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山东卷）政治
1.山东省自 2012 年开始试点推行政策性农业保险，保险费用由政府承担 80%，农户承担 20%。在保险期间，
因暴雨、干旱等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对投保农产品造成的损失，由保险公司根据受灾程度给予农民补
偿。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实施有利于
A.降低生产成本，确保农民稳定增收
B.优化资源配置，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C.完善初次分配，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D.降低生产风险，切实保护农民利益
解析：根据题意，政策性农业保险，是国家采取宏观调控措施，运用财政手段，降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
风险，切实保护农民利益，故本题 D 入选。
答案：D
2.2012 年，我国综合运用各种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控，实现了预期调控目标。下列调控目标、调控政策、
具体措施三者对应最恰当的是
A.控物价——稳健的货币政策——严控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贷款
B.稳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减轻服务业和小微型企业税收负担
C.调结构——积极的财政政策——下调金融机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
D.惠民生——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财政支持力度
解析：A 选项观点错误，严控对高耗能，高污染行业的贷款是稳健的货币政策，但起不到控物价的作用，
能够起到调结构的作用，故排除。B 选项观点正确，减轻企业税收负担，是积极的财政政策，企业负担减
轻，发展加快，能够实现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故入选。
答案：B
3.2013 年 3 月，新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正式启动，内容之一是实行铁路政企分开，组建国家铁路局和中国
铁路总公司，不再保留铁道部。这项改革旨在
A.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减少市场监管职能
B.进一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扩大政府职权
C.强化对权力的监督，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D.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设服务型政府
解析：A 选项观点错误，协调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可以，但减少市场监管的职能是错误的，市场经济之下，
政府应该履行其职能，对市场进行监管，故排除。B 选项观点错误，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正确，但扩大政府
职权是错误的， 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是宪法和法律已经规定，政府的职权并没有扩大，另外，根据
题意，本题中的改革实质是政企分开，减少政府对企业的直接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故排除。
C 选项观点明显与材料反映信息不符，本题题干没有涉及监督和政府工作的透明度问题，故排除。此次改
革，铁路政企分开，政府减少对市场主体企业的直接干预，让政府和市场在各自范围内发挥自己的作用，
即理顺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政府更多的为市场、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即建设服务型政府，故 D 入
选。
答案：D
4.1992 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20 多年来，党坚持理论创新
和实践创新，使我国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
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
①坚持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

②具有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
③具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能
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A.①②
B.②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①选项党的两种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可理解为党的行为符合三大规律和党行为的目的和
方式围绕人民群众，显然题中对“规律”的信息表述不明显，对“人民群众”的表述不存在，故排除。党
不断进行理论和实践的两个创新，体现党与时俱进的执政能力，故②入选。根据题意，本题的设问主体是
中国共产党，而③选项观点明显是政府的职能，不符合题意，故排除。党领导我国的体制改革，实现了巨
大历史转折，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故④入选。
答案：C
5.如今，互联网已成为未成年人认知和参与社会的新途径。调查显示，我国未成年人中，91.4%使用过互
联网，72.5%上网时遭遇过不良信息，64.9%会模仿网络语言和行为。因此，文化建设应当
①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净化网络社会文化环境
②深入开展道德教育，提高未成年人道德修养
③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全方位提升文化竞争力
④积极推广信息技术，促进传媒的商业化发展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根据题意，互联网作为文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我国未成年人的成长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
故应该从两个层面加强文化建设，即加强对网络的监管，为未成年人的成长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对未成
年人通过教育提高其修养，学会应对不良文化的影响，故①②选项符合上述分析，入选。
答案：A
6.16 世纪意大利生产的一件青花瓷壶，壶型类似中国瓷的器型，纹饰类似中国的缠枝莲，壶细部又表现出
欧洲纹饰的特点，有专家评价说，这是“由进口中国青花瓷而得到的灵感”
。由此可见
①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具有包容性
②文化创新要面向世界，博采众长
③商业贸易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
④文化交流消融了世界文化多样性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涉及的是中外文化的交流以及因此而来的文化创新，而不是特指中国的文化，故①不符合题意，
排除。根据题意，题中意大利的青花瓷壶，既有中国的特点，又有欧洲的特点，很明显是一种文化创新，
坚持了文化创新的基本途径之一面向世界，博采众长，故②入选。题中评价意大利青花瓷由“进口”中国
青花瓷而得到灵感，很明显文化的交流是通过商贸活动实现的，即商贸活动是文化交流的重要途径，故③
入选。

