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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律知识

第一部分 政治知识

【知识点 1】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的基本问题：“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

系问题。”（恩格斯）

世界本原问题 世界是否可知问题

世界本原问题，即思维与存在（或物质与意识）

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是一切哲学理论体系得

以建立的基础和根本出发点。

对思维和存在（或物质和意识）何者为第一性

问题的不同回答，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

义两大基本哲学派别的唯一标准。

思维和存在（或物质与意识）有无同一

性问题，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

可知论即认为思维和存在具有同一性，

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不可知论即认为

思维和存在不具有同一性，世界是无法

被认识的。

【实战演练】

（单选）下列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是：

A.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B.吾心即宇宙

C.人之初，性本善 D.存天理，灭人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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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主观唯心主义是唯心主义哲学的基本形式之一。主观唯心主义

把个人的某种主观精神如感觉、经验、心灵、意识、观念、意志等看作是世界上一切事

物产生和存在的根源与基础，而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则是由这些主观精神所派生的，是这

些主观精神的显现。吾心即宇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B选项符合题意；客观唯

心主义把客观精神（如上帝、理念、绝对精神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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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典型代表为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

生三，三生万物”、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排除 AD；人之初，性本善属于对人

本质的认识，不属于世界观，排除 C。故本题答案为 B。

【知识点 2】物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

1.物质和意识辩证关系原理

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是客观存在在人脑中的映象；同时，意识又具有能动作用，

正确的意识对客观事物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错误的意识对事物的发展起阻碍作用。

2.方法论意义

（1）一切从实际出发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指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世界，在改造世界中坚持实事求

是。

（2）重视发挥主观能动性

实践是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根本途径。尊重客观规律是正确发挥意识能动作用的

前提和基础。发挥意识能动作用，还必须依赖一定的物质条件和物质手段。

【实战演练】

（单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揭示了________的哲学道理。

A.意识决定物质 B.物质决定意识

C.意识对物质具有反作用 D.意识具有能动性

【答案】B。解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指的是，即使是聪明能干的妇女，没米

也做不出饭来。体现的是物质的第一性，物质决定意识。故本题答案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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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点 3】矛盾的特殊性

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但不同事物的矛盾又各不相同，都有其特殊性。矛盾的特殊性

有三种情况：其一，不同事物的矛盾各有其特点；其二，同一事物的矛盾在不同发展

过程和发展阶段各有不同的特点；其三，构成事物的诸多矛盾以及每一矛盾的不同方

面各有不同的性质、地位和作用。

矛盾的特殊性要求我们在分析事物时要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列宁认为“马克思

最本质的东西，活的灵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战演练】

（单选）“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句话说明了：

A.要承认事物联系的普遍性 B.要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

C.要注意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D.要注意分析矛盾的普遍性

【答案】C。解析：矛盾的特殊性是指具体事物在其运动中的矛盾及每一个矛盾的

各方面都有其特点，这就要求我们做事情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反对“一刀切”。每一

把锁都有其自己的特点，“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正是反映了这个观点。故本题答案选 C。

【知识点 4】质量互变规律

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形式和状态。

1.质变和量变的含义

质变是事物根本性质的变化。

量变是事物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以及事物构成成分在空间上排列组合的变

化。

事物的变化是否超出度的范围是区分量变和质变的根本标志。度是事物保持其质

的量的限度，它体现着质和量的统一。

2.质变和量变的辩证关系

（1）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

（2）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量变达到一定的程度必然引起质变。

3.方法论意义

（1）重视量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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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不失时机地促成事物的飞跃；

（3）坚持适度原则。

【实战演练】

（多选）下列选项中，体现了量变与质变辩证关系的有：

A.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B.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C.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D.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

【答案】BC。解析：A项的意思是指，佛教认为，人皆有佛性，作恶之人弃恶从

善，即可成佛；D项的意思是指，祸是造成福的前提，而福又含有祸的因素，祸福是可

以互相转化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福就会变成祸，祸也能变成福；A、D项体现的是矛

盾双方的相互转化，不符合题意。B项的意思是指，江海的形成是由于小河水不断地积

聚，体现了质量互变的辩证关系；C项的意思是指冰冻了三尺，并不是一天的寒冷所能

达到的效果，体现了质量互变的原理。故本题答案选 BC。

【知识点 5】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

1.实践决定认识

（1）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就一个人的知识来说，一部分是通过亲身实践得来的，即来源于直接经验；另一部

分是从书本和他人那儿学到的间接经验。

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是通过实践得到的，实践是认识和知识的唯一源泉

（2）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3）实践是认识的目的和归宿

（4）实践是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

2.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

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具有两重性：正确的认识对实践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错误的

