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陕西省西安市八校高考第二次模拟政治
一、选择题（每小题 4 分）
1.2017 年，中国人民银行推动的基于区块链的数字票据交易平台已测试成功，由中国人民
银行发行的法定数字货币已在该平台试运行，中国成为首个发行数字货币并开展实际应用
的国家。数字货币（ ）
①本质上是虚拟货币
②是银行发行的一种信用凭证
③能够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
④可以表现和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
A.①④
B.①③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货币的知识。数字货币是指数字化人民币，是一种法定加密数字货币，其本
身是货币，可以表现和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能够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③④正确且符合题
意；虚拟货币是非法币的电子化,发行者不是央行，而且也只能在特定的虚拟环境中流通，
而数字货币可以被用于真实的商品和服务交易，①说法错误；数字货币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
②说法错误。
答案：D
2.2017 年 12 月 26 日，财政部、税务局、工信部、科技部共同发布的《关于免征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的公告》
，明确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对购置的新能源汽
车免征车辆购置税。在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均衡点由 E 移到 E，
（P 为价格，Q 为
数量，D 为需求曲线，S 为供给曲线）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图中最有可能正确反映
这一变化的是（ ）

A.①
B.②
C.③
D.④
解析：本题考查价格变动对需求的影响、供求影响价格。对购置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人们购买新能源汽车成本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的需求量增加，
其价格会上升，①正确且符合题意；A 错误；而 C、D 反映的均是供给的变化，不符合题意，
应排除。
答案：A
3.2017 年 12 月 14 日，建行宣布在深圳试点，付款时只需露出你的脸，再输入手机号后四

位，瞬间完成付款，打响了中国银行业刷脸付款的第一枪。这样的付款速度、这样的便捷程
度，超过了今天所有的支付方式。未来，你的一个眼神、你的静脉指纹，甚至你的声音，都
能成为建行识别你的暗号。这表明（ ）
①中国已进入无现金支付时代
②科技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
③科技的进步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质量
④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全面提高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③④
解析：材料只是表明人们支付方式上的变化，并不能表明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①不
选；科技的发展，使靠眼神、指纹、声带识别付款人成为可能，这表明科技影响并改变着我
们的生活方式，②正确；科技的发展，使人们付款更方便快捷，这表明科技的进步有利于提
升人民的生活质量，③正确；材料并不能表明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速度全面提高，④不选。
答案：B
4.截止 2017 年底，中国的海外投资超过 2000 亿美元，而其中一大部分将投向欧洲。中国的
外商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寻找自然资源转移到获取发达国
家的品牌和技术。一批中国企业在欧洲扎根，
“中国设计、欧洲制造”成为新的合作模式。
这说明我国（ ）
①着力培养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
②形成以技术品牌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
③正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
④提高利用外资的综合优势和总体经济效益
A.①②
B.③④
C.②④
D.①③
解析：本题考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①符合题意，
“中国设计、欧洲制造”成为新的合作
模式，表明我国着力培育开放型经济发展新优势；②不符合题意，材料未涉及；③符合题意，
中国的海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从原来的在非洲的发展中国家寻找自然资源转移到获取
发达国家的品牌和技术，体现了我国正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④不符合题意，材料
强调的是海外投资，没有涉及利用外资。
答案：D
5.陕西省周至县某村委会就精准扶贫对象的确定征求村民代表们的意见。村委会主任向大家
宣读和解释了草拟的初步方案，代表们就方案进行了询问并提出修改意见，最后大会对扶贫
对象的确定方案进行投票表决。该村委会盼做法（ ）
①发挥了村民代表在基层治理中的监督作用
②调动了村民民主管理的积极性，提高了决策效率
③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好地体现了民意
④落实了村民行使民主管理的权力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该村委会的做法，坚持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更好地体现了民意，落实了村民行使民主
管理的权利，③④正确且符合题意；材料反映的是村民代表在基层治理中的参与民主决策、
民主管理而不是民主监督作用，①说法错误；该村委会的做法，调动了村民民主管理的积极
性，但与提高决策效率无关，②说法错误。
答案：D
6.2017 年 2 月，北京、山西、浙江三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地区陆续成立省一级监察委
员会。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会改变中国现有的权
力格局，形成“一府一委两院”新局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
①将使监察委员会在我国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
②可以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的统一领导
③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围，丰富监察手段
④有利于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内部监督体系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我国的行政监督体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扩大监察范
围，丰富监察手段，有利于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
想腐的有效机制，有助于建立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②③正确且符合题意；
全国人大在我国国家机构中居于最高地位，①说法错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会改变中
国现有的权力格局，形成“一府一委两院”新局面，④说法错误，错在“内部”。
答案：C
7.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
，是每个共产党人最基本的政治品格和做人准则，是全
面从严治党的一个重要检验标准，也是各级领导干部修身之本、为政之道、成事之要。全党
范围内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有利于（ ）
①从严治党，提高党行政管理水平和效率
②保持党群血肉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基础
③端正党风政风，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④增强宗旨意识，树立求真务实的工作方法
A.①③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解析：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活动，应该是对党和党员的作用，有利于保
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维护人们的根本利益，巩固党的执政基础，营造良好的政治生
态，②③符合题意，答案选 B。①错误，党不能履行行政管理的职能，应该是猪提高行政管
理水平和效率；④错误，应该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
答案：B

