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内蒙古包头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题共 10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1.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根本目的是（
）
A.巩固大一统王朝
B.推行新儒学教育
C.排斥法道诸学说
D.加强对管理控制
解析：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的根本目的是巩固大一统王朝。西汉
初年，诸子百家的各派人物还很活跃。诸王门下聚集许多宾客，常常批评皇帝的政策，指责
中央，对中央集权很不利。为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大一统王朝，汉武帝实行了“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到排
斥。
答案：A
2.隋朝运河“北通涿郡，南至余杭，商旅往返，船乘不绝。”这表明运河的直接作用是（
）
A.有利于边疆经济开发
B.促进了南北经济交流
C.加速了两岸城市发展
D.巩固了隋王朝的统治
解析：结合所学可以知道。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自北向南分为永济
渠、通济渠、邗沟和江南河四段，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全长
两千多米，是古代世界上最长的运河。根据题干内容“北通涿郡，南至余杭，商旅往返，船
乘不绝。
”可知，大运河便利了南北运输，成为南北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所以 B 选
项是正确的。
答案：B
3.1684 年，清政府为加强对台湾管辖而设置的机构是（
）
A.安西都护府
B.宣政院
C.澎湖巡检司
D.台湾府
解析：1684 年，清政府设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台湾府的设置，加强了台湾同祖国大陆的
联系，促进了台湾的开发，巩固了祖国的海防。
答案：D
4.《南京条约》规定：
“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这一条款的实施
（
）
A.体现出英国对华贸易的公平性
B.有利于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入
C.促进沿海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
D.开始瓦解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解析：1842 年 8 月，英国舰队沿长江而上，直逼南京城下，用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

条约》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便利了外国倾销商品和掠夺
原料。赔偿英国 2100 万元，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割香港岛给英国，中国领土主权开始遭受
破坏。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破坏了关税自主权。所以《南京条
约》规定：
“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税款，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这一条款的实施有利于外国
资本主义商品输入。
答案：B
5.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苏俄式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将重心
转向农村，积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这反映了毛泽东（
）
A.对中国革命对象的正确认识
B.对中国社会阶级状况的分析
C.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张
D.建立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思想
解析：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苏俄式革命道路在中国行不通，应将
重心转向农村，积累革命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这反映了毛泽东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主
张。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认真分析中国的形势，当机立断，向农村进军，建
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是中国共产
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道路的开始。
答案：C
6.习近平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十四年。这说明中国
抗日战争开始的标志性历史事件是（
）
A.九一八事变
B.西安事变
C.八一三事变
D.七七事变
解析：据所学知识可知，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局部侵华，1945 年 8 月 15 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正好是 14 年。因此，
“十四年抗战”开始的标志
性事件是九一八事变。
答案：A
7.陈衡哲在《西洋史》中肯定“拿破仑对内的建设，有些是有永久的价值的，而其中尤以拿
破仑法典的影响最为远大”
。
《法典》影响远大的主要原因是（
）
A.确认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
B.奠定法国在欧洲大陆主导地位
C.以法律形式明确约束国王权力
D.强化监督职能以维护共和政体
解析：1804 年拿破仑称帝后，颁布了《拿破仑法典》
。《拿破仑法典》是资产阶级国家的第
一部民法典，确认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它的立法精神和原则为后来许多欧洲国家借鉴
和效仿，为欧洲的民主制度奠定了基础，确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立法规范。故题干中《法典》
影响远大的主要原因是确认资产阶级民法的基本原则。
答案：A
8.在日本明治维新改革中，推动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经济措施是（

）

A.废除封建身份制度
B.提倡社会文明开化
C.鼓励发展近代工业
D.大力拓展世界市场
解析：日本推翻幕府以后，明治天皇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经济方面，允许土
地买卖，引进西方技术，鼓励发展近代工业；社会生活方面，提倡“文明开化”，即向欧美
学习，努力发展教育。其中日本明治维新中鼓励发展近代工业推动了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快
速发展。
答案：C
9.下列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

选项

史实

结论

A

文艺复兴

一场复兴古希腊、罗马文化的运动

B

第二次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C

十月革命

推翻俄国沙皇专制统治

D

第一次世界大战

反苏反共遏制共产主义

A.选项 A
B.选项 B
C.选项 C
D.选项 D
解析：依据课本知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电的广泛应用是最重要的成就之一，电力成为了
主要的动力，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所以 B 是的正确的选
项；A 选项从意大利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持续了近三百年。它使人们开始认识到，必须打
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统治和教会神学对人们的思想束缚，强调和发挥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作用，
倡导人文主义精神；其实质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运动；C 选项依据所学知识内容可知，
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俄国出现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政权并存的局面。临时政府
掌握主要权利，而且力图扑灭国内革命火焰。因此十月革命推翻了临时政府的统治；D 选项
第一次世界大战涉及整个欧洲及亚洲等地，带来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给人类带来了巨大
灾难，是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排除 ACD 选项。
答案：B
10.通过“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的国际会议是（
）
A.巴黎和会
B.华盛顿会议
C.慕尼黑会议
D.雅尔塔会议
解析：通过“共同使纳粹德国接受无条件投降条款”的国际会议是雅尔塔会议。为了协调行
动，尽快打败法西斯，1945 年 2 月，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
在苏联雅尔塔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打败德国后，要对德国实行军事占领，彻底消灭德国的法
西斯主义。同时，还决定成立联合国。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三个月内，参加对日本法西斯
的作战。
答案：D
二、非选择题（本题功 3 小题，共 30 分）

