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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高分题库修订说明 

第一章 

第一节 

考点二 

第 6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6 答案 P4 

C，正确答案为 B，正确解析为：网上购票需要支付的依然是人民币，这时货币执行的

是流通手段职能，虚拟货币指的是非真实的货币，①③不正确，②④正确，故选 B。 

考点三 

第 8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10 答案 P6 

正确解析为：根据题目，通过打折促销的方式，可以让市场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增加，

故需求会增加，D 项正确。A 项与 B 项反映的都是价格没有变动的情形，故排除。C 项反映

的是价格上涨，故排除。 

考点四 

第 1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14 答案 P8 

C，正确答案为 B，正确解析为：②表示商品的购买量岁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是购买

量增加的速度越来越慢于收入的增加速度，这时需求的收入弹性小于 1，但大于 0，一般生

活必需品都属于此类；③图中的恩格尔曲线陡峭地由左下方向右上方倾斜，表示需求量随收

入增加而增加，但后者的增加速度大于前者增加的速度，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 1，一般奢侈

品或劳务都属于此类；④图中的恩格尔曲线自左上方向右下方倾斜，斜率为负，反映的是收

入弹性为负的低档消费品的情况，即劣等品的消费情况。故正确的是 B。 

第二节 

考点二 

多项选择题第 1 题【答案正确，解析修改】题目 P25 答案 P15 

正确解析为：私营经济是以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力为基础，以获取利润为生产

经营目的的一种私有制经济，在性质上属于资本主义经济。私营经济的存在是由我国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

初级阶段，包括私营经济在内的各种非公有制经济不能不受到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的影

响和制约，以保证各种非公有制经济沿着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BCD 选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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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的。 

第四节 

考点三 

单项选择题第 3 题【答案正确，修改④对应的解析】题目 P53 答案 P31 

“经济全球化有利有弊，国内企业要做到趋利避害，才能提高效益，④的说法太绝对，

排除”，修改为：自贸区投资可能增加，但投资收益受多种因素影响，与自贸区无直接关系，

④说法错误。 

单项选择题第 4 题【答案正确，解析不准确】题目 P53 答案 P31 

正确解析为：发展自贸区贸易可以促进经济贸易的发展，但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与发达

国家发展的不平衡问题，①排除；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有利于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提高对外

开放水平，②正确；③观点夸大了自贸区战略的作用，排除；④正确，合作共赢是发展自贸

区战略的特点。 

第二章 

 出现的所有的“国家权利机关”错误，正确应为“国家权力．机关” 

第一节 

考点一 

单项选择题第 6 题【解析中有错误说法】题目 P67 答案 P42 

人民主权日益得到实现，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确应为“人民民主权益” 

多项选择题第 2 题【答案正确，解析修改】题目 P68 答案 P43 

正确解析为：我国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没有扩大，A 说法错误；

《居住证暂行条例》开始施行，公民可在居住地申领居住证，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

务和便利，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广大人民的利益得到日益充分的实现，B 说法正

确；《居住证暂行条例》规定的“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符合办理条件的，可在居住地

申领居住证，作为常住人口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和便利”的实现，需要政府加强社会建设，进

一步提高政府为人民服务的能力和水平，C 说法正确；该条例未涉及政府加强市场监管，D

说法错误。故选 BC。 

考点二 

单项选择题第 8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70 答案 P44 

正确解析应为：材料强调保护军人的合法权利，不是强调履行义务，A 不符合题意；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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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公民的权利与义务是相统一的，不是对等的，B 说法错误；题干中的做法有利于调动公民

履行兵役义务的积极性，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CD 项正确。 

考点三 

单项选择题第 2 题【1 的解析不对应】题目 P71 答案 P45 

“公民基本政治权利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①不合题意”，正确解析应为：材料没有体