认识则对实践起消极的阻碍作用，甚至导致实践的失败。

【实战演练】

（单选）“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得亲口尝一尝”。这句话体现的哲学原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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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B.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

C.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 D.实践是认识的目的

【答案】A。解析：题干中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获得这梨子甜还是不甜这种认识，

你就得尝一尝（实践），说明的是认识是从实践中来的。故本题答案为 A。

【知识点 6】历史观的基本问题

历史观的基本问题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

1.社会存在

社会存在是指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地理环境、人口因素和物质资料生

产方式。其中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力量。

2.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人们的社会精神现象的总和，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它包括了人的一切

意识要素、观念形态以及人类社会的全部精神现象及其过程。

从社会意识对经济基础的关系，划分可分为意识形态和非意识形态。

（1）意识形态是指反映并服务于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具体包括政治法律思想、

道德、艺术、宗教、哲学和大部分社会科学。在阶级社会中，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2）非意识形态是指反映自然现象和不属于特定经济基础的某些社会现象的社会

意识形式，主要包括自然科学、一部分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如语言学、逻辑学、心理

学等。它不具有阶级性。

3.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1）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内容和形式，决定社会意

识的产生和发展。

（2）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先进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着巨

大的促进作用；落后、反动的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发展具有重大的阻碍作用。

【实战演练】

（单选）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要坚持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是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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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 B.精神能够主宰人们的活动

C.正确的思想意思才能反作用于事物 D.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有反作用

【答案】D。解析：本题强调的是民族精神的重要性，即社会意识的重要性。AB
两项说法都是错误的，社会意识不能对社会存在起决定作用，也不能主宰人们的活动；

C项也错误，因为即使是错误的意识也是可以反作用于物质的。故本题答案为 D。

【知识点 7】货币的职能

价值尺度
指以自身价值作为尺度来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货币执行价值尺度职能，

不需要现实的货币，只需要观念上的货币。

流通手段
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充当流通手段，必须是现实的货币，但

不一定要足值货币。

支付手段
指在发生赊购赊销的情况下，货币用于清偿债务所执行的职能。货币作为

支付手段，已被广泛运用于缴纳租金、税金和发放工资等方面。

贮藏手段
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被人们当作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加以贮藏。货币作

为贮藏手段，必须是足值的金属货币或金属条块。

世界货币
指货币在世界市场上作为一种购买手段、支付手段和社会财富的代表所发

挥的作用。

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是货币的两个最基本职能。

【实战演练】

（单选）小洪在商店购买了一件上衣，原价为 200 元，折后实际支付 100 元，在

这次购物过程中，100 元执行的是货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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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贮藏手段职能 B.价值尺度职能

C.支付手段职能 D.流通手段职能

【答案】D。解析：价值尺度是用来衡量和表现商品价值的一种职能，“明码标价”，

题干中衣服的原价 200元是明码标价，B不选。流通手段是指货币充当商品交换媒介的

职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题干中小洪是付了钱拿到衣服的，体现了货币的流通

手段职能，D选。货币贮藏手段是指货币退出流通领域充当独立的价值形式和社会财富

的一般代表而储存起来的一种职能，题目中未体现，A不选。货币支付手段是指货币作

为独立的价值形式进行单方面运动（如清偿债务、缴纳税款、支付工资和租金等）时所

执行的职能，C项不符合。故本题答案选 D。

【知识点 8】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发展阶段 时间 标志 主要代表作

形成
1921—

1935

提出并阐述了农村包围城

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

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国的

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

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

燎原》、《反对本本主义》等。

成熟
1935—

1945

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

统阐述

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

为党的指导思想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

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

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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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发展
1945—

1976

《论人民民主专政》、《论十大关

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

盾的问题》等。

【实战演练】

（单选）毛泽东思想达到成熟的主要标志是：

A.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 B.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

C.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提出 D.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阐述

【答案】D。解析：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 1935~1945年，毛泽东思想得到

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这一时期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创作包括了政治、经济、

文化和哲学等各个方面。其主要成果，一是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体系，二

是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是实现了毛

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构建。其中，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是毛泽东思想成熟的主要

标志。故本题答案选 D。

【知识点 9】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

1.邓小平理论的活的灵魂和精髓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

2.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3.改革开放理论

改革的性质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改革的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

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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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 开放也是改革，对外开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

地位 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市场

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本身不具有制度属性。

【实战演练】

（单选）我国改革的性质是：

A.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B.改变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

C.对社会主义制度进行修正 D.走资本主义的路线

【答案】A。解析：我国的改革是一场新的伟大革命，它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细枝

末节的修补，而是一次根本性的变革，但不是改变既有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不是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走资本主义的线路，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故本题答案为 A。

【知识点 10】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

科学发展观创造性地回答了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

第一要义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核心立场 以人为本（就是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本）

