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 年天津市红桥区高考模拟政治
一、单项选择题
2016 年前三季度 6.7%、6.7%、6.7%……，中国经济以一种倔强的姿态，不断前行，对此，
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经济学家张连起指出，
“要适当扩大总需求。只有把教育、医疗、养
老、体育、文化等老百姓的需求激发出来，促进消费升级，增强内生动力，才能更好地做好
稳增长、防风险的大文章。
”回答下列小题。
1.依据《政治生活》知识可知，张连起委员的发言（
）
①是本着对人民负责精神行使审议权，决定国家重要事务
②是在行使公民对国家机关的监督权，维护自身合法权利
③是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参政议政，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
④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体现，能够凝聚实现中国梦的正能量
A.①②
B.②④
C.③④
D.①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公民的民主参与。题目中，张连起指出，“要适当扩大总需求。只有把
教育、医疗、养老、体育、文化等老百姓的需求激发出来，促进消费升级，增强内生动力，
才能更好地做好稳增长、防风险的大文章。” 故张连起委员的发言是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
参政议政，提高党和国家决策的科学性，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具体体现，能够凝聚实现中
国梦的正能量。故③④入选。①②选项表述错误，排除。选 C。
答案：C
2.从经济学角度判断，以下对张连起委员发言的解读正确的是（
）
A.积极的财政政策应该注重对民生领域的倾斜
B.缩小收入差距可以促社会整体消费水平的提高
C.在国际市场低迷的情况下不应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
D.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稳增长防风险的根本举措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财政。对于张连起委员的发言，从经济学角度来看，国家应该采取积极
的财政政策，应该注重对民生领域的倾斜。故 A 选项表述正确入选。其他选项表述与题意
无关。故排除。
答案：A
3.在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的情况，2017 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适度扩
大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该政策的传导路径是（
）
①政府投资增加，形成新需求
②生活消费需求增加，内需扩大
③劳动者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
④企业生产规模扩天，就业增加
A.财政赤字增加→①→④→③→②
B.财政赤字增加→①→②→③→④
C.财政赤字增加→③→④→②→①

D.财政赤字增加→②→④→③→①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财政政策。根据题目的表述，2017 年，我国将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
策，通过适度扩大财政赤字促进经济发展，故可以得知，财政赤字增加会增加政府投资，形
成新需求，从而使企业也扩大规模，就业增加，使劳动者收入增加，购买力提高，从而使消
费者的生活消费需求增加，内需扩大，拉动经济增长。故其传导顺序为①→④→③→②，故
A 入选。其他选项错误。
答案：A
4.我国劳动法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确定实行政府、工会、企业三方
代表民主协商的原则，主要根据本地区物价水平、平均工资、劳动力供求状况、赡养系数、
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确定。由此可见，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有别于（
）
①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②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③通过再分配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④理顺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根据题目的表述，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
低工资确定实行政府、工会、企业三方代表民主协商的原则，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有利
于正确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而理顺国家、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故①④入选。
②选项错误，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③选
项表述的是再分配，与题意无关。选 C。
答案：C
5.精准扶贫不能光喊口号，一定要真抓实干，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
）
①坚持法无授权不可为，坚决纠正不作为、乱作为
②积极推进政务公开，自觉接受困难群众的监督
③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水平
④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探索行之有效的脱贫办法
A.①②
B.③④
C.②③
D.①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对人民负责原则的具体要求。根据题目的表述，精准扶贫不能光喊口号，
一定要真抓实干，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和水平，
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探索行之有效的脱贫办法。故③④入选。①选项中“法无授权不
可为”表述与题意不符。②选项中“推进政务公开”与题意不符。选 B。
答案：B
6.按照现行宪法规定，我国的国家权力架构是统分的格局，即：在全国人大之下，设立行政
机关、审判机关和监督机关。而依据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有关决定，目前隶属于行政机关的
监察机关，将独立出来，成为与“一府两院”平行并立的“国家监察机关”，下列关于正在

