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辽宁省丹东市宽甸县中考第二次模拟政治
1.（1 分）2017 年 10 月 30 日，我国申报的（ ）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
国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
A.甲骨文
B.本草纲目
C.黄帝内经
D.南京大屠杀档案
解析：2017 年 10 月 30 日，我国申报的甲骨文顺利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国
际咨询委员会的评审，成功入选《世界记忆名录》
，因此选项 A 正确。
答案：A
2.（1 分）2017 年 9 月 2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7 对“复兴号”动车
组列车在______线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______迈进“350 时代”
。（ ）
A.京广高铁
B.京沪高铁
C.京沈高铁
D.沪杭高铁
解析：2017 年 9 月 2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7 对“复兴号”动车组列
车在京沪高铁线率先实现 350 公里时速运营，京沪高铁迈进“350 时代”。因此选项 B 正确；
选项 A、C、D 不符题意。
答案：B
3.（1 分）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 ）
，祝贺他当选为俄罗斯总统。
A.特雷莎•梅
B.普京
C.默克尔
D.马克龙
解析：2018 年 3 月 19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俄罗斯总
统选举成功举行，祝贺普京连任俄罗斯总统。习近平指出，总统先生顺利当选连任，是俄罗
斯人民作出的正确选择。相信在总统先生领导下，俄罗斯人民一定会继续凝神聚力、团结奋
进，在国家发展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就。
答案：B
4.（1 分）获得 2017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是（ ）
A.于敏、屠呦呦
B.王泽山、侯云德
C.郑哲敏、王小谟
D.张存浩、程开甲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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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被翘首以盼
多时的获奖名单也终于公开。获得 2017 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是王泽山、侯云德。
答案：B

5.（1 分）欧洲专利局发布的 2017 年度报告显示，来自（ ）的专利申请量（8330 份）再
创新高，同比增长 16.6%，这使得该国首次成为欧洲专利局五大申请国之一。
A.英国
B.法国
C.日本
D.中国
解析：欧洲专利局近日发布的 2017 年度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再创新高。欧洲
专利局 2017 年共收到 165590 份国际专利申请，比 2016 年增长 3.9%。其中中国递交的专利
申请数量达 8330 份，同比增长 16.6%，这使得中国首次成为欧洲专利局五大申请国之一。D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D
6.（1 分）2017 年 8 月 8 日，庆祝（ ）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人
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发电表示祝贺。
A.内蒙古
B.新疆
C.广西
D.宁夏
解析：2017 年 8 月 8 日，内蒙古自治区成立 70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出席庆祝大会并讲话。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
中央军委发电表示祝贺。A 说法正确，符合题意。
答案：A
7.（1 分）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
（ ）个少数民族有正式使用的本民族文字。
A.55
B.20
C.22
D.47
解析：依据相关时政内容可知，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22 个少数民族有正式使用的本民族
文字。故选项 C 符合题意；其他选项与题意无关。
答案：C
8.（1 分）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虽少，但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等机关，都有各
少数民族成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是（ ）
A.民族团结
B.民族平等
C.民族和谐
D.各民族共同繁荣
解析：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数量虽少，但在全国人大、国务院和全国政协等机关，都有各少数
民族成员。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处理民族关系的原则是民族平等，各民族在一切权利上的平等，
所以 B 符合题意；A、C、D 与题干不符。
答案：B
9.（1 分）下列关于责任的说法正确的有（ ）