8.中韩 1992 年建交后,两国友好关系发展迅速。但韩国政府以应对朝鲜核威胁为由，不惜损
害中国战略安全利益，强行推动“萨德”人韩，中韩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由此可
见（ ）
①在国际关系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朋友
②中韩两国没有共同的利益，只有利益的对立
③一国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不得损害他国利益
④中韩社会制度不同，导致两国关系不可能改善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解析：本题主要考查国际关系的决定因素。中韩之间也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②错误；④
说法绝对化，故排除。
答案：B
9.西成高铁于 2017 年]2 月 1 日正式开通运行，西安出发四小时飚成都，一路风景一路吃！
搭上西成高铁，蜀文化和秦文化更“铁”了，西成高铁让西部经济文化再次腾飞。这表明（ ）
①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载体
②文化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
③不同地域的文化渐趋融合
④人们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并享用文化
A.①②
B.③④
C.①④
D.②④
解析：本题考查文化的特点。搭上“西成高铁”，蜀文化和秦文化更“铁”了，
“西成高铁”
让西部经济文化再次腾飞，这表明精神活动离不开物质载体，人们在实践中创造文化并享用
文化，①④正确且符合题意；文化有先进和落后之分，只有先进文化才能促进经济社会的发
展，②说法错误；③在材料中未体现，应排除。
答案：C
10.近日，谷歌 DeepMind 公布最强版人工智能 AlphaGo Zero，
“自学成才”，在没有人类输
入的条件下，迅速自学围棋，只用了三天，碾压“前辈”
，取得了 100 比 0 的骄人战绩。而
“前辈”正是当初狂虐人类高手的那个 AlphaCo。这说明（ ）
①人工智能能正确发挥主观能动性
②认识具有无限性和上升性
③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④实践是认识的目标和任务
A.①②
B.②③
C.③④
D.①④
解析：本题考查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认识具有无限性和上升性。最强版人工
智能 AlphaGo Zero 只用了三天，碾压“前辈”
，取得了 100 比 0 的骄人战绩，这说明认识具

有无限性和上升性，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②③正确且符合题意；人工智能没
有主观能动性，①说法错误；认识的根本任务是透过现象看本质，④说法错误。
答案：B
11.2018 年伊始，全国大部分地区喜降瑞雪。“瑞雪兆丰年”，与此观点体现哲理一致的是
（ ）
A.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B.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C.乌鸦报丧，喜鹊报喜
D.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解析：本题考查联系的普遍性。
“瑞雪兆丰年”从哲学角度体现了联系的普遍性，
“城门失火，
殃及池鱼”体现了联系的普遍性，A 正确且符合题意；B 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C 是主
观臆造联系，违背联系的客观性，D 割裂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都不符合题意，均应排除。
答案：A
12.小虎队《爱》的歌词：
“想带你一起看大海，说声我爱你，给你最亮的星星，说声我想你，
听听大海的誓言，看看执着的蓝天，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TFBOYS《宠爱》的歌词：
“给
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
。网友纷纷评论道：
“时代变了”“小虎
队多有情调啊！
！所以我选 TFBOYS”
。从哲学角度看，这表明（ ）
A.文化要不断创新发展
B.价值观决定人生的道路和选择
C.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
D.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独立性
解析：本题考查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小虎队《爱》到 TFBOYS《宠爱》的歌词变化，反
映了时代的变化，从哲学角度表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C
正确且符合题意；A 属于文化生活，与设问的知识范围不符，应排除；价值观影响但不能决
定人生的道路和选择，B 说法错误；D 与材料主旨不符，应排除。
答案：C
13.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4 分）
材料一：2017 年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
幕。会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一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二是加快建设创
新型国家。三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四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五是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六是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
——《十九大报告》
材料二：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法国总统马克龙 2018 年 1 月 8 日起开始对中国进行
国事访问。马克龙此行的第一站是中国古都西安。此次选择西安作为首访城市，表明了马克
龙总统希望传递出欧洲和中国将在“一带一路”建设的框架内加强合作的信号，有多重政治
与文化意味，更是奠定了此次访问加深中法合作的基调。北京、上海、西安，堪称外国领导
人到访的“老三站”
。No．1 北京关键词：政治文艺外事；No．2 上海关键词：开放合作；No.3
西安关键词：文化历史。
细数外国领导来西安必干的四件事：

