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湖南省娄底市中考第三次模拟政治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40 分）
1.（2 分）2018 年 1 月 8 日，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_______、
_______两位科学家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A.屠呦呦 赵忠贤
B.王泽山 侯云德
C.袁隆平 吴文俊
D.谷超豪 孙家栋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于 2018 年 1 月 8 日在
人民大会堂举行，王泽山、侯云德两位科学家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所以 B 说法正确，符
合题意。
答案：B
2.（2 分）三月热映电影（ ）以纪录片的形式，全方位呈现了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和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下中国这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展现出的场面震撼恢弘，大国雄姿跃然
眼前。
A.《大国重器》
B.《超级工程》
C.《厉害了，我的国》
D.《强国之路》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三月热映电影《厉害了，我的国》以纪录片的形式，全
方位呈现了中国这五年取得的伟大成就。所以 C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C
3.（2 分）2017 年 12 月 5 日，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宣布，中国
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2017 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______”，该奖是联合国系统最具
影响力的环境奖项。内蒙古高原塞罕坝林场建设者们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绿色奇迹，用实际
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
神。
（ ）
A.地球卫士奖
B.地球功勋奖
C.环境卫士奖
D.环境功勋奖
解析：根据平时积累时政知识得知，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在第三届联合国环境大会上宣布，中
国塞罕坝林场建设者获得 2017 年联合国环保最高荣誉——“地球卫士奖”，该奖是联合国系
统最具影响力的环境奖项。所以 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A
4.（2 分）2018 年 4 月 10 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
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
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贏，
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
续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界各国道，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此次年

会主题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国际组织负
责人以及政界、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等 2000 多人参加（ ）
A.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
B.开放共创繁荣改革引领未来
C.改革共创繁荣科技引领未来
D.开放共创富强教育引领未来
解析：2018 年 4 月 10 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8 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
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强调各国要顺应
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贏，勇于变革创新，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
将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界各国道，共创亚洲
和世界的美好未来。此次年会主题是“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来自多个国家
和地区领导人、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政界、工商界人士、专家学者等 2000 多人参加。A 说
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A
5.（2 分）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8 年 3 月 22 日签署备忘录，依据“_______”结果，将对从
中国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
反对。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绝不惧怕贸易战，有信心、有能力应对
任何挑战。
A.301 调查
B.911 调查
C.201 调查
D.315 调查
解析：美国总统特朗普 2018 年 3 月 22 日签署备忘录，依据“301 调查”结果，将对从中国
进口的商品大规模征收关税，并限制中国企业对美投资并购。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不希望打贸易战，但不惧怕贸易战。因此选项 A 正确。
答案：A
6.（2 分）随着私家车数量激增，
“马路飚牟”、
“醉驾肇事”等事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行
人的生命安全。面对日益复杂的交通状况，中学生在横过马路时（ ）
A.如果堵车，赶快翻越道路隔离设施
B.如果有急事，就迅速跑步横过马路
C.任何时候都按红绿灯指示走人行横道
D.选择从最方便的地方横过马路
解析：过马路时，翻越道路隔离设施，不按红绿灯指示，随意或快速过马路，都是违反交通
规则的行为，表现了自身不文明，败坏了社会风气，制造交通事故隐患，是错误的；C 是正
确的，不管有没有车辆行驶，都要按照红绿灯指示走人行横道过马路，有利于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有利于维护公共秩序，有利于给其他人带来良好的示范，传递社会正能量。
答案：C
7.（2 分）中暑后实施自教和救护中暑病人的方法有（ ）
①立即将病人移到通风、阴凉、干燥的地方，如走廊、树荫下
②赶快打退烧针，尽快使体温降至 37℃以下
③让病人仰卧，解开衣扣，脱去或松开衣服

