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内蒙古包头市中考真题历史
一、选择题（本题 10 个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在每小题给出的四个选项中，只有一
项是符合题目要求的）
1.（2.00 分）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了从咸阳直通北边九原的直道，“长千八百
里”
。这项措施（ ）
A.促进了北疆与内地的交往
B.加速了国家完成统一进程
C.确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D.解除了匈奴对边境的威胁
解析：由材料“公元前 212 年，秦始皇命蒙恬修筑了从咸阳直通北边九原的直道”
，可知，
这加强了咸阳都城与北疆地区的联系，促进了北疆与内地的交往。
答案：A。
2.（2.00 分）如图所示的是明朝都城的规划布局和功能分区，这种设计意在突出（

）

A.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
B.宫殿宏伟壮观的景象
C.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
D.紫禁城建筑的时代感
解析：明成祖在元大都的基石上，修建了北京城，北京城有三重，由外向里依次是京城、皇
城、宫城。宫城位于北京城的中轴线上，旧称紫禁城，现在称为故宫，是皇帝居住的地方。
题干明朝都城的规划布局和功能分区，这种设计意在突出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
答案：C。
3.（2.00 分）李鸿章创办的民用企业是（ ）
A.江南制造总局
B.福州船政局
C.轮船招商局
D.湖北织布局
解析：北洋大臣李鸿章 1873 年 1 月在上海成立轮船招商局，规定官督商办，招商集股。是
洋务运动中由军工企业转向兼办民用企业、由官办转向官督商办的第一个企业。

答案：C。
4.（2.00 分）1905 年，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将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纲领阐发为“民族主义”
。这一思想（ ）
A.完全符合当时的中国国情
B.与维新派的政治目标一致
C.延续了民主共和国的精神
D.推动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解析：依据材料结合所学可知，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指的是民族主义，
“建立民国”指的
是民权主义，
“平均地权”指的是民生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合称三民主义。
其中“民族主义”推动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D 选项符合题意。
答案：D。
5.（2.00 分）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犯山西，国民政府组织太原会战。八路军 115 师开赴抗
日前线，取得了会战中的平型关大捷。这说明了（ ）
A.国共两党军队的合作抗战
B.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C.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到来
D.日本武力侵华的行动被制止
解析：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进犯山西，国民政府组织太原会战。1937 年 9 月，一支骄横的
日军向平型关开进，八路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侧伏击，歼灭日军一千多人，缴获大批军用
物资，史称“平型关大捷”
。这是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大捷。体现了国共两党军队的合作抗战，
A 选项符合题意。
答案：A。
6.（2.00 分）1995 年 6 月，美国《财富》杂志推出一期封面报道《香港之死》
，表示了西方
社会对香港回归后前景的担忧。2007 年 7 月又发表了一篇《香港根本死不了》的文章重新
评价了香港。这一转变的原因是（ ）
A.中美关系的缓和与发展
B.“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实践
C.中西方价值观念的趋同
D.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影响
解析：据“1995 年 6 月，美国《财富》杂志推出一期封面报道《香港之死》，表示了西方社
会对香港回归后前景的担忧。2007 年 7 月又发表了一篇《香港根本死不了》的文章重新评
价了香港。
”这一转变的原因是“一国两制”构想成功实践。20 世纪 80 年代初，邓小平为
了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并首先在香港问题上得以成功实践，根
据“一国两制”的方针，我国于 1997 年 7 月 1 日收回了香港，洗雪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
耻。
答案：B。
7.（2.00 分）马克思说，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大革命，
是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据此可知，新航路开辟（ ）
A.满足了人们对黄金的需求
B.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C.巩固了西葡在欧洲的地位
D.证明了地圆学说的正确
解析：据“在 16 世纪和 17 世纪，由于地理上的发现而在商业上发生的大革命”可知，这是
对新航路开辟的描述，
“促进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可知，
新航路开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新航路开辟以后，从欧洲到亚洲、美洲和非洲等地的交
通往来日益密切，世界开始连成一个整体，欧洲大西洋沿岸工商业经济繁荣起来，促进了资
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答案：B。
8.（2.00 分）一战后，战胜的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有 27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战
后安排。这次和会（ ）
A.由苏美英三国操纵
B.力图遏制日本扩张
C.允许德国扩充军备
D.决定建立国际联盟
解析：一战后，战胜的协约国召开巴黎和会，有 27 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会议，讨论战后安排。
这次和会决定建立国际联盟。在美国倡导下，1920 年 1 月，巴黎和会通过《国际联盟盟约》，
根据和约规定，1920 年 1 月，成立了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人类社会第一个具有普遍意义
的国际性组织，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答案：D。
9.（2.00 分）下列史实与结论之间逻辑关系正确的是（ ）
选项 史实
结论
A
1921 年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
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强大的工业国
B
1936 年苏联通过新宪法
标志着“斯大林模式”形成
C
20 纪 80 年代戈尔巴夫政治改革 苏共对国家的领导力加强
D
1991 年苏联解体
霸权主义威胁得以解除
A.选项 A
B.选项 B
C.选项 C
D.选项 D
解析：苏联在 1936 年通过新宪法，宣布苏联是“工农社会主义国家”
，标志着苏联高度集中
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这一体制被称为“斯大林模式”
。
答案：B。
10.（2.00 分）2015 年 4 月，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最初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有 57 个，通过
基础设施的投资构建发展伙伴关系，全球掀起了一股“亚投行热”
。截至 2018 年 5 月 2 日，
亚投行正式成员国发展到 86 个。这表明（ ）
A.贸易保护逐渐成为世界主流
B.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已经确立
C.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
D.国际金融市场相互依存度减弱
解析：2015 年 4 月，中国倡议建立亚投行，最初的意向创始成员国有 57 个，通过基础设施
的投资构建发展伙伴关系，全球掀起了一股“亚投行热”。截至 2018 年 5 月 2 日，亚投行正