基本要求 全面协调可持续

根本方法 统筹兼顾

科学发展观最鲜明的精神实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

【实战演练】

（单选）统筹兼顾是科学发展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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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质和核心 B.第一要义 C.基本要求 D.根本方法

【答案】D。解析：十七大报告指出，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

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故本题答案为 D。

【知识点 11】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按劳分配 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条件和所有制基础

按生产要

素分配

按劳分配以外的劳

动要素

个体劳动者和被雇于非公有制经济的雇佣劳动者的劳

动

劳动以外的生产要

素所有者参与分配

包括资本所有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凭借资本所取得的

利润；生产要素所有者将自有的货币或资本借给他人

经营或存入金融机构所取得的利息；以实物形态资本

租借给他人经营或使用而取得的租金

管理和知识产权类

的生产要素
科技发明、创造、信息、专利等参与分配

【实战演练】

（单选）我国在当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的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

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下列属于按劳分配方式的是：

A.贫困户领取的低保金B.国企员工的工资

C.小饭店的营业额 D.私企股东分得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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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按劳分配是在公有制前提下进行的，国企员工的工资属于按劳

分配。CD属于按生产要素分配。A属于国家再分配。故本题选 B。

【知识点 12】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1.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提出 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

科学内涵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

实现

中国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中国精神——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

时代精神

中国力量——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

2.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分两个阶段来安排。

第一步：从 2020年到 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二步：从 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实战演练】

（判断）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

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答案】B。解析：十九大报告指出，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

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故本题说法错误。

【知识点 13】贯彻新发展理念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鲜明提出了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1.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发展动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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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调是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发展不平衡问题）

3.绿色是永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和谐问题）

4.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内外联动问题）

5.共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实战演练】

（单选）________是注重解决发展的动力问题。

A.创新 B.协调 C.共享 D 开放

【答案】A。解析：十八届五中全会确立了五大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并切实贯

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其中，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

问题。故本题答案选 A。

【知识点 14】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社会），

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实战演练】

（多选）党的十八大从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A.富强 B.民主 C.文明 D.和谐

【答案】ABCD。解析：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故本题答案选 ABCD。

【知识点 15】全面从严治党

1.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目的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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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针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统领 党的政治建设

主线 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根基 坚定理想信念宗旨

着力点 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总体布局
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

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

目标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

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2.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1）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性

①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

②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2）党的政治建设的基本内容

①首要任务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②要尊崇党章，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

③根本政治担当：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

【实战演练】

（单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

领导，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________为根基。

A.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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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党的政治建设

C.坚定理想信念宗旨

D.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答案】C。解析：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党

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故本题答案选 C。

【知识点 16】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时代潮流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一位 国家主权和安全

2.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

新型国际关系 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外交工作的基本

出发点和落脚点
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外交工作布局 大国是关键、周边是首要、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舞台

全球治理观 共商共建共享

3.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旗帜 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基础 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大国关系基础 总体稳定、均衡发展

周边外交理念 亲诚惠容

周边外交方针 以邻为善、以邻为伴

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 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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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战演练】

（单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建设________的新型国际关系。

A.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B.公平正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C.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平等互利 D.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团结互助

【答案】A。解析：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

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

关系。故本题答案为 A。

【知识点 17】十九大报告

1.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

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深化农

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

4.全党必须牢记，为什么人的问题，是检验一个政党、一个政权性质的试金石。带

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

5.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文化自信。

【实战演练】

（多选）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就是：

A.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B.实现共同富裕

C.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D.共建小康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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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C。解析：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故本题答案选 AC。

【知识点 18】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

1.2018 年工作总结

（1）.GDP增长 6.6%，总量突破 90万亿元。

（2）居民消费价格上涨 2.1%，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 6.5%。

（3）城镇新增就业 1361万人，调查失业率稳定在 5%左右。

2.2019 年预期目标

（1）2019年 GDP预期增长目标为 6%至 6.5%。

（2）城镇新增就业 11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

（3）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

（4）单位 GDP能耗下降 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今年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量要下降 3%。

【实战演练】

（单选）《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 年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________。

A.5.5%-6% B.6% C.6.5% D.6%-6.5%

【答案】D。解析：《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9年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 6%-6.5%。故本题答案选 D。

【知识点 19】“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

1.重点人员：以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为重点。

2.重大意义：是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的迫切需要，是推进新时

代党的建设的迫切需要，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迫切需要，是实现党的十九大

确定的目标任务的迫切需要。

3.根本任务：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锤炼忠诚干净担当的政

治品格、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伟大梦想共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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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总要求：守初心、担使命、找差距、抓落实。