①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的相互承诺
②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
③承担责任就要无私奉献
④用合理、合法的方法，及时纠正自己的过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责任产生于社会关系的相互承诺，我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者不同的角色，身份不同，
角色不同，用合理、合法的方法，及时纠正自己的过失，也是一种负责任的表现，①②④符
合题意；③说法过于绝对。
答案：B
10.（1 分）大学生小华每周都利用休息时间去附近的儿童福利院做义工。她的这种行为（ ）
A.是为了表现自己
B.费力不讨好，不值得去做
C.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
D.承担了社会责任，帮助了他人，又提升了自身的价值
解析：大学生小华的行为是积极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积极承担责任的行为，帮助了他人，
又提升了自身的价值，是一种美德，是做人的基本要求，诠释了中华民族的真、善、美，生
活中我们要勇于担责，积极承担责任，D 是正确的选项；ABC 选项都没有理解小华的行为实
质，排除。
答案：D
11.（1 分）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解决台湾
问题我们应遵循的方针是（ ）
A.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
B.反对“台独”分裂活动绝不妥协
C.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绝不放弃
D.“和平统一、一国两制”
解析：党和政府制定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方针，完成了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
国的大业。
“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从解决台湾问题开始的。所以解决台湾问题我们应
遵循的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故 D 选项观点正确，且符合题意；A 是我国实现和
平统一的基础；B、C 与题意不符。
答案：D
12.（1 分）改革开放是（ ）
①立国之本
②强国之路
③兴国之要
④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A.①②③④
B.①④
C.②④

D.③④
解析：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强
大动力，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改革开放的根本目的是不断提高人民的
生活水平，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特色。所以②④是正确的选项；①选项四项基本原则
是立国之本；③选项经济建设是兴国之要，排除。
答案：C
13.（1 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 ）
A.“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B.“三个有利于”标准
C.“三步走”战略
D.两个“务必”
解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
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一个中
心、两个基本点”
。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A 选项符合
题意；B、C、D 选项不符合题意，排除。
答案：A
14.（1 分）能源部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 30%，小型煤矿的煤炭资源回
收率只有 10%～15%，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每年约有 500 万吨废钢铁、20 多万吨废有色
金属、1400 万吨的废纸及大量的废塑料、废玻璃等没有回收利用。这表明我国（ ）
A.资源总量大，种类多
B.人均资源占有量少，开发难度大
C.资源开发利用不尽合理，不够科学，浪费、损失十分严重
D.资源用之不尽，取之不竭
解析：题干中的描述，说明了我国资源回收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C 说法正确，符合题
意。A、B 材料中没有体现，不合题意；D 说法错误，资源有的是不可再生资源，并不是用之
不尽，取之不竭的。
答案：C
15.（1 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不靠武力，不靠政府政治背景，仍能远播海外，以
伟大的人文精神——人道、仁道、和谐、中庸之道，辐射到周边国家，形成了广大的儒教文
化圈。这表明（ ）
A.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B.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C.中华文化对人类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D.中华文化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产生深远影响
解析：本题考查的知识点是中华文化。儒教文化圈表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
世界文化大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文化的力量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
中。才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体现了中华文化对人类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C 是正确的选项；A、B、D 选项材料没有体现，排除。
答案：C

16.（1 分）下列选项属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有（ ）
①敬业奉献
②团结友善
③勤俭自强
④艰苦奋斗
A.①②③
B.①②④
C.①③④
D.②③④
解析：本题考查了课本知识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主要考查学生对知识的识记能力；依据
课本内容，我们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遵守“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
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故①②③符合题意，④不属于公民基本道德规范的内容。
答案：A
17.（1 分）现今时代精神的核心是（ ）
A.奉献精神
B.改革创新
C.科学精神
D.服务精神
解析：时代精神的核心是改革创新，B 符合题意，A、C、D 与题意不符。
答案：B
18.（1 分）九年级学生李某的妈妈是一家国有企业的工程师，月月有工资，季季有奖金，
年终还有一些出勤奖和技术贡献奖。爸爸与他人共同成立了一家智能玩具厂，因经营管理有
方年收入比妈妈还高。李某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情况说明（ ）
A.我国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
B.公有制仍然是我国经济制度的基础
C.按劳分配不再是我国分配制度的主体
D.我们应该放弃学业、自主创业
解析：本题考查了创造财富的源泉，依据课本知识分析材料可知，劳动是创造财富的源泉，
我国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李某父母的职业和收入情况说
明，我国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方针，所以 A 是正确的选项；C
选项不符合题意；B 选项错误，我国分配制度的主体是按劳分配；D 说法错误，我们应该自
觉履行好受教育的义务。
答案：A
19.（1 分）从一定意义上说，
（ ）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
基石。
A.科学
B.先进文化
C.科学技术
D.教育
解析：本题考查教育的重要性。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科学技术的发展，关键在人才，人才
的培养主要靠教育。教育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并最终决定着一个国