式成员国发展到 86 个。这表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强。第三次科技革命推动了世界经
济的发展，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经济全球化。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东西方冷战结束，
国际形势趋于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发展趋势。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各国经济联系
日益密切，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都不可能孤立地发展下去。于是，世界经济日益成为一个整体，
经济全球化趋势加速发展。
答案：C。
二、非选择题（本题 3 个小题，共 30 分.）
11.（6.0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汉初，奉行“无为”而治，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西汉中期，诸侯国的势力日
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为时代的
需要。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思想体系，
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付诸实行。
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太学，将儒家经典“五经”确定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
从此，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并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
根据材料，概括汉代儒学能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在历史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
解析：据材料“汉初，奉行“无为”而治，诸子百家学说重新活跃起来。西汉中期，诸侯国
的势力日益膨胀，土地兼并剧烈，匈奴为患，都威胁着西汉的稳定，积极有为的政治思想成
为时代的需要。董仲舒把儒家思想与当时社会需要相结合，创建了一个以儒学为核心的新的
思想体系，得到汉武帝的全面肯定。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并
付诸实行。公元前 124 年，汉武帝颁诏正式建立太学，将儒家经典“五经”确定为国家规定
的教科书。从此，汉代儒学得到重大发展，并成为后世历代王朝的正统思想”可知，汉代儒
学能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是西汉中期统治的现实需要，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的新解释，汉武帝
采纳董仲舒的主张；汉武帝确定儒家经典为教科书。儒学被确定为正统思想在历史发展中的
积极作用是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秩序的安定，带动了研习儒学的风
气，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答案：西汉中期统治的现实需要，董仲舒对传统儒学的新解释，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主张；
汉武帝确定儒家经典为教科书；积极作用：有利于大一统局面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社会秩
序的安定，带动了研习儒学的风气，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发展。
12.（12.0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毛泽东说：“占人类总数四分
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
起来了。
”
材料二：
“文革”结束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共一些领导人提出“两个
凡是”方针，继续推行“左”的政策。为改变这种状况，开辟新时期新道路，1978 年 12 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在思想、政治、组织等方而进行全面拨乱反正，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材料三：2017 年 10 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指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根据材料一，分析“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内涵。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的依据。
(3)根据以上三则材料，谈谈你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认识。
解析：
(1)由材料一“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
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可知，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
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成为
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所以说“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
(2)由材料二“1978 年 12 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在思想、政治、组
织等方而进行全面拨乱反正，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可
知，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线；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所以说中共十一届三
中全会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3)本题是开放性题目，言之有理即可，如民族独立是国家富强的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答案：
(1)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一百多年来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历史，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国家；
中国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
(2)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方针，重新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停止使用“以
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
伟大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
(3)民族独立是国家富强的前提，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
13.（12.00 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19 世纪上半期，随着轮船、火车等交通工具的发明，世界各地区之间的联系更加
紧密，一些区城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
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部来自欧洲。这种强势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上半期。
材料二：美国历经两次世界大战，获得了大量战争福利。在战后初期，美国人心中的全球责
任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建世界经济。但是随着冷战的兴起和东西方的分裂，美国开始重
新界定其全球责任，美国的责任变为在世界范围内领导“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欧洲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二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责任”定位有何变化并分析
变化的原因。
解析：
(1)由“由于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欧洲，欧洲国家的生产力率先突飞猛进，因此最
初的全球性大国全部来自欧洲。这种强势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上半期。
”结合所学知识，欧洲
区域性大国崛起为全球性大国的历史条件有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确立和发展；欧洲殖民
者通过殖民扩张，扩大了海外市场，加强了资本积累； 牛顿建立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对
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最大； 由英国率先进行的工业革命在欧洲扩展，极大提高了社会生
产力水平。
(2)由“在战后初期，美国人心中的全球责任意味着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建世界经济，美国的
责任变为在世界范围内领导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可知，二战后初期美国的“全球责任”

定位变化是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建世界经济到领导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由“但是随着冷战
的兴起和东西方的分裂，美国开始重新界定其全球责任”结合所学，变化的原因有冷战的兴
起和东西方的分裂；苏联的抗衡；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答案：
(1)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确立和发展；欧洲殖民者通过殖民扩张，扩大了海外市场，加
强了资本积累； 牛顿建立完整的力学理论体系，对近代自然科学发展影响最大； 由英国率
先进行的工业革命在欧洲扩展，极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
(2)变化：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建世界经济到领导自由世界遏制共产主义；原因：冷战的兴起
和东西方的分裂；苏联的抗衡；社会制度和国家利益的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