④可服用感胃药、退烧药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解析：发生先兆中暑时，患者会出现头痛、头晕、口渴、多汗、四肢无力发酸、注意力不集
中、动作不协调等症状。发生轻症中暑时，患者体温往往在 38℃以上。一旦发生中暑，应
立即将病人移到通风、阴凉、干燥处；让病人仰卧，解开衣扣，脱去或松开衣服，打开电扇
或空调散热；尽快使患者体温降至 38℃以下。①③是正确的方法，②④不正确。
答案：C
8.（2 分）娄底为雷雨天气多发区，在户外遇到雷雨天气，我们应该（ ）
A.躲到大树底下避雨
B.赶紧打电话告诉父母亲
C.赤脚站在泥地或水泥地上
D.立即寻找恰当的避雷场所
解析：增强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需要远离危险，拒绝侵害，树立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提高警惕，远离危险环境。题干中的选项 D 有助于保护自己；B 拨打电话告诉父母、A 躲到
大树底下避雨都容易被雷击；C 赤脚站在泥地或水泥地上容易发生危险。
答案：D
9.（2 分）如果将人的一生比作四季，那么青春期就是生命的春节，“春季”是人生最美好
的年华，它既我们带来浪漫的遐想和成长的欢乐，也带来一些莫名的烦恼和困惑。因此，我
们应该（ ）
①隐蔽地与异性交往，避免被别人发现
②了解和悦纳青春期的生理变化，克服青春期的烦恼，促进生理、心理的协调发展
③增强自制力，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
④了解闭锁心理现象及危害，积极与同学、朋友交往
A.①②③
B.②③④
C.①②④
D.①③④
解析：①项，友谊是我们思想沟通、情感共鸣的结晶，只要用心交往、坦诚相待，异性之间
同样能够成为朋友，与异性交往应该互相尊重，坦诚相待，落落大方，纯洁的友谊是美好的，
不需要隐蔽,故①项错误；②项，面对青春期的新特点，要积极了解和悦纳青春期的生理变
化，克服青春期的烦恼，促进生理、心理的协调发展，故②项正确；③项，与异性交往的方
式应以群体活动为主，正确处理异性交往的方式，增强自制力，用理智来控制自己的情感和
行为，故③项正确；④项，青春期闭锁心理不利于扩大交往范围，所以要了解闭锁心理现象
及危害，积极与同学、朋友交往，故④项正确。综上所述，选项②③④正确。
答案：B
10.（2 分）一名失去双手的顾客前往餐厅就餐他请求餐厅服务生给予帮助，一名年轻男服
务生立即坐到他的对面，面带微笑的细心喂食，全程逾半小时。这一善举被一名顾客用手机
拍摄下来，并上传至网络，获得众多网友的赞赏，网友的赞赏告诉我们（ ）

①人与人之间需要相互关爱，我们应该伸出热情的手，主动地帮助和关心他人
②要平等待人，不歧视他人
③尊重他人，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和赞美
④尽管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要承担的责任却是相同的
A.②③④
B.①②④
C.①②③
D.①③④
解析：题干中的材料告诉我们应相互关爱，主动帮助和关心他人，做到平等待人，不歧视他
人，只有尊重他人的人才能赢得他人的赞美与尊重，所以①②③说法正确，④的说法错误，
因为角色不同，责任不同。
答案：C
11.（2 分）2017 年 3 月 15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总则》
。对此，下列理解正确的是（ ）
①法律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制定或认可
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最高立法权
③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④《民法总则》的制定不能与宪法相抵触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解析：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体现了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享有最高立法权，在我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其他法律的制定不能与宪法相抵
触。故②④符合题意；①错误，法律只能由国家权利机关制定或认可；③错误，人民代表大
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答案：D
12.（2 分）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为落实这一要求，我们应做到（ ）
①勇于承担自身责任宣传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性
②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敢举报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
③自觉履行公民义务，及时配合国家安全机关工作
④善于明辨是非善恶，坚决反对任何民族分裂活动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②③④
D.②③④
解析：作为公民，要增强法律意识，关心国家安全；树立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以自己的行
动为祖国添光彩；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便利和协助、为维护国家安全积极建言献策；检
举、制止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监督和维护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增强民族自尊心，同损害
国家尊严的行为作斗争。因此选项①②③④正确。
答案：C

