学毕业，并掌握了五种文字，出版了14 部著作。此材料说明的道理是：
A.“挫折是一把双忍剑”
“苦难是人生的老师”
B.有挫折就会有成功，不经历挫折的人不会成才
C.导致挫折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D.只有伟人才会遭遇挫折，身处逆境
10．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是：
A.政治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 B.和平与发展
C.竞争与合作 D.机遇与挑战
二、简答题（每小题6 分，共18 分）
11．
材料一：2010 年4 月28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1
号）显示，普查登记的大陆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24852
人。2002 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647 万人。2002 年国际扫盲日统计，在全世界8.6 亿文
[来源:学&科&网]

盲人
口中,我国占8500 万人。
材料二：水、空气、土地等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又是人们生活的环境要素。我国
是个资源大国，同时又是个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严重的国家，资源问题和环境问题异常
严
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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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材料，结合思想品德教材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我国人口现状的基本特点是什么？（1 分）
（2）我国资源和环境的状况怎样？（2 分）
（3）针对我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的国情，国家制定了什么样的基本国策和发展战
略？（3 分）
12．2012 年１月11 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示了１４种不合格食品黑名单。其中，
香港知名甜品品牌“满记甜品”的一款芒果布丁，菌落总数实测值是标准值的13 倍，
大
肠菌群数值也超标3 倍多。

（1）材料中“
‘满记甜品’细菌超标”事件违背了诚实的基本要求，这个基本要求是
什么？（1 分）
（2）材料中“
‘满记甜品’细菌超标”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哪些权利？（答出三个方面
即
可，3 分）
（3）为杜绝此类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请你提出两条合理化建议。（2 分）
13．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的全面实施，加快了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
人
才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的步伐，为加快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
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1）上述材料体现了我国正在实施什么样的发展战略？（１分）
（2）我国为什么要实施这一重大战略？（2 分）
（3）你准备怎样参与实施这一战略？（3 分）
三、活动探究题（8 分）
14．
材料一： 2011 年10 月25 日晚，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广纳镇小学寄宿制学生晚自习
结束后，在下楼梯时发生踩踏事故，造成8 名学生死亡，45 名学生受伤。
材料二：近年来，在我市已发生多起学生在校园内外受伤害的案件，也常出现学生在
上学途中被不法青年甚至有个别学生参与的“剐钱”现象，受伤害学生往往不敢把真相
告
诉父母和老师，更不敢报警，这样做既助长了不法行为的嚣张气焰，也不利于公安机关
的
调查处理，更不利于维护受害学生的合法权益。
针对上述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差和法治观念淡泊的情况，某校对学生展开了一次了解学
生掌握法律知识情况的问卷调查，请你参与以下活动：
（1）你认为学生有必要学会自我保护吗？请说出理由（2 分）
（2）当你遭遇不法侵害或危险时，针对不同的情况你应拨打哪些电话进行报警和求
助？（3 分）
（3）在我国宪法规定公民享有的权利中，最重要的权利是什么？作为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生，最基本的义务是什么？（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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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说明题（共19 分，第15 题9 分，第16 题10 分）
15．1840 年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就一步步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从
此，中国人民也开始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艰苦历程，那些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实
现
国家统一和富强而作出重大贡献，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先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铭记在
人
民的心中。辛亥革命推翻了 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
心；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中国革命焕然一新，她不仅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胜
利，并带领中国人民逐步走向繁荣富强，实现共同富裕。

[来源:学§科 §网]

根据以上材料，结合时事和思想品德教材的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2011 年是辛亥革命爆发多少周年和中国共产党诞生多少周年？（2 分）
（2）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包括哪些内容？（2 分）
（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什么？（2 分）
（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什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又是
什么？（2 分）
（5）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目标是什么？（1 分）
16．
材料一：据报道，2012 年5 月8 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第十九中学女教师张丽莉在
下班途中，看到一辆失控的大客车即将撞向本校的两名学生时，她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
将
两名学生推开，而自己却被大客车轧断双腿，导致双下肢被截肢。张老师受伤后，得到
党
和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关爱，全 国总工会、全国妇联、教育部等部门分别授予她全国
“五·一
劳动奖章”
、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
材料二：另据报道，2012 年5 月29 日，杭州公交汽车公司司机吴斌在行车途中，突
然被意外飞来的铁块砸成重伤，在承受巨大疼痛时，他首先考虑的是车上乘客的安全，
先
踩刹车，将车停稳，然后向乘客交代下车事项，才考虑自己的伤痛。吴斌师傅因伤势过
重
经抢救无效而光荣牺牲，而他车上的乘客却都安然无恙。
根据上述材料，结合思想品德教材内容回答下列问题：
（1）社会中的人都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些责任来源于哪些方面？（2 分）
（2）张丽莉老师和吴斌师傅的壮举分别来自哪些方面的责任？（2 分）
（3）张丽莉老师和吴斌师傅的行为是不珍惜生命的表现吗？为什么？（3 分）
（4）谈谈你对“承担社会责任，向社会献爱心”的看法。（3 分）

