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成人高考专升本政治考试真题及答案
一、选择题：每小题 2 分，共 80 分
1、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不同回答，区分的是

A、 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
B、 可知论和不可知论
C、 反映论和先验论
D、 辩证法和形而上学
答案：B
解析：

2、哲学上的一元论就是肯定

A'世界万物具有可知性
B、 物质和运动具有不可分割性
C、 世界万物具有统一性
D、 时间和空间具有不可分割性
答案：C
解析：

3、唯物辩证法认为，发展的实质是

A、 事物结构的优化
B、 事物数量的增加和位置的移动
C、 事物性质的改变
D、 新事物的产生和旧事物的灭亡
答案：D
解析：

4、矛盾的两个基本属性是

A'同 一性 和 斗争 性
B、 根本性和非根本性
C、 普遍性和特殊性 D'
对 抗性 和 非对 抗 性

答案： A
解析：

5、否定之否定规律提示了事物的发展是

A、 稳定性与变动性的统一
B、 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
C、 绝对性与相对性的统一
D、 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统一
答案：B
解析：

6、认识的高级阶段是

A'直 接认 识
B、 间接认识
C、 感性认识
D'理 性认 识
答案：D
解析：

1、检验认识的真理性，就是检验主观认

iR 是否

A、 符合书本知识
B、 被多数人赞同
C、 符合客观实际
D'被 群众 所 掌握
答案：C
解析：

8、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

A、 物质观
B、 认识论
C、 发展观
D、 一元论
答案：B
解析：

9、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

A'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
B、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
C、 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统一
D、 地理环境与人口因素的统一

解析：

10、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

A、 阶级斗争
B、 社会基本矛盾
C、 社会改革
D、 科学技术革命
答案：B
解析：

11、唯物史观认为，历史人物的活动可以

A、 根本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
B、 最终决定历史发展的进程
C、 完全摆脱社会规律的制约
D、 深刻影响社会历史的发展
答案：D
解析：

12、认清国情是认清和解决革命问题的基本依据。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是

A、 封建社会
B、 资本主义社会
C、 新民主主义社会
D、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答案：D
解析：

13、农民阶级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中所处的地位是

A、 领导者
B、 主力军
C、 先锋队
D、 参与者
答案：B
解析：

14、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农村革命根据地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是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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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
B、 全国革命形势的继续向前发展
C、 有相当力量正式红军的存在
D、 党的领导及其正确的政策

答案：A
解析：

15、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着进步势力、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党对中间势力采取的策略方针是

A、 发展
B、 孤立
C、 反对
D、 争取
答案：D
解析：

16、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 错误，
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这段 话旨在强调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

A、 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
B、 正确处理各种经济关系
C、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服务
D、 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社会矛盾
答案：A
解析：

1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形成的历史依据是

A'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
B、 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
C、 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
D、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经验
答案：D
解析：

18、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的精髓是

A、 与时倶进
B、 求真务实
C、 解放思想
D、 实事求是
答案：D
解析：

解析：

19、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

A、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B、 自主创新能力
C、 当今时代主题
D、 市场经济理论
答案：A
解析：

20、住房、物价、收入、医疗、教肓等民生热点问题备受百姓关注。这些问题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是

A、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
B、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
C、 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
D、 人民曰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答案：D
解析：

21、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立国之本是

A、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B、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C、 坚持改革开放
D、 实现共同富裕
答案：B
解析：

22、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是

A、 尊重人民的首创精神
B、 改善人民生活
C、 健全社会主义法治
D、 构建和谐社会
答案：B
解析：

2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是

A、 深化对市场经济的认识
B、 形成科学的宏观调控体系
C、 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
D、 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 24、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这一时期最鲜明的
特征是
答案： C
解析：

A'经 济发 展
B、 社会稳定
C、 改革开放
D、 创新驱动
答案：C
解析：

25、实行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坚持这一基本国策的立足点是

A、 内夕卜联动，互惠互利
B、 多元平衡，共同发展
C、 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D、 相互借鉴，求同存异
答案：C
解析：

26、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

A、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B、 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C、 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D、 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答案：D
解析：

27、当前，芾哟我国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是

A、 农民收入偏低
B、 农村发展滞后
C、 城乡二元结构
D、 农业投入不足
答案：C
解析：

28、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重点是

A、 防控金融风险
B、 建设创新型国家
C、 调整经济结构
D'走 新型 工 业化 道 路

答案： C
解析：

2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

A、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B、 社会主义荣辱观
C、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D、 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答案：D
解析：