二、明辨是非
13.（2 分）宽容、合作的基础是换位思考、与人为善。（ ）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人与人之间存在各种各样的差异，需要相互宽容，需要尊重彼此的个
性。由于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习惯、个性特点不同，品德修养上存在差异，
人与人之间出现矛盾非常正常。我们不能因为存在矛盾就拒绝合作、回避交往。宽容合作的
基础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
答案：错误
14.（2 分）小敏爽快地答应帮助表哥保存好扒窃来的一部高档手机。（ ）
解析：依据题干内容，
“扒窃来的手机”属于非法获得的财产，不但不受法律保护，反而要
受到法律的制裁，故替别人保存赃物也是违法行为，所以小敏的行为是错误的，也是违法的。
答案：错误
15.（2 分）慰问艾滋病患者时，梅梅怕被传染，不肯和艾滋病患者握手。（ ）
解析：题干错误，因为怕被传染，不肯和艾滋病患者握手，是对患者的不尊重，艾滋病传染
的途径是通过性传播和血传播，握手不会传播。
答案：错误
16.（2 分）与父母发生矛盾时，赞赏父母最关键，尽力做到求同存异。
（ ）
解析：本题材料显示与父母发生矛盾时，要学会理解父母，主动与父母交流，尽力做到求同
存异。所以本题观点正确。
答案：正确
17.（2 分）
“一带一路”建设符合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 ）
解析：
“一带一路”建设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为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开放发展开启了
新的机遇之窗，是国际合作的新平台，体现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
答案：正确
三、请思考并作简要回答（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18.（10 分）思想品德课上，同学们围绕“直面挫折”这一主题展开了讨论一：
小闽：人生难免有挫折，生活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小欢：我同意小闽的观点，造成挫折的
原因……小乐：战胜挫折，需要坚强意志。
小福：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暴自弃：我们要学会爱护自己，勤运动，多学法，守护生命健康。
小磊：任何时候都不能自怨自艾，我们要以百倍的精神面对，战胜挫折。
(1)请你将小欢的发言补充完整。
解析：该题考查挫折的原因，结合材料，我同意小闽的观点，造成挫折的原因有自然因素、
社会因素、主观因素等。
答案：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主观因素。
(2)你认为“战胜挫折，需要坚强意志”的理由是什么？
解析：该题考查战胜挫折，需要坚强意志的理由，结合课本知识，从正确认识挫折，直面挫
折的要求作答。
答案：面对挫折，意志坚强的人能调节消极情绪，走出失败的阴影：正确认识，迎难而上，
做到积极乐观，能以顽强的精神、百折不挠的毅力战胜挫折。

(3)请从行使生命健康权的角度，谈谈如何做到珍爱生命。
解析：该题考查如何珍爱生命，结合课本知识，从锻炼身体，当自身生命健康受到非法侵害
时，要依法自卫和请求法律帮助等作答。
答案：积极锻炼身体，拥有健康的体魄和焕发向上的精神；当自身生命健康受到非法侵害时，
要依法自卫和请求法律帮助等。
19.（10 分）材料一：如图，中国与创新型国家在科技诸方面的比较

注：目前世界上公认的创新型国家的共同特征是：科技进步贡献率在 70%以上，研发投入占
CDP 的比例一般在 2%以上，对外技术依存度指标一般在 30%以下。
材料二：
“今后 5 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能耗、二氧化碳排放量将分别下降 23%、
15%、18%。我们要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让老百姓在宜居的环境中享受生活，
切实感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生态效益。”9 月 3 日，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G20 峰会）开幕
式上的主旨演讲中，习近平主席以实实在在的数据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对于有质量、可持续发
展的决心和魄力。
材料三：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指出：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 举世瞩
目的伟大成就，但资源消费量急剧增加，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加快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
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是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应着
力解决的重大问题。
(1)材料一说明什么？
解析：分析图表可知，体现了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世界先进国家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我
国创新投入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以此作答即可。
答案：材料一说明中国创新投入不足，科技进步贡献率不高，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与创新型
国家还有一定的差距。
(2)联系上述材料，我们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应该养成哪些良好的生活方式？
解析：本题可从树立生态文明理念或绿色发展理念、落实具体行动、同破坏行为作斗争等方
面组织答案，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①借环利用（如：一水多用、垃圾分类回收等）；②替代消费（即用绿色产品替代高
行、高耗的消费品）
；③节制消费、降低消耗（如：简化包装、少开空调，人走灯灭，多乘
坐公共交通工具等）
；④重复使用（购物时自备购物袋、拒绝使用一次性筷物品）。
四、分析说明与活动探究题

