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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4月自考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考试真题及答案

课程代码： 03708

一、单项选择题

1.1840 年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的性质是（）。

A．奴隶社会

B．封建社会

C．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D．资本主义社会

【答案】 B 

【解析】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步演变为半殖民地半
封建社会。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所以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
的社会性质是封建社会。

【考点】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2.鸦片战争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的是（）。

A．龚自珍

B．林则徐

C．魏源

D．王韬

【答案】 C 

【解析】 1843年，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纂了《海国图志》，综述世界
各国历史、地理及中国应采取的对外政策，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
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军事和科学技术，以期国家富强来抵御侵略。

【考点】反侵略斗争的失败和民族意识的觉醒

3.洋务运动时期最早创办的翻译学堂的是（）。

A．同文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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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广方言馆

C．译书局

D．译书馆

【答案】 A 

【解析】 1862年奕?创办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时期最早创办的翻译学堂；
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广方言馆。

【考点】洋务运动的兴起

4.1911 年，在保路运动中规模最大、斗争最激烈的省份是（）。

A．湖北

B．湖南

C．广东

D．四川

【答案】 D 

【解析】 1911年  5 月清政府宣布“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并将粤汉、川汉铁路
的路权出卖给帝国主义，引起湖北、湖南、广东、四川反对，保路运动兴起，
四川尤其强烈。

【考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5.中国历史上第一步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是（）。

A．《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B．《钦定宪法大纲》

C．《中华民国约法》

D．《中华民国宪法》

【答案】 A 

【解析】 1912年  3 月，临时参议院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
上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法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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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

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会议是（）。

A．中共一大

B．中共二大

C．中共三大

D．中共四大

【答案】 B 

【解析】 1922年  7 月，党的二大在上海召开。中共二大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
一次明确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考点】反帝反封建革命纲领的制定和工农运动的发动

7.1927 年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是从（）。

A．金融业方面开始

B．商业方面开始

C．轻工业方面开始

D．重工业方面开始

【答案】 A 

【解析】 1927年国民党在全国的统治建立以后，官僚买办资本急剧地膨胀起
来。官僚资本的垄断活动，首先和主要的是在金融业方面开始的。

【考点】国民党全国政权的建立及其独裁统治

8.1935 年 1 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的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会议是（）。

A．八七会议

B．古田会议

C．遵义会议

D．洛川会议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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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935年  1 月  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
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遵义会议在危急情况下挽救了
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成
为中国共产党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转折点，标志着我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考点】遵义会议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9.1933 年 11 月，国民党爱国将领蔡廷锴和蒋光鼐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是
（）。

A．宁都起义

B．福建事变

C．西安事变

D．二二八起义

【答案】 B 

【解析】在福州， 1933年 11 月我党支持国民党第  19 路军将领蔡廷锴、蒋光
鼐以及国民党反蒋爱国人士李济深、陈铭枢发动的抗日反蒋的福建事变。

【考点】局部抗战与救亡运动的兴起

10.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的阶段是（）。

A．战略防御阶段

B．战略相持阶段

C．战略反攻阶段

D．战略决战阶段

【答案】 B 

【解析】 1937年  7 月卢沟桥事变到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中国抗战
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在  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失守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
略相持阶段（ 1938.10～1943.12）。

【考点】战略防御阶段的正面战场

11.1940 年，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战役是（）。

A．平型关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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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雁门关战役

C．阳明堡战役

D．百团大战

【答案】 D 

【解析】 A：1937年 9月，八路军第  115 师取得平型关大捷，这是全国性抗战
开始后中国军队第一次重大胜利； B、C：1937年 10 月；D：1940年 8 月至  12
月初，八路军总部调  105 个团共  20 万人，对华北日军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以
破袭敌人交通线为重要目标的进攻战役。这就是百团大战。

【考点】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

12.1945 年  8 月，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的口号是
（）。

A．和平、民主、团结

B．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C．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D．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答案】 A 