现公民权利的实现，故①不合题意。 

考点四 

单项选择题第 2 题【解析中有错误说法】题目 P73 答案 P47 

专业咨询制度，正确说法为：专家咨询制度。 

第二节 

考点一 

多项选择题第 2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79 答案 P49 

BCD，正确答案为 ABCD，正确解析为：这题问的是促进收入分配公平的措施，ABCD

四个选项都属于促进收入分配合理的做法，所以 ABCD 都是正确的。 

考点二 

单项选择题第 8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82 答案 P51 

正确解析为：整合部门职能，目的在于提高行政效率，故①正确；政治领导属于党的领

导方式，排除②；整合部门职能有利于理顺行政管理体制，故③正确；材料没有涉及④中的

内容，排除。故选 C。 

第三节 

考点二 

单项选择题第 11 题【4 的解析不对应】题目 P93 答案 P57 

“由于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因此优良的党风可

以促政风、带民风，故选项④正确”，正确解析为：创造性开展创先争优活动是加强党的基

层组织建设，与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无关，④排除。 

考点三 

单项选择题第 4 题【选项错误】题目 P97 答案 P60 

C 选项的②④修改为②③，③说法不够准确，修改为：民族自治地方以一个、两个或两

个以上少数民族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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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项选择题第 6 题【答案不变，修改选项（选项表述不够准确）】题目 P97 答案 P60 

B 选项，“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改为：国家保护支持正常的宗教活动。修改后的

解析为：A 选项说法错误，我国实行教育与宗教分离的原则；B 项说法错误，国家保护正常

的宗教活动，但不支持；C 说法错误，宗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其本质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第四节 

考点一 

单项选择题第 7 题【解析中说法错误】题目 P103 答案 P63 

答案中“中国和东盟国家应以建立对话关系 25 周年为契机”改为：28 周年。 

考点二 

单项选择题第 7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107 答案 P66 

D，正确答案为 A，正确解析为：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才能创设有利于我国发展的良

好的国际环境，维护我国的根本利益，故①说法正确；②说法明显错误；③说法正确，时代

发展潮流和自身利益决定了中国坚持和平发展；④与本题题意不符，排除。故选 D。 

单项选择题第 10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108 答案 P66 

正确解析为：材料讲的是“求同存异”处理外交关系，①说法不恰当，②与本题无关，

故③④正确，选 D。 

第五节 

单项选择题第 25 题【答案、解析正确，题目 A 选项表述不准确】题目 P114 答案 P69 

“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应改为：“近

代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 

第三章 

第一节 

考点二 

单项选择题第 4 题【D 选项解析不准确】题目 P126 答案 P77 

“网游作为新兴文化产业虽然具有极大的经济利益但也应该将社会效益放在首位，D 错

误”，应改为：材料强调的是网游给人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不是强调要理解包容、尊重个

性，D 不符合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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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考点一 

单项选择题第 5 题【答案不变，选项表述不准确】题目 P151 答案 P90 

“②现代传媒极大地提升了中华餐饮文化的魅力”，应改为：③现代媒体促进了中华餐

饮文化的传播 

考点二 

单项选择题第 2 题【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153 答案 P90 

D，正确答案为：C。正确解析为：弘扬“工匠精神”时代价值在于为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增添时代内涵，为实现制造强国的中国梦提供重要的精神支撑，②④正确且符合题意；

“工匠精神”作为一种精神力量，不能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理论依据，也不能提供现实

路径，①③说法错误。故选 C。 

多项选择题第 2 题【解析补充】题目 P155 答案 P93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马克思主义是普遍在真理，它作为科学

理论，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A 项正确；“决定着精神文明的性质”是指的以马

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B 项正确；“规定着精神文明建设的方向”，

说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的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D 项正确。B、D 两项直接体现了马

克思主义对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作用，即决定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性质与方向，但不能

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正确答案，也不是精神文明建设的全部内涵，C 项错误。由此可见，A、

B、D 是正确选项。 

第四章 

第一节 

考点一 

单项选择题第 3 题【选项修改，答案错误，解析错误】题目 P159 答案 P94 

B.①③，改为：①④。答案 C，应改为：B。正确解析为：哲学具有无限关怀和终极追

问的特点，总揽一切，综括一般，仰观宇宙之无穷，俯究万物之运动。这段话表明哲学把整

个世界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哲学则对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进行新的概括和升华，从中抽

象出最一般的本质和最普遍的规律，①④符合题意；②是错误的；具体科学是哲学的基础，

具体科学的进步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哲学为具体科学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但哲学不

是囊括万物的科学之科学，③错误。故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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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项选择题第 4 题【答案错误】题目 P161 答案 P95 

ABD，正确答案为：ABDE。正确解析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把人的主观精神（人

的感觉、经验、观念、目的、意志、心灵等）夸大为唯一的实在，当成第一性的东西，认为

客观事物以至整个世界，都依赖于人的主观精神。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是把客观精神（如上

帝、理念、绝对精神、绝对观念等）看作世界的主宰和本原，认为现实的物质世界只是这些

客观精神的外化和表现。“我思故我在”“存在就是被感知”“万物皆备于我”都是主观唯心

主义的观点，“物是绝对观念的外化”是客观唯心主义的观点，“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是把