试行的“国家监察机关”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它由中共中来任命，对中共中央负责
B.它与现有的“一府两院”平行并立，将形成分权制衡的关系
C.它是依据中国共产党的决定设立的，其权力行使可以不受法律约束
D.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应该由本级人大产生、向本级人大汇报工作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目前隶属于行政机关的监察机关，将独立出来，成
为与“一府两院”平行并立的“国家监察机关”，依据民主集中制原则，它应该由本级人大
产生、向本级人大汇报工作。故 D 选项入选。A 选项表述错误，排除。B 选项中“形成分
权制衡的关系”表述错误。C 选项“其权力行使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表述错误。
答案：D
7.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离职时，僚属为避人耳目，在深更举夜用小船给他送了—批礼品，叶
存仁写了一首诗加以拒绝：
“月明风清夜半时，扁舟相送故迟迟，感君情重还君赠，不畏人
知畏己知”
，
“不畏人知畏己知”
。不仅刻画出了这位巡抚崇高的人生操守，也给我们加强思
想道德修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
）
A.要慎独，注重自律自省
B.要加强制度建设，以法制坚守道德底线
C.要择友，互相砥砺切磋
D.要坚定理想信念，用正确的价值观引航人生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价值观。题目中，清代河南巡抚叶存仁离职时，僚属为避人耳目，在深
更举夜用小船给他送了—批礼品，他写了一首诗加以拒绝并将礼品退回，他的这种做法给我
们加强思想道德修养提供了深刻的启示是要慎独，注重自律自省。故 A 入选。B 选项主体
是政府。C 选项表述的是交友，与题意不符。D 选项与题意无关。
答案：A
8.“即便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都会左右
看。
”由此可见（
）
①声称者的“言”体现了其唯心主义的世界观
②声称者的“行”体现了其唯物主义构的方法论
③唯心主义在理论上是没有意义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④真正的哲学可以指导人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
A.①②
B.③④
C.①③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题目中，
“即便那些声称‘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而且我们无力改变’的人，在过马路之前都会左右看。”由此可见声称者的“言”体现了其
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其“行”体现了其唯物主义的方法论。故①②选项入选。③选项观点错
误，排除。④选项表述与题意无关。选 A。
答案：A
9.“十一总会让我们想起一加一大于二，还有它代表着一个团队。绝地反击，比的是实力，
拼的是意志，搏的是勇气，奋勇拼搏，决不放弃。这是女排精神，是激励中国前行的力量！
”
感动中国 2016 年度特别致敬中国女排，也让我们感受到（
）

①坚强的意志是中国女排成功的保证
②自强不息成就了女排姑娘的精彩人生
③郎平教练在中国女排中不可替代的作用
④良好的外部条件是中国女排奥运夺冠的关键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联系。女排精神，是激励中国前行的力量，女排精神教会我们要勇于拼
搏，这让我们感受到坚强的意志是中国女排成功的保证，自强不息成就了女排姑娘的精彩人
生。故①②入选。③选项表述与题意不符。④选项表述错误，题目中没有强调外部条件。选
C。
答案：C
10.依据教育部有关通知的要求，为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自 2017 年起，中小学教材中凡
有“八年抗战”字样的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此举意在（
）
①改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某些历史事实
②帮助中小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抗日战争的整个历史
③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 14 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
④突出“七七事变”前东北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伟大历史功绩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③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联系的知识点。依据教育部有关通知的要求，为全面反映日本侵华罪行，
自 2017 年起，中小学教材中凡有“八年抗战”字样的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
。此举强调“九
一八”事变后的 14 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意在帮助中小学生更全面地理解抗日战
争的整个历史。故②③入选。①选项“改写历史事实”的表述错误。④选项表述与题意无关。
选 D。
答案：D
11.下列解释中，不符合如图漫画寓意的是（

A.要学会在失败中成长
B.要在实践中追求真理
C.要宽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D.要坚持绝对运动和相对静止的统一

）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知识是实践与认识。漫画中，再前行的道路上肯定会摔倒，如果怕摔倒
而不前行，就不会有进步，这告诉我们要学会在失败中成长，同时要宽容改革创新中的失误，
要在实践中追求真理。故 A、B、C 三项表述与漫画主旨相符。D 选项强调绝对运动与相对
静止，故排除。
答案：D
二、非选择题（共 56 分）
12. 2016 年 12 月 21 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召开第十四次会议，研究解决以下几方面事关人
民群众生活的重大民生问题：
存在的问
题