【解析】 1945年  8 月  25 日，中共中央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
“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

【考点】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斗争

13.1951 年底至  1952 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运动是
（）。

A．肃反运动

B．整风、整党运动

C．“三反”运动

D．“五反”运动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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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951年底到  1952 年春，中国共产党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了反
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处决了犯有严重贪污罪行的中共
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刘青山、现任书记张子善，处理了一批党政干部。

【考点】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14.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建立的主要途径是（）。

A．合并公营资本

B．征用外国资本

C．赎买民族资本

D．没收官僚资本

【答案】 D 

【解析】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主要是通过没收官僚资本建立起来的，在
整个国民经济中已经居于主导地位。

【考点】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

15.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政策是（）。

A．无偿没收

B．有偿征用

C．和平赎买

D．“四马分肥”

【答案】 C 

【解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和平赎买政策：有偿而不是无偿、逐步而不
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所有制；在改造资本家同时，给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
排；不剥夺资产阶级选举权，对他们中拥护社会主义改造并做出贡献的代表人
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

【考点】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

16.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是（）。

A．不要四面出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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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C．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D．积极引导、稳步前进

【答案】 C 

【解析】毛泽东先后在  1956 年 4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  5 月 2 日最
高国务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系统地阐述了十大关系，这十大关系围
绕一个基本方针：“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直接
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
家。

【考点】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17.在中共八大上，陈云提出的重要思想是（）。

A．双重监督

B．“三个主体，三个补充”

C．健全法制

D．“两条腿”走路

【答案】 B 

【解析】中共八大还专门安排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方面代表作大会发言。陈云
在发言中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①国家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一定
数量个体经营为补充；②计划生产是主体，一定范围自由生产为补充；③国家
市场是主体，一定范围自由市场为补充。

【考点】早期探索的积极进展

18.新中国第一次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会议是（）。

A．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B．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C．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D．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答案】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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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964年底到  1965 年初，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周恩来总理在会上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全国
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
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共产党第一次郑重向全国人民提出实现
“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考点】“大跃进”及其纠正

19.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的时间是（）。

A．1964年  10 月

B．1966年  10 月

C．1967年  10 月

D．1970年  4 月

【答案】 D 

【解析】 1970年  4 月，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考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

20.1971 年  10 月，新中国在外交上取得的重大成果是（）。

A．恢复了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合法席位

B．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C．实现了中日关系正常化

D．实现了中法关系正常化

【答案】 B 

【解析】 1971年  10 月第  26 届联大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
国在联合国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的中
坚力量。

【考点】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

21.1984 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重要文件是（）。

A．《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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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C．《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

D．《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答案】 B 

【解析】 1984年  10 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
的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观点，指出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该决定做出和实施，使经济体制
改革以城市为重点全面展开。

【考点】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22.1988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建立的经济特区是（）。

A．海南经济特区

B．珠海经济特区

C．厦门经济特区

D．深圳经济特区

【答案】 A 

【解析】 1983年  4 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海南岛实行经济特区的某些政
策给予较多的自主权，以加速海南岛的的开发，并于  1988 年 4 月建立海南
省，将海南岛辟为经济特区。

【考点】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

23.1999 年  12 月，中国在推进国家统一大业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是（）。

A．海峡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B．海峡两岸举行“汪辜会谈”

C．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D．恢复对澳门行使主权

【答案】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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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999年  12 月 20 日，澳门也回归祖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
标志着祖国统一大业又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考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跨世纪发展

24.2004 年  9 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战略任务是（）。

A．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B．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C．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D．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答案】 A 

【解析】 A：2004年 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战略任务；

B：2002年  11 月中共十六大在北京召开，报告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
目标；

C：2005年  10 月召开了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
略任务；

D：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考点】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25.2005 年 3月，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法律是（）。

A．《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B．《国家安全法》

C．《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D．《反分裂国家法》

【答案】 D 

【解析】 20 0 5 年 3 月 14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高票通过
《反分裂国家法》，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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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决心通过立法形式表达出来。