历史部分（75 分）
一、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的答案，请在答题卡上涂写正
确
答案。每小题3 分，共30 分）
1、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中国的屈辱史。在中国近代史上，腐朽的清政府被迫同列强签
订
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请你指出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
A．
《望厦条约》 B．
《南京条约》 C．《黄埔条约》 D．《尼布楚条约》
2、李明同学在学校网站开辟的“人民战争”专栏中选用了图1、图2 两张图片。以下所
拟
小标题最合适的是

A．抗日战争 B．红军长征 C．北伐战争 D．解放战争
3、侯德榜为中国近代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为纪念他，曾经发行了一枚以其肖像为题
材
的邮票。他的最主要成就是
A．设计修建钱塘江大桥 B．主持修建京张铁路
C．发明了当时最先进的制碱法 D．研制了“两弹一星”
4、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政治制度，其作用包括
①有利于祖国统一 ②有利于民族平等 ③有利于民族团结 ④有利于地区发展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5、尼克松曾说：
“
（1972 年）我在北京逗留了一个星期，这也是改变历史的一个星期。”
在这个星期里
A．中国参加了万隆会议 B．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C ．中美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 D．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6、大化改新和明治维新的共同点是
A、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危机 B、结束了闭关锁国的状态
C、加强了资产阶级统治 D、学习 了他国的先进经验
7、
“西欧封建社会末期是‘人’和‘世界’被发现的时代”。
“人”和“世界”被发现是
指
A．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 B．文艺复兴和新航路开辟
C．殖民掠夺和新航路开辟 D．文艺复兴和资产阶级的产生
8、同学们喜欢的NBA 球星中有许多都是黑人，他们的祖先来自非洲大陆。历史上与非
洲黑人大批来到北美有关的史实是
A．三角贸易 B．独立战争 C．南北战争 D．非洲独立年
9、九年级（1）班历史兴趣小组的同学准备举办《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图片展览，下列
图
片不应该选用的是

10、今年是公元2012 年。这一国际通用的纪年方式是以谁的诞生之年开始计算的
A．穆罕默德 B．释迦牟尼 C．耶稣 D．老子
二、简答题（共21 分，其中11 题10 分，12 题11 分）
11、阅读下列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1958 年，
“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
，成为一时间传遍大江南北的著
名口号。
材料二：“包字万岁！早包早富，迟包迟富，不包永远不能富。”这是20 世纪70 年代
末广州郊区的宣传标语。
（1）材料一反映的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发动的哪两次运动？（2
分）
（2）分析材料二得知，我国在农村实行了什么政策？（2 分）这一政策产生了什么
影响？（2 分）
（3）通过对以上材料的对比分析，你能得出什么认识？（4 分）
12、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无尽的灾难。阅读下列有关材料：
材料一：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3000 万人的死伤，经济损失3400 多亿美元。
材料二：“二战”部分参战国死亡人数

[来源:Zxx k.Com]

回答下列问题
（1）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2 分）
（2）请列举出二战中欧洲和太平洋战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2 分）
（3）请分别写出一战后和二战后诞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各一个，2 分）
（4）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谈谈你的感想。（5 分）
三、分析探究题（共24 分，13、14 小题各12 分）

13、根据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鸦片战争后，进入近代 社会的中国历史，始终贯彻着两条主线：一是列强通过一次次
侵略战争，强加给清政府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拥有独立主权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
国
家，直至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二是中国军民为维护国家主权，顽强抗击侵略
并
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中国，使中国重新获得独立。同时，中国社会各阶层开始走上了探索
救
国的道路。
读下面示意图，结合所学知识回答问题：

