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四川省广安市邻水县中考第三次模拟政治
1.（2 分）2017 年 7 月 7 日，______大桥海底隧道贯通，标志着先后经历 13 年论证、设计、
施工的“世纪工程”______大桥全线贯通。大桥总长 55 公里，是连接香港、______和澳门
的超大型跨海通道，实现了“六个最”：世界总体跨度最长、钢结构桥体最长、海底沉管隧
道最长的跨海大桥，也是世界公路建设史上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高、工程规模最庞大的
桥梁。
（ ）
A.港深澳 深圳
B.港粤澳 广东
C.港汕澳 汕头
D.港珠澳 珠海
解析：2017 年 7 月 7 日，港珠澳大桥海底隧道贯通，标志着先后经历 13 年论证、设计、施
工的“世纪工程”港珠澳大桥全线贯通。大桥总长 55 公里，是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超
大型跨海通道，实现了“六个最”
。因此选项 D 正确。
答案：D
2.（2 分）2018 年 2 月 22 日晚，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男子 500 米决赛巾，中国选手（ ）
以 39 秒 584 的成绩夺冠，并打破了由他自己创造的世界纪录，为中国代表团获得了平昌冬
奥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中国短道速滑队冬奥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男子项目金牌。
A.韩天宇
B.任子威
C.武大靖
D.金阿朗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在平昌冬奥会短道速滑赛中，中国选手武大靖为中国代
表团获得了平昌冬奥会的首枚金牌，这也是中国男子短道速滑队冬奥会历史上获得的首枚项
目金牌。所以 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C
3.（2 分）2017 年 12 月 13 日是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
家公祭仪式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国家开展公祭活动的目的在于（ ）
①警示人们要树立忧患意识
②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③告诉人们要铭记历史，勿忘国耻
④牢记仇恨，不再与日本进行交流和合作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解析：此题从弘扬民族精神出发，以第四次“国家开展公祭”活动为背景材料，考查学生对
此活动意义的认识理解。警示人们要树立忧患意识、铭记历史、弘扬民族精神，所以①②③
是正确的选项；④选项“牢记仇恨，不再与日本进行交流和合作”观点错误，国家开展公祭
活动的目的是铭记历史、弘扬民族精神，本题是组合题，故不难选择出正确答案为 D。
答案：D
4.（2 分）中共十八大以来的五年，是党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我们党以巨大的政治
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取得了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这些成就的取得是因为（ ）
①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
③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④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A.①③④
B.①②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可知，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进行的根本保
证，①符合题意；全国人民发扬艰苦奋斗精神，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就的原因之一，
②符合题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正确发展道路，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
国家生命线，是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③④符合题意。
答案：B
5.（2 分）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
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 ）
①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
②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
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
④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
A.①③④
B.①②③④
C.②③④

D.①②③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结合时政热点中共“十九大”报告和精
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是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所以②③④是正
确的选项；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并没有超越初级阶段，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①选项观点错误，排除。
答案：C
6.（2 分）2018 年 3 月 3 日下午 3 时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人民
政协的职能是（ ）
①政治协商
②民主监督
③任名国家领导人
④参政议政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②③④
解析：人民政协的主要职能是政治协商、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①②④符合题意；③不属于
人民政协的职能。
答案：C
7.（2 分）2017 年 11 月 7 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该法规定：经
营者对自己产品的虚假宣传，帮助他人进行刷单、炒信、删除差评、虚构交易等行为，都将
受到严厉查处。这告诉我们（ ）
①公民要合法创造财富，不能见利忘义
②要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③现代社会的经济活动必须在法律的框架之中进行
④扰乱社会经济、损害他人利益的行为是违法行为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③④
D.①②③④
解析：此题考查重点为“财富中的法与德”，本题主要考查获得财富的方式需要合法致富，
不能见利忘义，必须遵纪守法。①③④符合题意；②“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是
创造财富的政策导向，与材料所要表述的问题不一致。
答案：C
8.（2 分）中共十九大报告指出：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同全国一道进入全面小康社会是我
们党的庄严承诺，我们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
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材料体现了
（ ）
①我国社会不断走向公平与正义
②我们党着力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