5.具体目标：理论学习有收获、思想政治受洗礼、干事创业敢担当、为民服务解难

题、清正廉洁作表率。

6.具体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把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贯穿主题教育全过程，努力取得最好成效。

7.组织领导：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主体责任扛

起来，主要领导同志要担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

深一点，先改起来、改实一点。

【实战演练】

（单选）2019 年 5 月 31 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

开，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________扛起来，主要领导同志要担负起________

责任。

A.主体责任 第一责任人 B.主体责任 主管

C.主要责任 第一责任人 D.主要责任 主管

【答案】A。解析：2019年 5月 31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会议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主体责任扛起来，主要领导同志要担负

起第一责任人责任。党委（党组）成员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对分管领域加强指导

督促。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先学一步、学深一点，先改起来、改实一点，同时要担负

好领导指导责任，抓好所属单位党组织的主题教育。故本题答案选 A。

【知识点 20】习近平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着力深化理论武装，着力夯实基层基

础，着力推进正风肃纪，全面提高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质量，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思想理论上作表率，在始终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各

项决策部署上作表率，建设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模范机关。

2.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经验：（1）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2）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3）围绕中心、建设队伍、服务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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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4）持之以恒抓基层、打基础，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5）与时俱进、改革创新，勇于探索实践、善于总结经验

（6）全面落实党建责任制，坚持党组（党委）班子带头、以上率下、以机关带系统；

3.带头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

4.同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对标对表，同党中央决策部署对标对表。

提高政治站位，把准政治方向，坚定政治立场，明确政治态度，严守政治纪律，经常

校正偏差。

5.要把“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

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体现在党员、干部的日常言行上。

【实战演练】

（单选）2019 年 7 月 9 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习近平

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带头做到“________”，是加强中央和国家机关

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

A.三个表率 B.不忘初心 C.两个维护 .牢记使命

【答案】C。解析：2019年 7月 9日，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建设工作会议在京召开。

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带头做到“两个维护”，是加强中央和国家

机关党的建设的首要任务。故本题答案选 C。

第二部分 其他非法知识

【知识点 1】需求

1.需求的含义

需求是指消费者在一定的时期内在各种可能的价格水平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该商

品的数量。

2.影响需求的因素

一种商品的需求数量是由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其中主要的因素有：商品的价格、

消费者的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的偏好和消费者对商品的价格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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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需求定理

需求定理研究的是某种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与价格变动的关系。其内容为：在其他

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或服务的需求量与价格的变动成反比关系。

4.需求价格弹性

需求的价格弹性通常被简称为需求弹性。其衡量的是：一种商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对

于该商品的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

一般说来，奢侈品、具有替代品的物品以及消费者有较长时间调整其行为的物品

的弹性会比较大。相反，必需品、缺少替代品的物品和在短期行为内的物品的弹性则会

比较小。

【实战演练】

（单选）.以下商品价格弹性最大的是：

A.面粉 B.大米 C.住房 D.化妆品

【答案】D。解析：商品的需求价格弹性是指价格变动的比率所引起的需求量变动

的比率，即需求量对价格变动的反应程度。其中面粉、大米和住房都是人们所必须。属

于缺乏弹性。化妆品属于富有弹性。故本题答案为 D。

【知识点 2】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财政政策 货币政策

收入政策
支出政

策

存款准

备金率

再贴现

率

基准利

率

公开市场

业务

扩张性政策

（萧条时期）

减收（减税）

发行国债
增支 降低 降低 降低

购进政府

债券

紧缩性政策

（繁荣时期）

增收（增税）

减发国债
减支 提高 提高 提高

售出政府

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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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原则
削峰谷，稳定经济，逆

经济风向抉择
削峰谷，稳定经济，逆经济风向抉择

具体运用

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

政策原则；繁荣时期采

取紧缩性的政策原则。

萧条时期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原则；繁荣时

期采取紧缩性的政策原则。

【实战演练】

（多选）当社会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经济增长过热时，中央银行采取紧缩性货币

政策，其主要措施有：

A.提高法定准备金 B.提高贴现率

C.在金融市场上购买政府债券 D.在金融市场上抛售政府债券

【答案】ABD。解析：紧缩性货币政策就是通过减少货币供应量达到紧缩经济的

作用。提高法定准备金、提高贴现率、在金融市场上抛售政府债券可以减少市场上的货

币量，故本题答案为 ABD。

【知识点 3】经济学名词

1.恩格尔系数：表示的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联合国根据恩

格尔系数的大小，对世界各国的生活水平有一个划分标准，即一个国家平均家庭恩格尔

系数大于 60％为贫穷；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30％-40%属于相对富裕；

20％-30%为富裕；20％以下为极其富裕。

2.基尼系数：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不平均分配的百分比。该系数是经济学家提出

的测定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指标。基尼系数的数值在 0-1 之间，越接近 0就表明收入分