（1）请写出图中①、②两处列强侵华战争的名称（2 分）
（请按序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相应的位置）。
①：
②：
（2）写出下列各阶层重大探索活动的名称：（5 分，每小题1 分）
（请按序号将答案写在答题卡上相应的位置）。
①地主阶级：
②资产阶级改良派：
③资产阶级革命派：
④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或知识分子）：
⑤中国共产党：
（3）在历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战争中，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是哪次战争?（2 分）
取胜的主要原因有哪些？（3 分）
14、美国是当今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请你参加以“美国的
历
史”为主题的探究活动。
材料 回放：
材料一：《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 个殖民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的国家，即美利坚合
众国，简称美国。
材料二：1861～1865 年，美国发生了一场关乎美利坚民族命运的战争，这场战争以
北方的胜利而告终。经过这场战争，美国废除了黑人奴隶制，维护了国家统一。
材料三：电灯的发明和电力系统的应用，使美国开启了电气时代，率先进入了第二次
工业革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竞争中，美国很快取代了英法的领先地位，以领头羊的姿
态
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材料四：1933 年美国工业总产值比1929 年减少了46％。……成千上万的工厂停工了，
失业大军达到1700 万人。失业者流落街头，靠捡破烂维持生计和用报纸裹身来取暖。
为

摆脱困境，罗斯福政府通过国会制定了七百多个法案。如整顿金融的《紧急银行法》
，
以
及《全国工业复兴法》
、
《农业调整法》、
《联邦紧急救济法》和《社会保障法》，历史上
称
之为“罗斯福新政”
。
探究问题：
（1）依据材料一，美国于何时诞生的?（1 分）
（2）谈谈材料二反映的这一重大事件在美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3 分）
得出结论：
（3）通过以上探究，请你写出18—19 世纪末及20 世纪初对美国发展起重要促进作
用的三件大事。（3 分）
（4）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探究，请你简要归纳出美国能够成为世界强国的基本条件?
（5 分）
__

2012 年安顺市初中毕业生学业、升学（高中、中职、五年制专
科）招生考试
思想品德试题评分要求及参考答案
评分要求
初中毕业生学业（升学）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考试的目的是全面、准确
地反映初中毕
业生在学科学习目标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考试结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
要依据，也是作为
上一级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之一。
评卷是考试的重要环节，在评卷工作中要处理好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和学生答案多样性问
题。统一性是
反映学科学习目标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学生答案多样性反映学生个体的差异，在保证考
试应达到的基本要
求的前提下，应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表现。因此，在评卷过程中应注意：
1、开始评卷时先试评一定数量的试卷，整体把握学生答题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试题答
案的评分标准
进行统一，做到每题“一把尺子量到底”
。
2、主观性试题要尽量避免评卷人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采用集体协商的方法以达成共
识。
3、开放性试题包括试题条件开放、过程开放和结果（论）开放，课程目标是把握开放
度的主要依据。
3、参考答案是按照课程目标为评卷提供解题思路 的一个参考，不是唯一和绝对的标准。

当学生有其
它解题方法和思路时，只要符合课程目标，可参照参考答案中的评分要点评分。
[

参考答案
一、 单项选择题（每小题3分，共30分）
1.B 2.C 3.B 4.A 5.D 6.C 7.A 8.C 9.A 10.B
二、简答题（每小题6分，共18分）
11.(1)人口基数大，新增人口多,人口是素质偏低。（1分）
（2）我国资源的状况是自然资源总量大，种类多，人均占有量少，开发难度大。
（1分）
我国生态环
境的状况是：从总体上看，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初步得到遏制，部分地区有所改善，
但目前我国环境
形势依然相当严峻，不容乐观。
（1分）
（3）基本国策有：计划生育，保护环境；发展战略是可持续发展。（3分）
12.（1）对人守信、对事负责。
（1分）
（2）人身安全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求偿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
（3分，答出
每项1分）
（3）生产、销售产品的商家要诚实守信，合法经营；执法部门要加大管理力度，严惩
不法经营者；
消费者要树立维权意识，当自己的的合法权益受到不法侵害时，要敢于拿起法律武器进
行维权；相关部门
要加大法治宣传，营造公民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2分，任答出两条即可）
13.（1）科教兴国战略。
（1分）
（2）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
（1分）只有优先发展
教育，建设人力
资源强国，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把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力资源。
（1分）
（3）要热爱科学，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特别是创新素质；
不断提高自己
的思想道德素养；强身健体，做一名合格的劳动者。
（3分，答出一个方面得1分）
三、活动探究题（8分）
14. (1)有必要。
（1分）理由是：学习和掌握一些日常生活中自我保护的方法和技能，
往往能帮助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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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险象环生”的境地中“绝处缝生”。或答：自我保护能力，是一个人生存所必须具
备的重要能力。
（1
分，能围绕两条理由中任一条进行叙述，均可得分）
（2）报警电话：110（或答“拨打当地公安机关或派出所电话”也可），火警电话：119，
急救电话：120。
（3分，答出每项1分）
（3）生命健康权。
（1分）按时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遵守法律和学校纪律，
尊敬师长；努
力完成规定的学习任务。
（2分，答出两项即可）
四、分析说明题（共19分，15题9分，16题10分）