家和民族的兴衰成败，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排除不符合题意的选项 A、B、C。
答案：D
20.（1 分）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制度是（ ）
A.社会主义制度
B.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C.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D.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解析：现阶段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以 D 符合题意；
A 是根本制度、B 是政治制度、C 是基本经济制度，都与题干不符。
答案：D
21.（1 分）党的十八大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提出到 2020 年实现（ ）宏伟目标。
A.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B.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C.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D.共产主义社会
解析：依据教材知识，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即建党百年实现的宏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C 符合题意；A 明显错误；D 错误，实现共产主义是最高理想；B 不符合题意。
答案：C
22.（1 分）艰苦奋斗精神集中表现为（ ）
A.创业精神
B.勤俭节约
C.开拓进取
D.艰苦朴素
解析：依据课本内容，艰苦奋斗精神集中表现为：创业精神，我们今天提倡发扬艰苦奋斗精
神，就是主张要走艰苦创业之路。A 符合题意，B、C、D 与题意不符。
答案：A
23.（1 分）缓解学习压力的有效方法是（ ）
A.转移注意力培养自己的广泛兴趣
B.明确学习意义，培养学习兴趣
C.逃避学习压力，不敢面对
D.对自己的期望值超过自己的实际能力
解析：缓解学习压力的有效方法是明确学习意义，培养学习兴趣，要正确看待考试，正确估
计考题的难度和自己的能力，所以 B 符合题意；A 错误，培养自己的广泛兴趣，不利于自己
的学习；C 错误，积极面对学习压力，直面挫折；D 错误，对自己的期望值不能超过自己的
实际能力。
答案：B
24.（1 分）安徒生从小就立下远大志向，要成为一名童话作家。为了撰写童话故事，他走
遍哥本哈根的大街小巷，到处探访。终于在 1835 年，他发表的童话故事吸引了儿童的目光，
他的童话作品被译成了多种文字。这启示我们（ ）

①人生需要理想
②理想对人的行为有导向、驱动、调控作用
③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对理想进行调整
④理想的实现需要我们脚踏实地、全力以赴
A.①②③
B.①③④
C.①②④
D.②③④
解析：依据课本知识分析题干材料可知，人生需要理想，理想总是指引未来，表现为奋斗目
标，对人的行为有导向、驱动和调控的作用。在人生发展的过程中，理想激励着我们不断超
越自己，让我们充满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喜悦，使我们的人生充满幸福；①②④符合题意；③
与题意不符。
答案：C
25.（7 分）材料一：国际权威品牌评测机构 Brand Finance 最近发布了“2018 年全球品牌
500 强”报告，深圳华为科技有限公司凭借 380.46 亿美元的品牌价值位列榜单第 25 名。由
于华为拥有自己自主研发的核心 CPU 麒麟，不依赖于进口，使得华为在同级别的手机中处于
优势地位。
材料二：黄大年留学英国 18 年，是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回国前，他住在剑桥大学旁边的花
园别墅里，妻子还经营着两家诊所。2008 年，中国开始实施“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他用最短的时间辞职、卖掉房子和诊所、办好了回国手续。归国 7 年多来，黄大年担任国家
多个技术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经常工作到凌晨，几乎没有休过寒暑假和节假日，甚至多次
累倒在工作岗位上，这种工作状态直到生命最后一刻。由于黄大年事迹感人，在 2017 年度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活动中，榜上有名。
(1)“深圳华为科技有限公司”的经济成分是什么？
解析：此题考查对非公有制经济的认识，考查理解能力。依据基础知识判断，华为公司是非
公有制经济。
答案：私营经济（或非公有制经济）
。
(2)华为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解析：此题要求分析华为成功的主要原因，考查对材料的分析概括能力。材料中“华为拥有
自己自主研发的核心 CPU 麒麟，不依赖于进口，使得华为在同级别的手机中处于优势地位”
揭示了华为成功的秘密是靠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部件。
答案：靠科技创新和自主研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部件。
(3)“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哪一方面内容？（其地位如何？
解析：此题考查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认识，考查理解能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
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感动中国十大人物评选活动”属于精神文明建设的
思想道德建设。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节。
答案：属于思想道德建设。地位：加强思想道德建设，是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中心环
节。
(4)在黄大年身上体现出怎样的民族精神？
解析：此题考查中华民族精神，考查理解能力。依据教材知识可知，中华民族精神是以爱国