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

3.机会成本：生产者所有放弃的使用相同生产要素在其他生产途中所能得到的最高

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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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菲利普斯曲线：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反映了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反

向变动的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失业率高。

【实战演练】

（单选）甲乙丙丁四个国家的基尼系数分别为 0.306、0.415、0.378、0.406。据此

分析上述四个国家的收入分配情况，判断正确的是：

A.甲国比乙国平等 B.乙国比丁国平等

C.丁国比丙国平等 D.乙国最平等

【答案】A。解析：基尼系数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其值在 0和 1之间。越

接近 0就表明收入分配越是趋向平等，反之，收入分配越是趋向不平等。按照国际一般

标准，0.4以上的基尼系数表示收入差距较大，当基尼系数达到 0.6以上时，则表示收

入差距很大。因此甲国基尼系数最低，收入分配最平等。故本题答案为 A。

【知识点 4】汇率对进出口、物价、资本流动的影响

汇率变动 进口 出口 进口商品物价 资本流动

外币汇率上升

（本币贬值）
不利于 有利于 上涨 流出

外币汇率下降

（本币升值）
有利于 不利于 下降 流入

【实战演练】

（单选）如果人民币汇率升高，则下列描述正确的选项是：

A.有利于出口，不利于进口 B.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口

C.能够增加我国的外汇储备 D.能够增强对外投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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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解析：人民币汇率升高意味着人民币升值，则有利于进口，不利于出

口，更不利于吸引外资，人民币汇率与外汇储备呈负相关的关系。故本题答案选 B。

【知识点 5】政府的基本职能

1.政治职能：（1）军事保卫职能；（2）外交职能；（3）治安职能；（4）民主政

治建设职能。

2.经济职能：（1）宏观调控职能；（2）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职能；（3）市场监

管职能。

3.文化职能：（1）发展科学技术的职能；（2）发展教育的职能；（3）发展文化

事业的职能；（4）发展卫生体育的职能。

4.社会职能：（1）调节社会分配和组织社会保障的职能；（2）保护生态环境和自

然资源的职能；（3）促进社会化服务体系建立的职能；（4）提高人口质量，实行计

划生育的职能。

【实战演练】

（单选）政府规范和稳定市场秩序，确保自由竞争的职能属于政府职能中的：

A.政治职能 B.经济职能 C.文化职能 D.社会职能

【答案】B。解析：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经济职能

主要有：规范和稳定市场秩序，确保自由竞争的职能；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确保国民

经济平衡发展的职能；直接生产和提供公共物品弥补市场不足的职能。故本题答案选 B。

【知识点 6】行政监督的体系

1.行政内部监督系统

分为一般监督和专门行政监督。一般监督主要包括日常监督、职能监督和主管监

督三种情况。专门行政监督主要指对财务管理的审计监督。

2.行政外部监督系统

包括立法监督、监察监督、司法监督、政党监督和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包括（1）社会团体监督；（2）公民的监督。（3）社会舆论监督。

【实战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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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选）我国行政系统内部监督包括：

A.一般监督 B.政党监督 C.权力机关监督 D.专门监督

【答案】AD。解析：内部监督分为一般监督和专门监督。一般监督是指国家行政

机关在上、下级行政隶属关系上产生的一种相互监督的关系和活动。一般监督主要包括

日常监督、职能监督和主管监督三种情况。专门指国家行政系统内部设立的专门监督机

关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行的专业性监督。故本题答案选 AD。

【知识点 7】涉密公文

1.秘密公文，是指含有一般的秘密，泄露会使国家或团体的安全和利益遭受损害的

公文。

2.机密公文，是指含有重要的秘密，泄露会使国家或团体的安全和利益遭受严重损

害的公文。

3.绝密公文，是指含有最重要的秘密，或者在一定的时间内，必须绝对地将知情人

限定在极小范围内，泄露会使国家或团体的安全和利益遭受特别严重损害的公文。

【实战演练】

（单选）下列关于我国保密公文的密级分类正确的是：

A.绝密、中密、低密 B.绝密、机密、秘密

C.绝密、机密、低密 D.绝密、中密、秘密

【答案】B。解析：我国《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规定，公文的秘密等级和

保密的期限。涉密公文应当根据涉密程度分别标注“绝密”“机密”“秘密”和保密期

限。故本题选 B。

【知识点 8】发文字号与成文日期

1.发文字号：发文字号由发文机关代字、年份、发文顺序号组成。联合行文时，使

用主办机关的发文字号。发文字号编排在发文机关标志下空二行位置，居中排布。上行

文的发文字号居左空一字编排，与最后一个签发人姓名处在同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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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文日期：成文日期是指会议通过或者发文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是公文的生

