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浙江省温州市中考真题政治
一、选择题(本题有 2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2014 年 11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决定，将每年 12 月 4 日设立为
______，国家在这一天将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
（）
A.国家公祭日
B.国家宪法日
C.防灾减灾日
D.环境保护日
解析：时事解析略。
答案：B
2. 2015 年 4 月 20 日至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巴基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赴印度尼西
亚出席______60 周年纪念活动。
（）
A.万隆会议
B.APEC 会议
C.G20 峰会
D.东亚峰会
解析：时事解析略。
答案：A
3.2015 年 4 月 21 日，中国广东、天津和______自由贸易试验区同步挂牌，这意味着我国
自贸区建设将上一个新台阶。
（）
A.福建
B.浙江
C.江苏
D.山东
解析：时事解析略。
答案：A
4.下图《
“打气”
》告诉失利者要（）

A.理解他人
B.明辨是非
C.宽以待人
D.直面挫折
解析：失败是成功之母，一次偶然的失利并不能说明什么，漫画说明作为失利者要有直面

挫折的勇气，善于吸取经验教训，从头再来，争取下次成功，不能被困难打倒，相信自己
一定会成功。D 正确。A 不贴切，打气者不是简单的理解他人，而是在给失利者鼓劲，B 不
符题意，没有体现存在是非问题。C 错，与漫画反映的主旨不符。
答案：D
5.2014 年有多位明星因涉毒行为触犯法律，被判入狱。这反映了法律（）
①只对涉毒人员起到规范作用
②是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③是由法院制定并严格执行的
④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有很多位明星因涉毒行为触犯法律，被判入狱，这说明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
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约束力，任何人触犯了法律都要受到惩罚，明星也不例外，其中
被判入狱，体现了监狱是法律的强制力的执行者，说明法律是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
②④正确，①错误，法律对全体社会成员都有规范作用，③错误，法律是由国家制定或认
可的，法院是审判机关。
答案：C
6.我市有位小学生发明了“新型理发围布”，其专利以 1 万元的价格被人买走。这说明 该
小学生享有（）
A.受教育权
B.人格尊严权
C.财产继承权
D.智力成果权
解析：智力成果权也称知识产权，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以及不正当竞争中的商业
机密，题干这位小学生发明了新型理发围布，属于专利权，也就是智力成果权，D 对；A
错，受教育权是指公民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题意不符；B 错，人格尊严权是指作为人受
到他人尊重的权力；C 错，财产继承权是指公民有接受合法遗产继承的权利。
答案：D
7.2015 年我国反腐工作深入推进，多个中央部委联合开展猎狐行动，缉拿逃亡海外的贪
官。这一举措有利于（）
①维护公平正义
②捍卫法律尊严
③推进依法治国
④杜绝腐败现象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2015 年我国开展“猎狐行动”
，缉拿逃往海外的贪官，这体现了法网恢恢，疏而不
漏，一定将他们绳之以法，体现了法律的公正，国家这样做是在维护公平与正义，用行动
捍卫法律的尊严，同时也体现了我国坚持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所以① ②③正确，④错，
猎狐行动有利于打击腐败行为，但不能杜绝，说法过于绝对。故选 A。
答案：A
8.小王同学从报纸上看到一则公告（如下），想反映上下学期间学校门口交通乱象，他可以
做的有（）
①通过问卷调查，向全体同学征集建议
②搜索违章司机个人信息，并公布于众
③开展团队活动，设计校门口停车规划
④走访交警部门，了解乱象产生的根源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作为国家的小主人，小王同学关心社会、生活，关心学校周边的治安状况，针对这
一问题，小王可以向有关部门建议，可行性的建议有可以向同学们征求好的意见，通过调
查问卷的方式，可以发挥团队的力量，同学们集思广益，共同设计校门口停车规划，也可
以采访交警部门，了解一下生产这种现象的根源，所以①③④正确；②错，处罚违规司机
的事，是交警部门的职责，青少年没有这个权利。故选 C。
答案：C
潮涌瓯江，无论身处何方，最难割舍的是温州情缘。新时期的温州商人铺展了一幅商行天
下、善行天下的生动画卷。回答 9-11 题。
9.【商海弄潮】有 60 万温州人在世界 131 个国家和地区创业，有 175 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
创业，他们建立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州人市场营销网络。这主要得益于（）
A.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
B.民主平等的政治制度
C.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
D.共同繁荣的民族政策
解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 步，温州也不例外，他们在全国各
地创业，建立了覆盖全国、连接世界的温州人市场营销网络，所以这都得益于改革开放的
历史决策，A 是正确的，B 是错误的，题干表述的属于经济方面的成就，与政治没有直接关

系，C 没有 A 贴切，因为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才有了一系列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经
济制度，D 是错误的，温州不是少数民族，与民族政策无关，排除，故选 A。
答案：A
10.【筑巢引凤】我市实施“温商回归”工程以来，推出了一批重点项目，对符合条件的产
业 项目给予优惠政策，使温商有了具体的投资方向。这一工程的实施有利于（）
①彻底解决现阶段主要矛盾
②实现温州人民同步富裕
③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我市实施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吸引温商回归，并推出一批重点项目，这样做有利
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从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构建和
谐社会，③④正确，①错，“彻底”的说法过于绝对，②错，共同富裕不是同步富裕，不是
同时富裕，更不是同等富裕。故选 D
答案：D
11.【反哺家乡】在“五水共治”工程中，在外温商同样不缺席，纷纷以捐资引智的形式反
哺家乡，助推美丽水乡建设。这体现了温商具有（）
A.敏锐的品牌意识
B.高度的质量意识
C.顽强的拼搏意识
D.强烈的责任意识
解析：在外温商自己富裕了，不忘家乡父老，纷纷以捐资引智的形式反哺家乡，助推美丽
水乡建设。这说明他们有强烈的责任意识，把建设家乡作为自己的责任。D 对；A 错，品牌
是一种识别标志、一种精神象征、一种价值理念，是品质优异的核心体现，与题意无关；B
错，产品质量是影响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影响产品质量的重要因素就是
员工的质量意识；C 错，拼搏意识是顽强拼搏的精神。故选 D
答案：D
二、非选择题(本题有 5 小题，共 60 分。)
21.（10 分）