③脱贫攻坚是国家一切工作的中心
④我们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此题考查“关注弱势群体”
，材料运用十九大报告内容和全社会关注的“脱贫攻坚”
为背景材料，但“脱贫攻坚”不是国家的中心工作，国家以人民为中心，但其实现的工作依
然是“经济建设为中心”
，故③表述错误，采用排除的方法，①②④符合题意。
答案：C
9.（2 分）2018 年 2 月 23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证监会主席刘
士余受国务院委托作《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草案）》的说明。
（ ）
A.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已经十分完善
B.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最高国家权力机关
C.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D.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职权
解析：题干中的材料说明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地位最高，权力最大；
其他中央国家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并受它监督；国务院要向它报告工作；可以对国
务院及其各部门提出质询案。因此选项 B 正确；选项 A 不符题意；选项 C、D 错误，因为人
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行使政治协商和民主监督的
职权。
答案：B
10.（2 分）2017 年 8 月 29 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改革是我们进行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方面，我们要继续高举改革旗
帜，站在更高起点谋划和推进改革，坚定改革定力，增强改革勇气，坚定不移将改革进行到
底。下列说法最能体现材料内容的是（ ）
A.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
B.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点
C.全面深化改革才能推进社会发展
D.对外开放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必不可少的条件
解析：本题重点考查学生正确把握“改革”与“开放”。材料选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化改革
领导小组会议的讲话为背景，考查了改革的重要性，该公司社会发展的动力，全面深化改革
才能推进社会发展，所以 C 选项符合题意；A、B、D 三项均提到“开放”，虽符合教材观点
和人们日常表述，但与材料表述不相符合。
答案：C
11.（2 分）2017 年 11 月 17 日，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17 日
上午 9 时 30 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人民大会堂金色大
厅，亲切会见参加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的 600 多名代表。国家开展这些活动有利于
（ ）
①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②优先发展教育与科学
③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
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A.①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解析：召开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表彰先进模范人物，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思想道德建设方面的重要举措，有利于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①③④符合题意；我国优先发展教育，不是教育与科学，②排除。
答案：A
12.（2 分）进入新世纪以后，国家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创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
天眼、量子卫星、C919 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填补了我国在尖端科学领域的空
白。这些重大科技成果的问世表明（ ）
①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②我国在科技领域已经全面领跑世界
③我国的自主创新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④我国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取得明显成效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解析：题干中我国取得重大科技成果，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提高，得益于我国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与人才强国战略，对于我国的社会发展具有重要影响，体现了科学技术是第一
生产力。①③④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②说法错误，我国科技水平总体偏低，不处于领先地
位。
答案：B
13.（2 分）
“萨德”入韩受到中国、俄国以及朝鲜等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抗议，韩国好些民
众甚至放下手中的工作，长期堵住“萨德”基地的入口，致使美军不得不动用直升机来运输
“萨德”部件。这说明（ ）
①人类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②和平是人类唯一的美好愿望
③维护世界和平仍需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
④独裁统治直接威胁和平
A.①③
B.②④
C.①②
D.③④
解析：题干中“萨德”入韩，对朝鲜半岛的和平局势造成威胁，遭到各国人民的反对，说明
了世界需要和平，需要世界人民共同努力，①③说法正确，符合题意；②说法错误，过于绝
对；④说法错误，这不是独裁统治，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答案：A

