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 年四川省内江市中考历史试题
A卷
一、选择题：
（本题 16 个小题，每小题 4 分，共 64 分）
（2013·四川内江）17. 下列原始人类出现的先后顺序是（ ）
①半坡遗址
②元谋人
③北京人
④河姆渡遗址
A．②③①④
B．①④②③
C．②③④①
D．④①②③
（2013·四川内江）18. 夏朝和商朝的建立者分别是（ ）
A．启 成汤
B．启 盘庚
C．禹 盘庚
D．禹 成汤
（2013·四川内江）19．内江正在加快城市建设的步伐，打造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北宋时，
常住人口超过 100 万的大都市是（ ）
A．东京
B．临安
C．大都
D．广州
（2013·四川内江）20．1141 年后，我国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南方经济得到发展。这主要
是因为（ ）
A．南宋与金订立了和约
B．宋辽议和
C．北宋陆续消灭了各地的割据政权
D．经济重心的南移
（2013·四川内江）21．历史推论离不开对史实的正确解读。下列推论中不符合史实的是（ ）
选项

史实

推论

A

林则徐主张对外商“正常贸易者，加以
优待，倘有带烟发觉，立正刑诛”

这一主张表明林则徐维护外商在中
国的利益

B

中英《南京条约》

严重破坏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

C

左宗棠收复新疆

捍卫了祖国领土的完整

D

《辛丑条约》

使中国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的深渊

（2013·四川内江）22. 2013 年 4 月 26 日，法国皮诺家族在北
京宣布,将向中方无偿捐赠流失海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和兔首。
圆明园兔首和鼠首（见图 2）流失于（ ）
A．鸦片战争
B．第二次鸦片战争
C．甲午中日战争
D．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013·四川内江）23．下列历史事件不是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
的是（ ）
A．三大战役
B．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
C．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D．
《双十协定》的签订
（2013·四川内江）24．我国近代民族工业出现“短暂春天”是在（ ）
A．19 世纪六七十年代
B．19 世纪 90 年代
C．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D．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
（2013·四川内江）25．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历史的结论。能充分说明这一结
论的依据是（ ）
A．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B．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C．土地改革运动
D．三大改造的完成
（2013·四川内江）26．图 3 是小明整理的历史信息，据
此判断他研究的主题是（ ）
A．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B．祖国的和平统一
C．经济体制改革

D．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2013·四川内江）27．以下各项中，属于古希腊文明成就的是（ ）
A．封建等级制度
B．罗马共和国的建立
C．制订了罗马共和制法律
D．雅典民主政治
（2013·四川内江）28.“战争中的第一人，和平中的第一人，他的同胞心中的第一人”。这
“第一人”
（ ）
A．领导议会武装打败国王的军队
B．领导军队多次打败反法同盟
C．领导大陆军打败英军
D．领导北方军队打败南方叛军
（2013·四川内江）29．下列情况出现在 20 世纪初的日本的是（ ）
①实行小学义务教育 ②穿西服吃西餐 ③不允许自由买卖土地 ④实行征兵制
A．①②④
B．②③④
C．①②③
D．①②③④
（2013·四川内江）30．十月革命的历史功绩是（ ）
A．粉碎了国内外反革命叛乱
B．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C．苏联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D．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形成
（2013·四川内江）31．斯大林曾经称赞道：“这次行动按其计划的周密，规模的宏大和行
动的巧妙来说，在战史上还从未有过类似的先例。
”斯大林称赞的这次行动是（ ）
A．德国突袭波兰
B．德国突袭苏联
C．日本偷袭珍珠港
D．诺曼底登陆
（2013·四川内江）32．二战后初期至 70 年代初，西欧、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日本等国的
经济也迅速增长，其速度在资本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一时期被称为（ ）
A．经济全球化
B．西方经济的“黄金时代”
C．东亚的经济奇迹
D．西欧的振兴
（2013·四川内江）38．
（16 分）下列各小题的历史叙述中有一处错误，请找出来并改正。
（1）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是 1858 年在香港出版的《申报》
。
错误：
改正：
（2）1953 年 12 月，周恩来在接见参加中印双边谈判的印度代表时，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
处理两国关系的“求同存异”的倡议。
错误：
改正：
（3）1789 年，制宪会议通过的《权利法案》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错误：
改正：
（4）第三次科技革命标志着人类由蒸汽时代跨入电气时代。
错误：
改正：
（2013·四川内江）39. （10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1970 年 12 月，毛泽东会见斯诺时说：
“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要走弯路，就是 S
形。
”这是他对党走过的历史道路的形象说法，……
——《党的艰辛探索的厚重史书》
（1）列举 20 世纪 50 年代党在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4 分）我们应从中吸取怎
样的历史教训？（2 分）
材料二 2013 年 3 月 17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
讲话提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实现中国梦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实现中国梦必
须凝聚中国力量……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
（2）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到的中国道路指什么？（2 分）为人民造福，解决世界粮食短缺问
题作出贡献的我国科学家是谁？(2 分)
（2013·四川内江）40．
（10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文艺复兴运动冲破了封建神学的精神束缚，兴起了理性的科学之风。从 17 世纪开
始，自然科学得到了飞速的发展，涌现出了许多成就卓著的科学家。
（1）文艺复兴的指导思想是什么？（2 分）建立经典力学基本体系的科学家是谁？（2 分）
材料二 20 世纪初期，德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二战后，世界科学中心转移到了美国。
——中华书局《世界历史》九年级下册
（2）第一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在哪里？（2 分）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人创造的成就是什
么？（2 分）
材料三 19 世纪下半叶，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的大机器生产推动了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19 世纪中叶
以后，科学家在研究热、光、电、磁、化学能、机械能等关系的基础上，发现了能量守恒和
转化原理，使近代科学技术出现了第二次重大突破。
——川教版《世界历史》九年级上册
（3）根据材料三，简要说明自然科学理论与工业革命的关系？（4 分）
B卷
（2013·四川内江）41．
（5 分）将下列各小题补充完整。
（1）历史上称民主推选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为“
”
。
（2）
负责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理论的设计，后来他又参加了氢弹的研制
（3）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革命理论是
。
（4）罗斯福新政中最主要的反危机措施是实施“
”
。
（5）把教皇比作“两只脚的禽兽” 的启蒙思想家是
。
（2013·四川内江）42．
（13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列宁说：
“靠凡尔赛和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
（1）巴黎和会的中心问题是什么？（2 分）根据材料一说明巴黎和会不是一次真正意义上
的和平会议。
（2 分）
材料二