1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落后的中国被迫向世界先进文明靠拢。西
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舶来洋货，西方文化逐步渗透到国民生活中。戊戌变法时
的维新派，主张“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
，辛亥革命前后，
“断发易服”更具有了
反清革命的色彩，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对陈旧陋习加以改造，这具有开启民
智的意义。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剪发辫、易服饰等法令，推进社会风气的改良。这些
新的变化有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根据材料，概括近代前期社会习俗变化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积极影响。
解析：依据“中国闭关锁国政策被打破，落后的中国被迫向世界先进文明靠拢”可知，鸦片
战争打破闭关锁国政策；依据“方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舶来洋货，西方文化逐步
渗透到国民生活中”可知，西方文化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有了影响；依据“戊戌变法时的维新
派，主张‘断发易服’以便于‘与欧美同俗’，辛亥革命前后，
‘断发易服’更具有了反清革
命的色彩，资产阶级在社会政治变革的同时，也对陈旧陋习加以改造，这具有开启民智的意
义”可知，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等革命变革的推动；依据“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剪发
辫、易服饰等法令，推进社会风气的改良。这些新的变化有助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新陈代谢”
可知，由于南京临时政府法令对习俗的改造。其积极影响是由于西方新思想的传入促进中国
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也开启民智，素食人们观念更新等。
答案：原因：鸦片战争打破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资产阶级政治变革的推
动；南京临时政府法令对习俗的改造。积极影响：开启民智，素食人们观念更新；促进近代
社会新陈代谢。
1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087 年，北宋正式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王朝南迁后，福建
成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泉州处在南宋海岸线的中心，南可通两广，北又近江浙，所以得到
了南宋朝廷的各位重视和扶持。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
东海岸，享有丰厚利润的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材料二：1978 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动开放，让世界进入中
国；第二阶段体制接轨，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抓住基于，中国开始改变世界。
材料三：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 2017 年我国重要的主场外交活动。
“一带一路”
是中国首倡，但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曲”，而是各国共同参与的“交响乐”
。
(1)根据材料一，分析泉州海外贸易独特发展的历史条件。
解析：据材料一“1087 年，北宋正式在泉州设置福建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王朝南迁
后，福建成为南宋王朝的大后方。泉州处在南宋海岸线的中心，南可通两广，北又近江浙，
所以得到了南宋朝廷的各位重视和扶持。中国商船的踪迹，近至朝鲜、日本，远达阿拉伯半
岛和非洲东海岸，享有丰厚利润的海上丝绸之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可知，泉州海外贸易独
特发展的历史条件包括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经济重心南移，对外贸易港口，交通便利，
海上丝绸之路畅通。
答案：历史条件：政府设立专门管理机构；经济重心南移；对外贸易港口，交通便利；海上
丝绸之路畅通。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让世界进入中国”的主要举措和“中国开始走向世
界”的具体表现。
解析：据材料二“1978 年以来，中国对外开放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动开放，让世
界进入中国；第二阶段体制接轨，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第三阶段抓住基于，中国开始改变世

界”并结合所学知识可知，
“让世界进入中国”的主要举措是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
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建立经济特区；
“中国开始走向世界”的具体表现是 1992 年中共十四大
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991 年中国加入亚
太经合组织或 2001 年中国等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答案：主要举措：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建立经济特区；具体
表现：1992 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 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
组织，1991 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或 2001 年中国等六国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3)根据材料二、三，请你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谈谈“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意义。
解析：本题是开放性题目，言之有理即可，如“一带一路”建设的现实意义是国内要全面深
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国际上要加强国际社会合作共识，共同发展。
答案：现实意义：国内：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国际：加强国际社会合作共识，共
同发展。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7 世纪中期—18 世纪末期，英法美单过的资产阶级高举“自由、平等和人权”的
旗帜，率先掀起了反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资
本主义开始由对人性的呼唤、对海外的扩张，逐渐凝聚成一种深刻影响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
社会制度。
材料二：二战后，美国以马歇尔计划复兴西欧经济以稳定资本主义制度，这虽然使西欧各国
感到受制于美国，但在当时尚离不开美国的援助和保护。然而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和联合，
这种离心力将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必然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矛盾的加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这一时期反对封建专制，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史实，
分析它们共同的历史作用。
解析：据所学知识可知，17—18 世纪欧美国家通过 1640—1688 年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1775
—1783 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 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先后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这
些国家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建立的共同方式是资产阶级革命。
答案：斗争史实：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共同作用：都建立了资
产阶级政治统治；都促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都推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与西欧各国关系的变化，说明这种变化的原因及
影响。
解析：根据材料二“美国…这虽然使西欧各国感到受制于美国，但在当时尚离不开美国的援
助和保护。然而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和联合，这种离心力将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反映了二
战初期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援助欧洲，并控制西欧，随着西欧经济实力的增强，为了维护自
己的国家利益，西欧国家开始摆脱美国的控制，并联合起来与美国抗衡。这种变化冲击了二
战后形成的两极格局，有利于形成多极化的政治格局。
答案：关系变化：由美国援助控制西欧到西欧各国联合与美国抗衡。变化原因：国家利益；
经济实力。变化影响：冲击两极格局；有利于政治格局多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