14.（2 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其中一
个重要原因就是（ ）
A.吸收了古今中外的一切文化传统
B.凡是传统文化都坚决保留
C.抛弃传统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文化
D.中华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几千年来，中华文明虽历经沧桑，饱受磨难，却绵延不绝，历久弥新。
一个重要原因是，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所以选
项 D 符合题意；A、B、C 选项太绝对，排除。
答案：D
15.（2 分）习近平主席指出：
“一带一路”就像一对腾飞的翅膀，让我们以雁栖湖为新的起
点，张开双翼，一起飞向辽阔的蓝天，飞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远方。对此理解正确
的是（ ）
①世界各国利益与共，没有分歧
②我国实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
③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已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导力量
④我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解析：对材料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做出正确选择。题干材料中，“一带一路”体现我国实行
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是推动世界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对世界经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所以②④符合题意；①③说法错误，
过于绝对，排除。
答案：D
二、解答题（共 3 小题，满分 30 分）
16.（8 分）材料：习近平主席在 2018 年新年贺词中讲到：
“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
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金。到 2020 年只有 3 年的时间，全社会要
行动起来，尽锐出战，精准施策，不断夺取新胜利。3 年后如期打赢脱贫攻坚战，这在中华
民族几千年历史发展上将是首次整体消除绝对贫困现象，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项对中华民
族、对整个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
结合材料，回答问题：
(1)材料中“到 2020 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是我们的庄严承诺。一诺千
金。的现行标准”
，表明现阶段我国最基本的国情在是什么？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可知，我国的最基本国情是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答案：现在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2)2020 年达到的小康是怎样的？
解析：此题考查对全面小康的认识，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中关于全面小康的阐述作答。
答案：全面的小康是较高标准的小康，是共同富裕的小康与精神文明的小康的统一。

(3)材料表明我国坚持怎样的富民政策？
解析：此题考查我国的富民政策，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可知，我国允许和鼓励一部
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据此作答。
答案：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7.（10 分）材料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民意志的集
中体现。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宪法
修改是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和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也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
材料二：中共中央政治局 2018 年 2 月 24 日下午就我国宪法和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举行第四次
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提高党长期执政能力，必须更加注重发挥宪法的重要作用。要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把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全面
纳入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轨道，把实施宪法提高到新的水平。
(1)材料一体现了全国人大在行驶哪项权力？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
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说明了什么？
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的规定，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的主要职权有：最高立法权，最高决定权，最高监督权，最高任免权。修改宪法体
现了全国人大具有最高立法权。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
分内容的建议》
。关于本小题可以从党的领导、全国人大的地位职权等方面进行解答。
答案：立法权。说明了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最高权力机关；②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
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③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最高立法权，是我国的立法机关。
(2)宪法修改过程体现了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哪一基本方略？
解析：宪法修改过程体现了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答案：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
(3)材料一和材料二共同体现了宪法在国家进步和发展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
解析：本小题主要涉及到了宪法的地位作用，可以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公平正义、坚
持完善党的领导等方面进行解答。
答案：①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②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③有利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有利于加强
国际交流与合作，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促进世界和谐繁荣发展。
18.（12 分）材料一：2017 年 8 月 21 日，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启动仪式暨《中国落实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展报告》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习近平指出，落
实可持续发展议程是当前国际发展合作的共同任务，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材料二：2017 年 12 月 5 日，中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授予“地球卫士奖”。
这是联合国表彰来自世界各地杰出环保人士和组织的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颁给塞罕坝
林场建设者，表明中国的绿色发展理念日益引起世界关注。这充分表明，中国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的努力和成效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认可。

根据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1)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是什么？
解析：此题考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中关于可持续发展含义的论述
作答。
答案：可持续发展，要求我们树立一种新的观念：生态文明观，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能够认识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的责任。
(2)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说明了什么？
解析：此题要求分析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卫士奖”体现的教材
观点，考查分析概括能力。塞罕坝林场建设者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实践者，表明我国重
视生态文明建设，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荣获联合国环保最高奖项“地球
卫士奖”表明我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重视国际合作，表明我国是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
国。据此分析从我国国际地位、可持续发展战略、对外开放与国际合作等角度作答。
答案：①我国和平、合作、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②我国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③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参与生态领域的国际合作。
(3)作为青少年，我们可以为落实可持续发展做些什么？
解析：此题考查青少年如何为可持续发展做贡献，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从树立可
持续发展理念、养成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行为习惯、与破坏环境与资源的行为作斗争等方
面作答。
答案：①保护环境是赋予每一位公民的权利和义务；②青少年要树立环保意识，增强环保观
念，从小事做起，从自己做起，热爱自然，热心环保，培养积极参与环境保护实践活动的意
识；③具体行动如：积极宣传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重要意义；敢于依法同浪费资源、破坏
环境的行为作斗争；一水多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