30、推进社会建设的重点是

A、 推进公民道德建设
B、 推进社会治理创新
C、 保障和改善民生
D、 推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答案：C
解析：

31、"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核心是

A'两 制并 存
B、 高度自治
C、 一个中国
D、 长期繁荣
答案：C
解析：

32、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

A、 应提高防范和柢御风险的能力
B、 应柢制经济全球化
C、 难以抓住机遇，应回避风险
D、 可无视风险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
答案：A
解析：

33、我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是

A'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
B、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C、 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

D、 互惠互利、共赢共存

答案： B
解析：

34、解决民族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是

A、 民族团结
B、 民族平等
C、 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D、 民族合作
答案： C
解析：

35、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

A、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B、 科学执政、民主执政
C、 有效预防和惩治腐败
D、 以人为本、执政为民
答案： A
解析：

36、2014 年 11 月 1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决定设立国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筅法
宣传教育活动。国家筅法曰的曰期是

A、 1 月 1 日
B、 5 月 4 曰
C、 9 月 10 日
D、 12 月 4 日
答案： D
解析：

37、2015 年 1 月 20 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据初步核算，2014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63.6 万亿元，比上年增长

A、 6.5%
B、 7.4%
C、 9.2%
D、 10.4%
答案： B
解析：

38、2015 年 5 月，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其中第一步是到 2025 年

A、迈入制造强国行列
B、 实现信息化与工业化的深度融合，成为制造业大国
C、 我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
D、 我制造业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答案： A
解析：

39、2014 年 11 月 11 日，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二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我国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会议，各成员领导 人围
绕"共建面向未来的亚太伙伴关系〃主题深入交换意见。此次会议的举办城市是
A、 北京

B、 上海
C、 天津
D、 广州
答案： A
解析：

40、2015 年 4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纪念活动。本次活动是纪念万隆会议召开

A、 50 周年
B、 55 周年
C、 60 周年
D、 65 周年
答案： C
解析：

二、 辨析题：每小题 10 分，共 20 分
41、 社会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这表明社会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是可以被创造或消灭的。
233 网校答案：错误。
(1)
规律是事物运动发展中的本质的、必然的、稳定的联系，客观性是其根本特点。人们只能认识和利用规律，不能创造 或消
灭规律。社会规律也具有规律的一般特点。
(2)
社会规律是通过人们的活动表现出来的，这只是说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表现方式不同，并不否认其客观性。社会规 律
与自然规律一样，都不依赖于人的意识，人们的活动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社会规律。
42、 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不是一劳永逸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
233 网校答案：正确。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坚持党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必须巩固 党的
执政地位。
( 2)当前，党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因权力的诱惑，极易产生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特权思想等，最终导致丧失执政地 位。
(3)
只有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 t 生和纯洁性建设，才能长期执政不变质。

三、 简答题：每小题 10 分，共 30 分
43、 简述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含义及其表现。
233 网校答案：
(1)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是指社会意 iR 在反映社会存在的同时，还有自己特有的发展形式和规律。

(2)

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主要表现在：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和不平衡性；社会意识内部各种形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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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毛泽东思想在哪些方面以独创性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233 网校答案：毛泽东思想主要从六个方面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1)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2)关于社会主 义 革命 和 社
会 主义 建 设的 理 论；(3) 关 于革 命 军队 的 建设 和 军事 战 略的 理 论; (4) 关 于政 策 和策 略 的理 论 ; (5) 关 于思 想政治工作和文化
工作的理论；(6)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
45、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在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做出的重大抉择。当前，进一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主
要措施有哪些?简述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含义及其表现。

第一、二点暂缺。
(3)
进一步优化创新环境。积极研究制定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有关政策措施。
(4)
进一步扩大科技开放合作。加快国际科技资源流动和重组，在开放合作中提高我国产业技术水平和科技实力

四、论述题： 20 分
46、2014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坚持党的 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决维护筅法法律权威，依法维护人 民权益、维护
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国家安全稳定，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 有力法治保障。
如何理解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33 网校答案：
(1)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领导人民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制定宪法和各项法律，又在 筅
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法办事，保证法律的实施。
(2)
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求，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
(3)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不仅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而且也保证了党的 执
政地位。依法治国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党的领导下，维护人民主人翁地位的过程，保证人民实现当家作主的过程。
(4)
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是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三者必须统一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 伟
大实践之中，决不能将它们分割开来和对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