答案：C
7.“梦想是海市蜃楼，还是绿洲，关键取决于你是否停止跋涉的脚步。
”与这句话内涵一致的是
A.“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B.“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C.“一步实际行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
D.“人类的心灵需要理想甚于需要物质”
解析：根据题意，本题强调“跋涉”实践的重要性，行动比纲领更重要，也是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故 C 入
选。
答案：C
8.身体每况愈下的病人看着窗外的一棵树，树叶在秋风中一片一片地掉落下来。她说：“当树叶全部掉光
时，我也就要死了。
”一位老画家得知后，画了一片青翠的树叶挂在树枝上，看着这片始终没有掉落的绿，
病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故事蕴含的哲理是
A.精神的力量可以派生出物质的力量
B.意识对人体生理活动具有调控作用
C.实践活动可以割断不利于人的联系
D.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
解析：A 选项观点错误，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
，意识是由物质派生而来，而不是意识派生物质，故
排除。C 选项观点错误，联系具有客观性，人可以根据固有联系，改变事物状态，建立新的具体的联系，
而不是割断不利联系，故排除。意识具有能动作用，表现为两个方面，即人能够能动的认识世界和人能够
能动的改造世界，根据题意身体每况愈下的病人通过意识的能动作用，奇迹般的活了下来，这显然是改造
世界，而不是认识世界。而改造世界又包括意识对改造客观世界具有指导作用和意识对人体生理活动具有
调节控制作用，本题病人由悲观心理到看到生命的希望战胜病魔奇迹般活下来，显然是意识对人体生理活
动的调控作用的发挥，故排除 D，而 B 入选。
答案：B
9.伴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关注发展质量、增加民生福祉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在城市
形象宣传中，
“幸福”
“活力”
“生态”等成了常见的宣传语。这说明
A.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
B.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C.语言的变化决定意识的变化
D.社会意识的变化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
解析：根据题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是社会存在，关注发展质量、增加民生福祉提到重要位置以及
常见的城市宣传语是社会意识，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社会存在的变化，“关注发展质量、增
加民生福祉提到重要位置以及常见的城市宣传语” ，等社会意识发生了变化，即表明社会存在的变化决
定社会意识的变化，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故本题 A 入选。
答案：A
10.（22 分）科技创新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驱动力。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 表 3 为 2008-2012 年我国研究与实验发展（R&D）经费支出与经济发展情况
表3
R&D 经费支出（亿元）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4616