效日期。联合行文时，署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成文日期用阿拉伯数字将年、

月、日标全，年份应标全称，月、日不编虚位（即 1不编为 01）。

【实战演练】

（判断）某公文落款的时间应该写成“2019 年 10 月 1 日”。

【答案】A。解析：成文日期指会议通过或者发文机关负责人签发的日期，是公文

的生效日期，也即党政机关公文生效的重要标志。联合行文时，署最后签发机关负责人

签发的日期。成文日期用阿拉伯数字将年、月、日标全，年份应标全称，月、日不编虚

位（即 1不编为 01）。故本题说法正确。

【知识点 9】法定公文的适用范围

序号 文种 适用范围

1 决议 适用于会议讨论通过的重大决策事项。

2 决定
适用于对重要事项作出决策和部署、奖惩有关单位和人员、变更或者撤

销下级机关不适当的决定事项。

3 命令
适用于公布行政法规和规章、宣布施行重大强制性措施、批准授予和晋

升衔级、嘉奖有关单位和人员。

4 公报 适用于公布重要决定或者重大事项。

5 公告 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

6 通告 适用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

7 意见 适用于对重要问题提出见解和处理办法。

8 通知
适用于发布、传达要求下级机关执行和有关单位周知或者执行的事项，

批转、转发公文。



25 中公教育学员专用资料报名专线：400-6300-999

学员专用 请勿外泄

9 通报 适用于表彰先进、批评错误、传达重要精神和告知重要情况。

10 报告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汇报工作、反映情况，回复上级机关的询问。

11 请示 适用于向上级机关请求指示、批准。

12 批复 适用于答复下级机关请示事项。

13 议案
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法律程序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提请审议事项。

14 函
适用于不相隶属机关之间商洽工作、询问和答复问题、请求批准和答复

审批事项。

15 纪要 适用于记载会议主要情况和议定事项。

【实战演练】

（单选）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法定事项所使用的文种是：

A.布告 B.通告 C.公告 D.通知

【答案】C。解析：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通告，适

用于公布社会各有关方面应当遵守或者周知的事项。通知，适用于批转下级机关的公文，

转发上级机关和不相隶属机关的公文，传达要求下级机关办理和需要有关单位周知或者

执行的事项，任免人员。故本题答案选 C。

【知识点 10】三次科技革命的成就

第一次

科技革

命时期

1.瓦特—1784 年发明“万能蒸汽机”，解决了大工业发展的动力问题。

2.史蒂芬孙—1814 年，制成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

3.拉瓦锡—推翻了燃素说，并成为发现质量守恒定律的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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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律。

5.达尔文—1859 年，发表《物种起源》，奠定了进化论的基础。

第二次

科技革

命时期

1.西门子—1866 年，发明世界上第一台大功率自激式发电机，标志着电力

时代的到来。

2.贝尔—发明有线电话。

3.1888 年，赫兹发现了电磁波。

4.爱迪生—成功地研制出白炽灯。1877 年，发明了留声机。

5.马可尼—发明无线电报，于 1899 年成功地实现了无线电通信。

6.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

第三次

科技革

命时期

1.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1957 年由苏联发射。

2.第一颗原子弹—1945 年美国新墨西哥州成功爆炸。

3.第一座核反应堆—1942 年，在美国成功运行。

4.第一座核电站—1954 年，苏联建成并正式启用世界上第一座核电站。

5.人类首次载人航天飞行—1961 年，苏联宇航员加加林驾驶的“东方一号”

发射成功，环绕地球一周后安全返回。

6.人类首次登月—1969 年 7 月 21 日，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搭乘“阿波罗

11 号”首次登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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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人类第一个成功着陆的无人驾驶月球车—1970 年 11 月，苏联发射的无人

驾驶的“月球车”1 号成功降落在月球上。

9.人类首次有人驾驶的月球车之旅—1971 年“阿波罗 15 号”将两名美国宇

航员斯科特和欧文送到月球表面，进行了人类首次有人驾驶的月球车之旅。

10.人类首个空间站—1971 年苏联发射了第一个空间站—“礼炮 1 号”。

【实战演练】

（单选）1869 年一位科学家发现了元素的周期性递变规律，制成了元素周期表，

这位科学家是：

A.希特 B.居里夫人 C.门捷列夫 D.希金斯

【答案】C。解析：19世纪中期，俄国化学家门捷列夫制定了化学元素周期表。

【知识点 11】生活常识

1.轿车前边的车窗玻璃做成倾斜的，不是为了减小车子行驶过程中的阻力，而是为

了防止垂直的挡风玻璃产生的影像反射到驾驶员眼中，影响视觉判断。

2.铁刀削水果后会变黑，是由于水果中或多或少都会含有一种有机化合物鞣酸，鞣

酸遇上铁质或其他重金属以后，就会发生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难溶于水的鞣酸铁或其他