主义为核心的爱好和平、团结统一、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精神。材料中黄大年回国效力体
现爱国主义精神，刻苦进取反映自强不息精神。
答案：主要体现出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
26.（9 分）材料一：2018 年 1 月 19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
北京举行。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张德江就《建议（草
案）
》向大会作了说明。全会认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党和人
民意志的集中体现。这次宪法修改把党的十九大确立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载入了
国家根本大法。
材料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 2018 年 3 月 5 日～15 日
在北京召开，此次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会议投票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宪法修正案》
；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1)为什么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解析：此题考查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的具体表现，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可知，宪
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具体表现在宪法规定内容、宪法法律效力、宪法制定和修改程序的严
格性上，具体依据教材知识作答。
答案：从内容上看，宪法规定了国家生活中的根本问题；从效力上看，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
效力；从制定和修改程序上看，宪法比普通法律更严格。
(2)材料二中“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表
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什么职权？
解析：此题考查全国人大职权，考查理解能力。全国人大通过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是依
法行使监督权，选举习近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依法行使最高任免权。
答案：
“通过了关于政府工作报告的决议”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监督权；
“选举习近平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表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具有任免权。
(3)材料二中“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体现了依法治国的哪一方面要求？
解析：此题考查依法治国基本要求，考查理解能力。依据教材知识可知，依法治国的基本要
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和违法必究。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监察法》是立法工作，体现依法治国的有法可依的要求。
答案：有法可依。
(4)在现实生活中，你如何树立宪法意识？
解析：此题考查如何树立宪法意识，考查识记能力。依据教材知识，从学习宪法、遵守宪法、
宣传宪法、捍卫宪法等方面作答。
答案：我们要认真学习宪法，了解宪法的性质和基本内容，在日常生活中养成遵守宪法的习
惯，树立宪法意识，自觉维护宪法的尊严。
27.（10 分）材料一：2018 年 1 月 27 日在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代
省长唐一军向大会作了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了今后五年主要任务：
……
着力抓好精准脱贫。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目标，是我们党对人
民的庄严承诺。要把脱贫攻坚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来抓，动员全省力量，完善

政策措施，加大攻坚力度，做到脱真贫、真脱贫。加强扶贫资金整合和绩效管理，深入推进
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强化对贫困老年人、残疾人、重病患者的精准帮扶，确保
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与全省一道进入小康社会。
着力抓好污染防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
推进生产、生活、生态绿色化，深入开展节能减排全民行动，加强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健全生态文明绩效考核机制。到 2020 年，全省河流水质优良比例
达到 51%以上，PM2.5 浓度下降到每立方米 42 微克以下，森林覆盖率达到 42%以上，让辽沈
大地青山常在、绿水长流、蓝天永驻！
(1)“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与全省一道进入小康社会”体现了我国怎样的根本原则？
解析：
“让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与全省一道进入小康社会”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根本
原则，答出即可。
答案：共同富裕。
(2)“着力抓好污染防治”体现我国哪项基本国策？
解析：污染防治涉及到环境保护，我国这方面的基本国策是保护环境，答出即可。
答案：体现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3)“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符合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其要求是什么？
解析：本题考查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结合教材知识，答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认识到
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的责任即可。
答案：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认识到自己对自然、社会和子孙后代应负的责任。
(4)众所众知，近年来，教育扶贫力度逐渐加大，请你列举身边教育扶贫的实例。
解析：开放性试题，结合生活实际列举即可。如两免一补、农村学生营养餐、结对帮扶等。
答案：①“两免一补”政策；②寄宿学生家庭困难补助；③送教下乡；④对口帮扶；⑤农村
学校营养餐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