1.参观兵马俑。兵马俑是世界第八大奇迹，无论是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没有理由不皋。
2.欣赏仿古迎宾礼。南门的仿古迎宾礼驰名中外，当克林顿拿到开启古城的金钥匙时，
他非常高兴，这就象征着你已经开始穿越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3.品尝小吃。我们西安的各种特色小吃从来都上得了大席面的，敢问哪个领导来西安不被西
安小吃所诱惑呢？
4.洽谈合作。西安虽然是内陆城市，但是，越来越多地跟外国的品牌合作建厂。
(1)运用“经济生活”的知识，谈一谈我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现在哪些方面？结合
材料一，谈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12 分）
解析：本题的知识范围是经济生活知识，问题指向是谈一谈我国社会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
现在哪些方面并结合材料一，谈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本题有两问：一是谈一谈我国社会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表现，考生可从区域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等回答我国社会不平衡
的发展表现；从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强，
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不持
续的情况等方面来回答不充分的发展表现。二是结合材料一，谈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属于
措施类主观题，具体解答本题考生可结合材料一中我国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措施，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深化供给侧改革、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等角度来回答。
答案：发展不平衡，从区域发展上看，比如，城市和乡村，东部和西部。从发展各领域来看，
既有生产力发展不平衡，先进水平的和大量传统的与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也有供需发展不平
衡，还有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发展不平衡。从发展成果的共享看，不同群体、行业之间收入不
平衡。
发展不充分，主要指创新能力不够强，实体经济水平有待提高，发展的能力和水平还需要加
强，发展质量和效益还不高，转变发展方式还处于攻坚阶段，客观上还存在发展不够稳定和
不持续的情况。
①大力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
②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
③推进科技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
④深化供给侧结构改革，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
⑤转变对外贸易发展的方式，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推动形成全面对外开放的新格局。
(2)结合材料二，运用“文化生活”的知识谈谈西方领导人到访西安的原因和意义。
（12 分）
解析：本题的知识范围是文化生活的知识，问题指向是谈谈西方领导人到访西安的原因和意
义，属于原因、意义类主观题，具体解答本题考生可结合材料二，从文化遗产、传统文化的
特点、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角度来分析说明谈谈西方领导人到访西安的原因和意义。
答案：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历史文化成就的重要标志。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和相对稳
定性。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渗透、相互影响。有利于研究人类文明的演进，有利于树立文化
自觉和文化自信；有利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有利于增强
文化软实力，促进经济、政治的发展。
14.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28 分）
材料：一场“革命”的起点，竟然源自西安古城墙青砖缝隙中的烟蒂。2016 年 12 月 24 日
下午 4 点半，当大家都走上街头准备平安夜的狂欢时，上任仅仅半个月的西安市委书记王永
康却悄悄戴上了口罩，登上西安古城墙，用了三个多小时绕古城墙一圈，捡起了 27 个烟头。
消息很快不胫而走，让王永康一夜之间成为“网红”
，网友还赠与他“捡烟头书记”的称呼。