鞣酸盐，于是刀与水果接触过的地方就变黑了。

3.铅笔的笔芯是用石墨和粘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的。H表示铅笔芯的硬度，前面

的数字越大铅笔芯就越硬。B代表石墨，表示铅笔芯质软程度，6B为最软。普通铅笔

标号则一般为 HB。

4.塑料桶不宜长期存放食用油，因为塑料的原料是合成树脂，制作过程中添加增塑

剂和稳定剂，这些添加剂是有毒的，且易溶于食油中，使食油变色、变质，不仅不适宜

食用，还会缩短塑料制品的寿命，所以不要用塑料桶存放食用油。

5.无氟冰箱的广泛使用主要是为了环保，因为氟对保护人类免受紫外线伤害的臭氧

层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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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伤口的愈合：第一个阶段就是凝血止血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白细胞聚集在伤口，

这对抵抗感染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三个阶段就是增生阶段，其间有新的血管和神经形

成，以及新鲜肉芽组织生长。伤口瘙痒发生在增生阶段，此时新的血管和神经等都在积

极修复伤口，这些组织挤在一起，特别密集，新生的神经容易受到刺激。同时，新生的

神经，其末梢神经非常敏感，因此病人会产生瘙痒的感觉。

【实战演练】

（单选）生活常用 2B、5B 铅笔，其中 B 前面的数字越大越代表：

A.黑软 B.黑硬 C.浅硬 D.浅软

【答案】A。解析：铅笔的硬度，是按照笔芯的硬度来定的，从软到硬分别：5B、
4B、3B、2B、B、H、HB，B--BLACK是指黑度；H--HARD是指硬度；B前面的数字

越大铅笔就越黑越软，H数越多就越硬颜色越浅。故本题选 A。

【知识点 12】维生素

类型 性状 功能 富含食物 缺乏症

维生素

A
脂溶性

维持视觉、促进生长发育、维持上

皮结构完整与健全、加强免疫力、

消除自由基。

鱼肝油、动物肝

脏、绿色蔬菜
缺少易患夜盲

症

维生素

B1
水溶性

维持人体的正常新陈代谢，以及神

经系统的正常生理功能。

豆谷类、硬果类、

水果、牛奶和绿

叶菜

脚气病

维生素

B2
水溶性

与能量的产生直接有关，促进生长

发育和细胞的再生，增进视力。

肝脏、牛奶、鸡

蛋、豆类、蔬菜

口舌炎症、口

腔溃疡

维生素 水溶性 帮助人体完成氧化还原反应，从而 新鲜蔬菜、水果 坏血病，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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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使脑力好转，智力提高。 冒、咳嗽

维生素

D
脂溶性

这是唯一一种人体可以少量合成

的维生素（多晒太阳可合成）。帮

助人体吸收磷和钙，是造骨的必需

原料。

鱼肝油、蛋黄、

乳制品、酵母
骨质软化、儿

童 患 软 骨 病

（佝偻病）

【实战演练】

（单选）在一艘远洋海轮上，因为缺乏水果和蔬菜，多数海员出现了牙龈出血现

象，因为缺乏：

A.维生素 D B.维生素 A C.维生素 B D.维生素 C

【答案】D。解析：维生素 D缺乏会导致骨质软化、儿童患软骨病（佝偻病）。维

生素 A缺乏会导致夜盲症。维生素 B1缺乏会导致脚气病。维生素 B2缺乏会导致口舌

炎症、口腔溃疡。维生素 C 缺乏会导致坏血病，易感冒、咳嗽、牙龈出血。故本题答

案为 D。

【知识点 13】秦汉历史

秦朝 汉朝

1.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

统一文字，规定小篆为统一字体。

（“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

1.著名治世：西汉有“文景之治”。东汉有“光武

中兴”。

2.政治制度：皇帝制+三公九卿制

（丞相为百官之首、太尉掌军事、

2.政治制度：西汉初期推行“郡国并行制”。汉武

帝实行“推恩令”。思想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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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大夫主管监察）+郡县制=从