养老服务

食品安全

家禽养殖废弃物处理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
会，但养老产业处于
起步阶段，养老服务
缺口较大

食口企业小、散、乱， 畜牧业快速发展，保证了畜产
食品安全问题频发；政 品需求，也产生了大量的养殖
府监管衔接不畅、职责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足
不清

(1)运用所学《经济生活》知识，谈谈上述问题产生的原因。并说明解决上述问题的经济学
意。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答案：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①供应不足，生产不能满足消费需求；②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和
政府监管（调控）缺失；③生产方式不合理，不符合可持续发展要求。解决上述问题有利于：
创造新的增长点，拉动经济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改善生产生活环境；满足人民需要，
推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
(2)运用《经济学常识》的有关知识，说明政府应该如何运用价值规律推进上述问题的解决。
解析：本题考查宏观调控、价值规律。故针对养老服务问题，主要可以从引导社会资源进入
养老服务行业，扩大养老服务供给角度分析；针对食品安全问题，主要可以从鼓励食品生产
行业优胜劣汰，鼓励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的角度分析；针对家禽养殖
废弃物处理可以从鼓励技术研发，提高畜禽养殖行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的角度分析。
答案：①引导社会资源进入养老服务行业，扩大养老服务供给；②鼓励食品生产行业优胜劣
汰，鼓励技术先进、管理水平高的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行业自律；③鼓励技术研发，提
高畜禽养殖行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
13. 2017 年 1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会，阐述了中方引导经济
全球化的建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甜瓜包苦蒂，美枣生荆棘。”面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我们要主动作为、
湿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我们要顺
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
让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1)结合材料，分析中方关于应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建议蕴含着哪些哲学道理？
解析：本题考查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主要考查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规律客观性的统一、
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道理以及正确的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答案：①主动作为、适度管理，体现了发挥主观能动性和尊重规律客观性的统一；②顺应大
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路径和节奏，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的道理；③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

化的好处，体现了正确的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材料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习主席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进行阐述：
“不能这边
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这是“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
政治新道路；
“独行快，众行远”
“ 一棵树挡不住寒风”， 这是“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
水大河满”的经济新前景；
“吹灭别人灯，会烧掉自己的胡子”， 这是“命运与共、唇齿相
依”的安全新局面；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这是“并育而不相害”的文明
新气象。
(2)结合材料，运用所学《政治生活》知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几点建议。
解析：本题中主要可以从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顺应政治多极化
趋势以及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等角度进行分析即可。
答案：①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扩大共同利益，构建对话不对抗、
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②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推动国际均衡、协调发展建设一个共同繁
荣的世界；③顺应政治多极化趋势，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④反对霸权主义
和强权政治，建设一个开放包容的世界。
14.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廉政思想内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特
别强调为官之德，官德思想和传统的德治文化深刻影响着官员的选任。积极借鉴历史上优秀
的廉政文化，对于今天进行廉政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当然，今天的社会与古代社会有很多差
别。因此，借鉴历史上优秀的廉政文化，应充分挖掘其本质内涵，总结其规律。
(1)结合材料，用“传统文化”的知识，分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什么必须
借鉴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
解析：本题考查的是传统文化的特点。根据书中传统文化的稳定性等分析即可。
答案：①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它在世代相传中保留着基本特征，同时，它的基本内涵
又能够因时而变。传统文化这这个特点说明，我国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能够在今天被赋予
新的时代内涵，从而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②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继承借鉴是今天我国加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思想基础。③历史上的优秀廉政文化能够顺应社会
生活的变迁，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2)“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请为如何借鉴我国历史
上的优秀的廉政文化提供两点建议。
解析：考查考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例如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廉政文化氛围；坚持“推陈
出新、革故鼎新”
，为其注入新的时代精神等。
答案：答案示例：①加强宣传教育，营造廉政文化氛围；②坚持“推陈出新、革故鼎新”
，
为其注 入新的时代精神。③借助现代信息技术，实现有效传播、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