(1)运用法 律和道德的相关知识，点评图 6 中商家的“算计”行为。
（6 分）
(2)专业人士提醒：为了避免被“算计”
，消费者的维权不仅是一种“觉悟”
，更是一种“行
为”
。结合图 6 中消费者的行为，谈谈你对这一提醒的理解。
（4 分）
解析：(1)商家的这种算计行为，既违反了法律又违反了道德，他欺骗消费者，不开发票，
当消费者发现有质量问题，要求退货时，因为没有凭据，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商家的行
为是欺骗行为，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违背了诚信的原则；商家欺骗消费者，侵犯了消费者
的 知情权，同时自己不开发票，是偷税漏税的行为，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商家的行为
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没有履行依法纳税的义务。
(2)消费者要避免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就要炼就一双慧眼，在消费前学习掌握一些商品、服
务、维权方面的知识，在消费中看清产地、生产日期，还要索要发票，作为购物凭证，在
消费后，如果发生侵权行为，要运用合法途径来解决，如经营者协商和解，请求消费者协
会调解，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等。
答案：(1)法律角度：商家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没有履行公民依法纳税的义
务；
道德角度：违背了诚信的原则。
(2)消费者要具备权利意识，如在消费过程中要索取发票；一旦权利受到侵害，应选择正确
途径来维权，如可以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等（解决途径合理均可）
。
22.（12 分）
【中国制造 2025】2015 年 5 月，我国正式公布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中国制造 2025》
，迈出中国制造“由大变强”第一步，到 2025 年迈入制造强国行
列。
链接 1：2014 年我国制造业产值位居世界第一，但总体大而不强。产业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如 95%的高档数控系统、80%的电脑芯片都依靠进口；就业人员中科研人员数量明显低
于发达国家。
(2)结合链接 1，简述中国应该如何改变制造业“大而不强”的局面。
（6 分）
【互联网+】2015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互
联网与传统行业相结合，充分发挥互联网的作用，如互联网+工业制造、互联网+商业……
链接 2：我国传统家电制造企业 H 集团，依托互联网在全球建立了强大的生产、销售网
络；直接与全球客户互动，掌握市场需求，研发新产品；让全球各地员工随时参与培训，
提高业务水平。2014 年 H 集团全球营业额实现 2000 亿元，家用电器零售量居全球前列。
(3)结合 H 集团的案例，分析中国政府为什么要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
（4 分）
解析：(2)我国是制造大国，却不是制造强国，主要是因为创新能力不强，科学技术水平与
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要解决这些问题，就要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加强科技创新，和教

育创新，重视发展科学技术，提高从业人员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3)互联网是科学
技术进步的产物，推动“互联网+”行动计划，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有
利于迅速提高我国生产力的水平，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有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等。
答案：(2)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通过科技创新，改
变核心技术严重依赖进口的现象；坚持以教育为本，落实教育创新，提高从业人员的科学
文化素质和创新能力。
(3)因为“互联网+”行动有利于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有利于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趋
势；有利于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等。
23.（10 分）我市某校以“城市文明，让温州更美！
”为主题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八（5）
班拍摄的宣传片《遇见》获得了广泛好评。以下是片中几组镜头：
【遇见生机】沿路行，一条小河清澈见底，岸边杨柳下老者垂钓，清波荡漾中泳者嬉戏，
一幅生机盎然的画面。
【遇见微笑】榕树下，志愿者们不顾高温酷暑，正在为过往的路人送上免费的伏茶，每个
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
【遇见尴尬】马路口，两个顽皮的少年在斑马线上追逐，一辆出租车从他们身边疾驰而
过，留下行人惊恐的呼叫。
……
画外音：我市已获得“全国文明城市”的称号，但这不是终点，而是城市文明建设新的起
点。创建永远在路上……
(1)请为宣传片《遇见》再推 荐一组符合主题的镜头。
（2 分）
(2)结合材料，阐述如何进一步加强城市文明建设，让温州更美。
（8 分）
解析：(1)符合温馨的主题即可，如【遇见关爱】马路边，一个大爷摔倒在地，过往的行人
急忙前去帮扶，有的打 120，有的询问老大爷的亲属，场面温馨。(2)共建城市文明，是政
府和公民共同的责任，我们既要看到成绩，也要正视存在的不足，从而不断改进，加快城
市建设的步伐。作为政府要坚持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
为市民要增强环保意识，落实环保行动，共同建设生态宜居型城市；作为政府要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弘扬正气；作为市民要提高自身道德素质，坚决同不正义行为作斗争，共同弘
扬崇德向善的社会正气；作为政府要坚持依 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有关部门要加大执法力
度，作为公民要树立法治观念，学法、尊法、守法、用法，依法规范自身行为，共同营造
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
答案：(1)符合题意均可。如：在景区，文明旅游，有序参观景点。
(2)总述。 如：既要巩固创建成果，又要正视不足之处，不断改进。或政府与市民要携手
共创城市文明。
具体阐述。结合材料从以下三个角度回答：①打造生态宜居的城市环境 ；②弘扬崇德向善
的社会正气③营造遵纪守法的社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