中央到地方的以皇帝为首的中央

集权制。

术。

注意：公元前 60 年，西汉中央政权设立西域都护府，

新疆正式成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3.经济制度：废井田，开阡陌，

实行土地私有，允许民间买卖田

地（始于商鞅变法）。

3.经济制度：实行土地私有，主要赋税有田租、算

赋（秦汉时期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口赋（向

儿童征收的人头税）和更赋（代役税）。

【实战演练】

（单选）古人讲，郡县制，天下安。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________推

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发展。

A.秦代 B.汉代 C.唐代 D.宋代

【答案】A。解析：我国县的建制始于春秋时期，因秦代推进郡县制而得到巩固和

发展。故本题答案选 A。

【知识点 14】唐宋文学

初唐四杰 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滕王阁序》）。

山水田园

诗人

王维、孟浩然。王维名作有《使至塞上》、《山居秋暝》。孟浩然是王维密友，

名篇有《过故人庄》、《春晓》、《宿建德江》。

边塞诗人
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高适《燕歌行》、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

京》、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之涣《登鹳雀楼》都是名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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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最杰

出的三位

诗人

1.“诗仙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名作有《将

进酒》、《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秋浦歌》、《静夜思》、《望庐山瀑布》、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赠汪伦》等，著《李太白集》。

2.“诗圣杜甫”：字子美，又称杜工部，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名作有“三

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安吏》），“三别”（《无家别》、《垂老别》、《新

婚别》），《北征》、《兵车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杜诗又称“诗史”。

3.“新乐府运动”的领袖：白居易，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伟大的现实主义

诗人，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琵琶行》代表了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

唐宋

八大家

八位杰出的散文家，即中唐的韩愈、柳宗元，北宋的欧阳修、三苏（苏洵、

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

宋词

豪放派

1.苏轼：字子瞻，东坡居士，北宋人，其诗、文、字画都有极高成就。与其

父苏洵、弟苏辙号称“三苏”，著有《苏东坡集》，名篇有《水调歌头·明月

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

2.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南宋人，有《稼轩长短句》，名篇有《破阵子·为

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等。

陆游
字务观，号放翁，南宋人，著有《剑南诗稿》，今存诗 9300 多首，是我国

现有存诗最多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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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
北宋史学家、文学家、政治家，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

治通鉴》，与《史记》并称为“史学双璧”。

【实战演练】

（单选）下列文学家哪个不是唐宋八大家：

A.欧阳修 B.王勃 C.柳宗元 D.王安石

【答案】B。解析：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

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

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故本题答案为 B。

【知识点 15】百家争鸣

主要

流派
代表人物 作品

主张

儒家

孔子

（至圣）
《春秋》

1.“礼”和“仁”，呼吁恢复“周礼”，主张“克

己复礼”；

2.在教育上，首创私学，主张“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

孟子

（亚圣）
《孟子》

1.“仁政”、“民贵君轻”；

2.“性本善”。

荀子 《荀子》 1.“仁义”和“王道”，“君舟民水”；

http://baike.baidu.com/view/87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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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制天命而用之；

3.“性恶论”。

道家
老子 《道德经》

1.“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源；

2.无为而治。

庄子 《庄子》 提出了“逍遥”的人生态度。

墨家 墨子 《墨子》 兼爱、非攻、尚贤、节用。

法家 韩非、李斯 《韩非子》 主张以法治国；建立君主专制集权；变法革新

【实战演练】

（单选）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作为一种治国之术，对后世安邦治国影响很大。

首先提出“无为而治”的是：

A.孔子 B.孟子 C.老子 D.庄子

【答案】C。解析：最早提出“无为而治”思想的是道家的创始人、春秋时期的老

子。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倡导积极“入世”。庄子作为道家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延续了老子“无为而治”的思想，但由于其属于战国时期，比老子所在年代稍晚，故本

题答案选 C。

【知识点 16】中国疆域和行政区划

1.面积 960 万平方千米，是世界面积第三大国。

2.陆地四至：

（1）最北端——漠河附近的黑龙江江心（53º N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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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最南端——南沙群岛中的曾母暗沙（4ºN 附近）

（3）最东端——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135ºE 多）

（4）最西端——新疆帕米尔高原（73ºE 附近）

3.与我国陆上接壤的国家，14 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蒙古、朝鲜、越南、老挝、缅甸、印度、不丹、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

4.自北向南濒临的近海有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

5.台湾岛、海南岛、崇明岛是我国三大岛屿，其中台湾岛是我国第一大岛。

6.舟山群岛、庙岛群岛、澎湖列岛、南海诸岛是我国的四大群岛。

7.我国的半岛自北向南有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最大）、雷州半岛。

8.共有 34 个省级行政区，包括 23 个省、5 个自治区、4 个直辖市和 2 个特别行政区。

【实战演练】

（多选）和我国陆地接壤的国家包括：

A.哈萨克斯坦 B.塔吉克斯坦 C.乌兹别克斯坦 D.阿富汗

【答案】ABD。解析：我国共有陆地边界线约 22000 多公里，分别与朝鲜、俄罗

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

尔、不丹、缅甸、老挝、越南 14个国家接壤。故本题答案选 A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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