20.（14 分）人民日报社记者马跃峰采写的新闻故事《老郭脱贫记》，获得第二十七届中国
新闻奖一等奖。
让我们一起来品读！
（有删减）
贫困户吃低保，别人争得面红耳赤，老郭却总想让出去：“脱贫靠劳动，不能躺在‘政策温
床’上!”老郭叫郭祖彬，是河南封丘县王村乡小城村农民…了还（儿子两次大手术）钱，
他到天津打工六七年，窟窿没补上，还落下脑梗病。乡邻们忧心地说：
“老郭脱贫一猴年马
月的事!”……老郭来说，
（政府）安排公益岗位，每月挣 400 元；孙子享受教育补助，每年
1000 元；儿媳转移就业卖手机，每月工资 1500 元。全家享受人身意外险、医疗补充险，阻
断“因病致贫”
。政府“完了底”
，致富靠自己。封丘县实施产业扶贫项目 81 个，户均可享
产业扶贫资金 8000 元。村支书郭祖良选定种植中药村，请来中医药大学教授，测土、配方。
老郭一听，第一个报名。
老郭算了笔账：4.5 亩药材，纯收入 1.8 万元。自己在合作社干工，可挣 500 元；儿子开车
耕地，也能收入 3600 元。加上养猪，全家年收入 5.6 万元，家里 6 口人年人均纯收入 9300
多元。
(1)“脱贫靠劳动，不能躺在‘政策温床’上”
“老郭一听，第一个报名…从老郭的言行中，
我们能体会到他具有哪些优秀品质？
解析：解答本题需要把握设问中的关键词“老郭的言行”“具有哪些优 秀品质”，结合材料
中老郭的言行分析可知，老郭具有勤劳勇敢、自信自立自强、直面挫折、坚强意志、拥护党
的政策、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诚实善良、积极承担责任等优秀品质。
答案：勤劳勇敢、自信自立自强、直面挫折、坚强意志、拥护党的政策、艰苦奋斗、勤俭节
约、诚实善良、积极承担责任等。
(2)结合材料分析当地政府采取了哪些扶贫措施帮助老郭脱贫。
解析：结合材料和教材知识，从材料中“老郭算了笔账”得知当地政府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
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请来中医药大学教授，测土、配方”说明了地方政府重
视科教脱贫、人才致富，体现了科教兴县战略和人才强县战略；
“（政府）安排公益岗位“说
明了加大就业培训，扩大贫困地区的就业；阻断“因病致贫”说明了地方政府提高医疗服务
水平、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封丘县实施产业扶贫项目落实”体现了区域协调发展，动员和
组织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帮扶工作等；以此回答，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贫困地区的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②贯彻
科教兴县、人才强县战略，提高贫困地区基础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③落实区域协调发
展，加快城镇化建设，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④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推进贫困地区基
本公共服务均等化；⑤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扩大低保范围；⑥加大就业培训，扩大贫困地区
的就业；⑦动员和组织社会力量和志愿者参与帮扶工作，开展关爱贫困老人和儿童等活动。
(3)结合材料说明实施精准扶贫有什么重要意义。
解析：本题属于“为什么”类问题，主要考查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归纳能力，综合性强。学生
依据教材知识，主要从实现共同富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人民群众共享改
革成果、公平正义等方面组织答案，言之有理即可。
答案：有利于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构建和谐社会；有利于促进社会不断进步向公平与正义；
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有利于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有利于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
成果；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扶弱济困的传统美德等。
21.（16 分）建设法治政府

★依法行政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建设法治政府，推进依法行政，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
府。
★监督权力 2017 年 12 月 15 日发表的《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指出，严格规范行
政执法，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
★依宪施政 2018 年 3 月 5 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全面推进依宪施政、依
法行政。
★法治政府 2018 年 3 月 14 日发布的《国务院 2018 年立法工作计划》强调，把法治政府建
设加快向前推进。
(1)强化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建设法治政府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从推进依法治国进程、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国家
长治久安等方面作答。
答案：①有利于更好地落实依法治国本方略，维护社会公正正义；②有利于维护和保障人权，
构建和谐社会；③有利于捍卫宪法法律的尊严和权威，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长治久安。
(2)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说明了什么？
解析：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是由党的先进性、党和政府的宗旨决定的。据此分析从
科学发展观、党的执政理念、宗旨等方面作答。
答案：①党和国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③党始终代表中国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④党和政府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3)请你就如何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把法治政府建设加快向前推进向国家有关提儿点合理化
的建议。
解析：此题要求就依宪施政、依法行政提建议，考查知识运用能力。依据教材知识，从树立
发展理念、杜绝人治、推进政务公开、接受社会监督等方面组织答案。
答案：①树立宪法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理念，依法履行职责；②严厉打击违法行
为，杜绝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等行为；③提高办事效率，改善服务质量；④推进
政务公开，坚持科学、民主、依法决策；⑤涉及公众利益的重大事项，深入听取各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