图4
（2）图 4 反映的是什么历史事件？（2 分）这一历史事件实际上划分了战后世界的势力范
围，战后的世界格局是什么？（2 分）
材料三 当我们展望今后 5 年、10 年或 15 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五个强大的超级经济力
量……而且由于经济力量将成为其他力量的关键因素，这五大力量将决定世界本世纪最后
1/3 时间在其他方面的前途。
——尼克松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一次演说
（3）尼克松演说中的“五大力量”指什么？（5 分）
（2013·四川内江）43．
（12 分）阅读材料，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 日本割占台湾后，台湾人民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反对日本统治、争取回归祖国的斗争。
——川教版《中国历史》八年级上册

（1）元朝设置什么机构管理台湾？（2 分）日本通过什么条约割占了台湾？（2 分）
材料二 图 5、图 6 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

图5
图6
（2）图 5、图 6 各反映了怎样的历史信息？（4 分）
材料三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2012 年 9 月）11 日在宁夏银川表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国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决心和意志是坚定不移的，我们将坚决维护对钓鱼岛的主权……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际
秩序的严重挑战。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坚决维护钓鱼岛主权的依据。（4 分）

参考答案
A 卷（100 分）
17．C 18．D 19．A 20．A 21．A 22．B 23．D 24．C 25．B
26．D
27．D 28．C 29．A 30．B 31．D 32．B
38．
（16 分，正确找出一处 2 分，正确改正一处 2 分）找错并改正。
（1）错：
《申报》；改正：
《中外新报》
（2）错：
“求同存异”的倡议；改正：五项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3）错：
《权利法案》；改正：
《人权宣言》
；
（4）错：第三次科技革命；改正：电力的广泛应用（第二次工业革命）
；
39．
（10 分）
（1）失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4 分，各 2 分)；教训：坚持实事求是的
原则，遵循客观经济规律，发展经济应从本国国情出发。
（2 分。任答对一点给 2 分，言之
有理即可得 2 分）
（2）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 分）
；科学家：袁隆平（2 分）
；
40．
（10 分）
（1）指导思想：人文主义（2 分）
；科学家：牛顿（2 分）
；
（2）中心：英国（2
分）
；成就：
“克莱蒙”号汽船或汽船（2 分）；
（3）关系：自然科学理论推动了科技革命的
发展；科技革命又促进了自然科学理论的进步。（2 分，答其中 1 点就 2 分。表达相应的意
思即可给分）
B卷
41．
（1）禅让制；（2）邓稼先 ；（3）马克思主义；
（4）产业复兴法；（5）伏尔泰；
42．
（13 分）
（1）中心问题：如何处置战败后的德国（处置德国。2 分）；说明：巴黎和会上
形成的凡尔赛体系是建立在火山口上的（2 分）
；（2）历史事件：雅尔塔会议（2 分）
；战后
格局：两极格局（2 分）
；
（3）经济力量：美国、西欧、苏联、中国、日本（5 分，各 1 分。
把苏联答成俄罗斯不给分；把西欧答成欧洲、欧盟或欧共体都不给分；如果学生答案超过 5
个，给分范围限制在前 5 个。
）
43．
（12 分）
（1）机构：澎湖巡检司（2 分）
；条约：
《马关条约》
（2 分）
；
（2）图 5：日军在
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南京大屠杀；日军开展的杀人竞赛。2 分）；图 6：中国人民反抗日本

侵略者的斗争（台儿庄战役。2 分）；（3）依据：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2
分）
；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的公然否定，是对战后国
际秩序的严重挑战。
（2 分，只答其中一点给 1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