人的主观精神夸大成唯一的实在，当成第一性的东西，人的主观精神决定自然的发展。故正

确答案为 ABDE。 

第二节 

考点四 

单项选择题第 9 题【③解析对应错误】题目 P179 答案 P106 

“学校应坚持寓共性与学生的个性之中，即把矛盾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③选项说

法错误”，应改为：题干强调的是哲学上，③属于从文化的角度看，故排除。 

单项选择题第 10 题【解析错误】题目 P179 答案 P106 

正确解析为：A 项与材料无关，材料强调的是主张（认识），而没有体现实践；B 项与

材料无关；D 项表述错误，物质决定意识，意识不会脱离物质而存在；材料强调一个国家在

不同阶段或不同情况下应该有不同的发展主张，即主观要与变化发展着的客观相符合，故选

C。 

第三节 

考点三 

单项选择题第 2 题【解析有错误说法】题目 P194 答案 P114 

“同一性与斗争性之中，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④错误”，应改为：斗争性寓于同一性

之中，要在对立中把握统一。 

考点四 

多项选择题第 2 题【解析有错误说法】题目 P200 答案 P117 

“辩证否定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肯定自己，因此不是源于外力的作用，B 错误”，应

改为：自己发展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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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一节 

考点二 

【答案解析序号调整】题目 P216～217 答案 P127～128 

原第 2 题解析删除：2.B【解析】题干中孔子的话，说明了不同朋友对自己的影响不同，

告诉我们要用心交友，慎重择友，善交益友、乐交诤友、不交损友。B 项说法正确，符合题

意。选项 ACD 的观点不符合题意，与孔子话的寓意不符。 

第 3 题改为第 2 题，第 4 题改为第 3 题，第 5 题改为第 4 题，第 6 题改为第 5 题。 

考点四 

单项选择题第 7 题【答案错误，解析正确】题目 P222 答案 P131 

A，应改为：B。解析不变。 

考点六 

多项选择题第 4 题【补充答案，解析正确】题目 P229 答案 P135 

此题答案解析中缺正确答案，正确答案为：ABCD 

考点八 

单项选择题第 9、10 题 

【原第 9 题解析应为第 10 题的解析，补充第 9 题的解析】题目 P234 答案 P138 

答案为：B，解析为：党的十八届四种全会提出了全会推出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即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②③符合题意，正确。①④不符合题

意，排除。 

第二节 

考点一 

答案 P140，第 4 题解析删除，题目没有第 4 题：4.ABC【解析】开展研学旅行活动有

利于我们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塑造健康的人格，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获得他人和社会的

接纳与认可；参与社会的过程中，既是体验社会生活的过程，感受我们的社会生活绚丽多彩，

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也是在实践中发展和成就自己的过程；我们主动关心社会，积极融

人社会，倾力奉献社会，才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ABC 是正确的选项；D 选项满足学生

日益增长的各种需求，不符合实际，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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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考点二 

多项选择题第 1 题【补充正确答案，解析正确】题目 P262 答案 P157 

正确答案为 ABCD，解析正确，不变。 

多项选择题第 2 题【补充正确答案，解析正确】题目 P262 答案 P157 

正确答案为 AD，解析正确，不变。 

第六章 

考点一 

单项选择题第 5 题【解析中有错误说法】题目 P282 答案 P168 

“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

应改为：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都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 

多项选择题第 5 题【答案正确，解析错误】题目 P284 答案 P170 

正确解析为：中国共产党对各民主党派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重

大方针、政策的领导，不是组织领导，A 项错误；各政党的根本活动准则是遵守宪法和法律，

C 项错误；B、D 项说法正确，多党合作的主要内容是参政议政、互相监督；多党合作的基

本方针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故选 AC。 

简答题第 1 题【修改答案】题目 P285 答案 P171 

修改答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以法律为主干，以行政法规、地方性法

规为重要组成部分，由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

诉讼程序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组成的有机统一整体。 

简答题第 3 题【修改答案】题目 P285 答案 P171 

修改答案： 

政体又称政权组织形式，它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按照一定的原则组

成的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以实现阶级统治任务的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体制。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组织形式。它是指我

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在普选的基础上选派代表，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组成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集中统一行使国家权力；其他国家机关由人民代表

大会产生，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人民代表大会负责，人大常委会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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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民代表大会向人民负责，并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