15.（1）100周年 ；90周年。
（2分，答对一项得1分）
（2）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2
分）
（3）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或答 “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
2分）
（4）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允许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
分配方式并存。
（2
分，答对一项得1 分）
（5）共同富裕。
（1 分）
16.(1)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之中的相互承诺,表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责任来自于
对他人的承诺、养
育关系、分配的任务、上级的任命、职业要求，法律规定、传统习俗、道德要求和公民
身份等。
（2 分）
（2）张丽莉老师救人的壮举来自于道德要求，传统习俗等方面；吴斌师傅关爱乘客生
命的壮举来自于
职业要求，道德要求等方面。
（2 分）
（3）不是。
（1 分）因为：①善待自己的生命，决不轻易放弃，但也包括善待他人的生
命。
（1 分）②生
命有长短，生命有质量差别。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既实现个人的幸福，又为社会尽到责任，
作出贡献，成为
一个有益于社会和国家的人。
（1 分）
（4）只要学生能从“ 角色与责任的关系，履行责任的意义和不履行责任的危害；爱是
高尚的情感，爱
的作用和表现”等方面回答都可给分。（3 分）
__
（保密 ★ 启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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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招生考试

历史试题评分要求及参考答案
评分要求
初中毕业生学业（升学）考试是义务教育阶段的终结性考试。考试的目的是全面、准确
地反映初中毕
业生在学科学习目标方面所达到的水平。考试结果既是衡量学生是否达到毕业标准的主
要依据，也是作为
上一级学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之一。
评卷是考试的重要环节，在评卷工作中要处理好评价标准的统一性和学生答案多样性问
题。统一性是
反映学科学习目标应达到的基本水平，学生答案多样性反映学生个体的差异，在保证考
试应达到的基本要

求的前提下，应充分关注学生的个性表现。因此，在评卷过程中应注意：
1、开始评卷时先试评一定数量的试卷，整体把握学生答题情况，在此基础上对试题答
案的评分标准
进行统一，做到每题“一把尺子量到底”
。
2、主观性试题要尽量避免评卷人个体主观因素的影响，采用集体协商的方法以达成共
识。
3、开放性试题包括试题条件开放、过程开放和结果（论）开放，课程目标是把握开放
度的主要依据。
3、参考答案是按照课程目标为评卷提供解题思路的一个参考，不是唯一和绝对的标准。
当学生有其
它解题方法和思路时，只要符合课程目标，可参照参考答案中的评分要点评分。

参考答案
一、选择题（在下列各题的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的答案。每小题3 分，共30 分）
1、B 2、D 3、C 4、D 5、C 6、D 7、B 8、A 9、D 10、C
二、简答题（共21 分，其中11 题10 分，12 题11 分）
11、
（1）大跃进运动（1 分）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1 分）（两个运动顺序可颠倒）。
（2）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2 分）；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促进农村生产的大发展，调动
了农民生
产的积极性，农村富裕起来（2 分）。
（3）制定政策要从实际出发，适合本国国情，不能违背客观规律（4 分）
。（开放性试
题，符合
题意酌情给分）
12、(1)帝国主义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分)。
(2)欧洲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 （1分） 太平洋战场： 中途岛海战(或战役)（1分）
(3)一战后：苏联（1分）二战后：中国、朝鲜、波兰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个均可
（1分）
(4)围绕战争给世界人民带来的灾难或如何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即可
（只要观点正确，内容积极健康均酌情赋分）（5分）
三、分析探究题（共24 分，13、14 小题各12 分）
13、（1）①甲午中日战争（1 分）；②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 分）。
（2） 地主阶级：洋务运动（1 分）
资产阶级改良派：维新变法运动（戊戌变法）（1 分）
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或建立中华民国）
（1 分）
激进民主主义者:新文化运动（1 分）
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1 分）
（3）抗日战争（2 分）
。原因：国共两党合作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人民的
英勇反抗、
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支持（符合题意酌情给分 ，3 分）。
14、(1)1776年7月4日（1分）
(2)南北战争维护了国家统一（1分），废除了黑人奴隶制度（1分）
，扫清了资本主义发
展的又一
障碍，为以后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分）。
(3)美国独立战争、 美国内战、 第二次工业革命、 罗斯福新政（答出其中三点即可，
3分）
。
[来源:学科 网]

(4)基本条件：实现国家独立；维护祖国统一；重视科技发展；不断改革创新、制定适
合本国国情
的发展战略等（5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