5802

7063

8687

10240

国内生产总值（GDP）
（亿元）

314045

340903

401513

473104

519322

R&D 经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

1.47

1.70

1.76

1.84

1.97

注：R&D 经费支出占 GDP 比重是目前国际通用的衡量科技活动规模、科技投入水平和科技创新能力高低的
重要指标。目前，发达国家和地区该指标平均水平为 3%。
材料二 近年来，为推进科技创新，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不断加大财政科技投入力量，完善国家科技
奖励将，工作业绩、实际贡献紧密联系和鼓励创新的分配机制；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
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
材料三 科技发展丰富了公民的政治生活，政府网站、政务微博拉近了公民与政府的距离，使表达和倾听
更加贴近；科技发展振奋了国人的精神，航母入列、
“神九”飞天、
“蛟龙”入海……，我们在世界民族之
林中更加自信。
(1)材料一反映了哪些经济信息？（6 分）
解析：本题为图表题，解答图表题时应注意“三看”、，“两比较”。1.“三看”：一看图表标题，表格名称
中的相同、相近或相关联的中心词，往往就是本题所要分析的主要问题；二看图表内容，这是答案的主要
来源。三看表注（备注），表注使图表的含义得到全面深刻的表述，往往对答题有较大的影响。解释性的
备注是对图表中的信息进行分析、判断的依据；补充性的备注则是组织答案不可缺少的来源之一。 2.“两
比较”
，即“横向比较”
（通常比差距）
，
“纵向比较”
（通常比变化）；不同表格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还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等等。这可能也会是后面的设问要求回答的问题。
答案：2008-2012 年我国 R&D 经费支出不断增加，GDP 持续增长，R&D 经费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表明我
国越来越重视科技创新，但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
(2)运用经济生活知识，分析材料二中所采取的推进科技创新措施的依据。（8 分）
解析：本题以国家采取推进科技创新的措施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调动和运用知
识的能力，考查范围经济生活，考查知识点财政的作用、分配制度、企业的地位、市场的作用，题目类型
原因类。解答本题要从材料给定的信息出发，进行一层层解读，如“加大财政投入”对应必修一经济生活
中的财政的作用；如“完善奖励制度，
、健全分配激励机制”对应必修一经济生活分配制度；如“以企业
为主体”
，对应必修一经济生活企业的地位；如“以市场为导向”对应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基础性作用。(3)
答案：财政具有促进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增加财政科技投入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物质保障；
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完善科技奖励制度和激励机制可以调动工作
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企业是市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加者，以企业为主体可以充分发挥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作用；
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以市场为导向可以在科技创新过程中优化人财物的配置。
(3)根据材料三，说明科技发展对于政治生活的意义。
（8 分）
解析：本题以科技发展对政治生活的影响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
能力，考查范围政治生活，考查知识点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民主决策、政府自觉接受人民监督、综合国
力，题目类型原因类。
答案：科技发展拓宽了公民表达诉求的渠道，有利于公民更好地参与政治生活；科技发展有利于政府更好
地听取民意，提高决策水平；有利于更好地实施政务公开，接受人民监督；科学发展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
合国力，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
（若考生从其他方面作答，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11.（16 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中华民族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
“五岳独尊”的泰山、“水墨落纸如雨入沙”的宣纸、“功深熔琢，气无烟
火”的昆曲……许许多多的文化遗产带着历史的体温成为我们的文化基因，使我们成为我们，让我们懂得
未来的方向。
文化遗产可以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但有些地方方式单一，有些地方缺乏特色；有些地方片面追
求经济利益，打着“保护”的旗号过度开发，使其在“保护”中慢慢失去体温，失去未来。

(1)运用文化传承的知识，谈谈你对材料中“使我们成为我们，让我们懂得未来的方向”的理解。
（8 分）
解析：本题以中华民族丰富的文化遗产对我们产生的影响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
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考查范围文化生活，考查知识点传统文化的特点、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题目类型
认识类。
答案：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是维系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基因，
“使
我们成为我们”
。文化在继承的基础上发展，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继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才能
使我们在文化发展中保持正确方向。
(2)根据材料，运用矛盾的相关知识就如何合理开发文化遗产提出两条建议，并说明其哲学依据。
（8 分）
解析：本题以对如何保护文化遗产的探讨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
能力，考查范围生活与哲学，考查知识点矛盾特殊性、对立统一、两点论重点论，题目类型措施类。
答案：合理开发文化遗产应根据各地文化遗产的不同特点采取不同方式。矛盾具有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
合理开发文化遗产要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以保护为主，适度开发。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要坚
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
12.（10 分）
【思想政治一国家和国际组织常识】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断扩大人民民主；要坚持开放、合
作、共赢，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1)结合所学知识完成表 4。
（4 分）
民
主
集
中
制

表现

内容

人民代表大会与人民的关系

①

②

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其他国家机关由它产生，对它负
责，受它监督

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各级国家机构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划分职权

(2)根据材料，分析我国如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
（6 分）
解析：本题以全面建成小康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以及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
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考查范围国家和国际组织，考查知识点民主集中制，题目
类型基础知识填充类、措施类。
答案：12.(1)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②人民代表大会与其
他国家机关的关系。
(2)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加强同其他主权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合作；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各国共
同发展。
（若考生从其他方面作答，言之有理，酌情给分）
13.（10 分）
【思想政治一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
(1)社会公德的整体水平与每个人的行为息息相关，结合所学知识完成表 5。
（4 分）
表5
社
会
公
德

基本规范

体现的道德原则或道德要求

①

人道主义

爱护公物

②

保护环境

可持续发展

(2)人们每天出行要过马路，
“红灯停，绿灯行”
，红绿灯是交通指示灯，也是交通文明的“照明灯”，从道
德与法的角度，谈谈如何点亮交通文明的“照明灯”
。（6 分）
解析：本题以社会公德和个人行为的关系以及交通文明为背景，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的能力以及
调动和运用知识的能力，考查范围公民道德与伦理常识，考查知识点社会公德，题目类型措施类。

答案：13.(1)助人为乐 集体主义
(2)加强交通法规建设，以法律的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加强社会公德建设，以道德的说
服力和感召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把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结合起来，提升人们遵守交通
法规的自觉性，点亮交通文明的“照明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