仅仅过了一周后的 2016 年 12 月 31 日，王永康在雁塔区调研时，又布置了两个新“作业”
：
一是做好“厕所革命”
，一是做好“行政效能革命”
。
在西安市各级政府的组织安排下，这“三大革命”迅速在西安市蔓延，席卷西安大街小巷。
网友不禁发问和质疑：王永康为什么要和烟头、厕所“杠上了”？
“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小事做不好，大事也干不了。烟头这么小的事情都抓不好’那还能
干好什么大事？，
，面对质疑，王永康直言不讳地回应道。小小的烟头，反映出干部作风建
设的大问题；小小的厕所，反映城市管理水平的大问题。为推进“三大革命”
，王永康在西
安广播电视台开创《每日聚焦》栏目，针对西安存在的政府服务、环境问题进行“电视问政”。
我们抓“烟头革命”
“厕所革命“行政服务效能革命’
，就要认真剖析这个典型案例，举一反
三，警示教育全市各级各部门！再有这种行为，轻则要问责，重则要掉帽子！
”王永康是这
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结合材料，运用“政治生活”的知识谈谈你的认识。（12 分）
解析：本题的知识范围是政治生活知识，问题指向是谈谈其对材料的认识，属于认识类主观
题，具体解答本题考生可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转化为政治生活的相关知识来组织答案：
具体考生可结合材料中的主体分别从中国共产党、政府、西安广播电视台等主体来回答：从
中国共产党的角度可从我国的国家性质、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地位、执政方式来分析说明；
从政府角度可从政府的性质、宗旨和基本原则、职能来分析说明；从西安广播电视台角度可
从民主监督角度来分析说明。
答案：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要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的根
本利益。群众利益无小事，
“三大革命”都是通过具体的办好事、实事，为人民群众创造良
好的生活环境，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
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党的执政理念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三大革命”体现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我国的执政党。由王永康书记掀起
的“三大革命”体现了党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方式：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布置“三大革命”作业体现了这一点。我国政府的性质：是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人民意
旨的执行者和人民利益的捍卫者。政府的工作宗旨是为人民服务。政府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对
人民负责。我国政府职能有保障人民民主，维护社会长治久安；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职
能、组织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职能、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职能。在西安市各级政府组织实施
的“三大革命”体现了这一点。实施民主监督，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西安广播电视台开创
《每日聚焦》栏目体现了这一点。
(2)结合材料，运用“生活与哲学”的知识谈谈王永康书记的哲学思考。
（12 分）
解析：本题的知识范围是生活与哲学的知识，问题指向是谈谈王永康书记的哲学思考，属于
体现类主观题，具体解答本题考生可从材料中提取有效信息并转化为生活与哲学的相关知识
来组织答案：具体可从物质决定意识、联系的普遍性、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矛盾的普遍
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实践是认识的目的、价值观的导向作用等
角度来分析说明，本题的答题思路是：原理+方法论+材料分析。
答案：物质决定意识，要求我们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王永康到城墙上捡烟头，提出烟头革
命体现了这一点。事物是普遍联系的，要求我们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烟头革命“厕所革命”
行政服务效能革命’是联系的，都要抓好。整体和部分是辩证统一的，要求我们树立整体观
念，统筹全局，又要搞好局部，用局部发展带动整体发展。小小的烟头，反映出干部作风建
设的大问题；小小的厕所，反映城市管理水平的大问题。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是辩证统一的
关系。要求我们从普遍性中概括出特殊性，又要在普遍性的指导下去研究特殊性，王永康到

雁塔区调研，认真剖析这个典型案例，体现了这一点。量变和质变的辩证关系要求我们重视
量的积累，积极促成飞跃。
“做大事要从小事做起’小事做不好，大事也干不了。”实践是认
识的目的，认识的最终目的是指导实践，重在践行。王永康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价
值观对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有导向作用。
“三大革命"的提出和实践维护了人民群众的利
益，体现了正确价值观的导向作用。
(3)作为一名西安人，就建设“美丽西安”提出两个方法论要求和具体建议。
（4 分）
解析：本题比较开放，考生只要围绕建设“美丽西安”这一主题，提出两个方法论要求和具
体建议,只要言之有理即可得分。
答案：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要结合西安的实际，做好绿化工作，创建国家园林城市。要坚
持用联系的观点看问题，各部门要齐抓共管，从环境、卫生、安全等方面努力，建设美丽西
安。坚持发展的观点看问题，创新发展，提升西安的城市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