【考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取得的十大成就

二、简答题

26.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及其影响。

【答案】

（1）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
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两

对主要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各种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
两对主要矛盾相互交织

在一起，贯穿了整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始终，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起
着决定性作用。

（2）影响：近代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就是在这些主要矛盾及其激化的基础上
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中

国人民近百年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推动
中国社会前进。从此中

国进入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民肩负着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

【考点】两对主要矛盾和两大历史任务

27.资产阶级革命派与改良派论战的焦点及革命派在这一问题上的主张。

【答案】

（1）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政府，这是论战的焦点。

（2）革命派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救国必先推翻清王朝；认为革命
不免流血，但可 “救世

救人”，是治疗社会的捷径；革命就是为了建设，破坏与建设是革命的两个方
面。

（3）革命派还反驳了改良派提出的革命会招致天下大乱和帝国主义干涉之谬
论。

【考点】三民主义学说和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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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特点。

【答案】

（1）放弃了“左派国民党”运动旗号，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旗帜。

（2）它不仅是军队行动，而且有数量众多工农武装参加。

【考点】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和人民军队的创建

29.中国共产党在全民族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答案】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共
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抗日战
争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抗战路线，制定正确战略策略，开辟广大敌后战
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的政治主张、坚定意志、
模范行动，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引领着夺取战争胜利的正确方向，
成为夺取战争胜利的民族先锋。

考点】抗日战争的胜利

30.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内容及其特点。

【答案】

（1）中共中央在  1953 年正式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明确规定：“党在
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
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社会主义改造。”

（2）其特点是这是一条“一化三改”、”一体两翼“的总路线，即社会主义建
设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总路线，一化反映了生产力方面的要求，三改则
反映出对生产关系的改造，体现了发展生产力和变革生产关系的有机统一。

【考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

三、论述题

31.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历史意义。

【答案】

第一，它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强烈撼动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太平天国
起义坚持了  14 年之久，革命势力扩展到  18 个省，规模大，时间长，影响深，
加速了清王朝的衰败过程。第二，它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最高峰，具有不同于
以往农民战争的新的历史特点。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提出《天朝田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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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比较完整地表达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资政新篇》是中国近代史上第
一个具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方案，反映出太平天国新的历史特点。第三，太平天
国对孔子和儒家经典予以严厉批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统治的精神支
柱。第四，太平天国起义还有力地打击了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将领们拒绝
不平等条约严禁鸦片贸易，与外国军队进行了英勇斗争。第五，太平天国起义
鼓舞和推动了当时的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冲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在亚洲的统治。

【考点】农民斗争的意义和局限

32.五四运动的历史特点及意义

【答案】

（1）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把中国人民
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线上。

（2）五四运动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了群众，是一场真正的群众性的革命运动。青
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政治舞台，运
动后期发挥主力军作用。

（3）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了思想和干部上的准备。

（4）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代替资产
阶级成为中国革命领导者。

【考点】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33.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合作的主要表现。

【答案】

（1）在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期间，各民主党派同共产党作为“第三方面”，同
共产党一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为和平民主而共同努力。

（2）在国民党当局撕毁政协协议、发动全面内战时，民主党派中的大多数同共
产党保持一致；拒绝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反对国民党炮制的
“宪法”。

（3）民主党派的许多成员积极参加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有
的为此流血牺牲，如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民盟中央常委兼西北总支
部主任委员杜斌丞。 欢迎您的 光临， Word 文 档下载 后 可修改编 辑 双 击可删 除页眉 页脚 谢 谢！希 望您提 出您宝 贵的意 见，你 的意见 是我进 步的动 力。赠 语；  1 、如果 我们做 与不做 都会有 人笑， 如果做 不好与 做得好 还会有 人笑， 那么我 们索性 就做得 更好， 来给人 笑吧！  2、现 在你不 玩命的 学，以 后命玩 你。 、我不 知道年 少轻狂 ，我 只知道胜 者为王 。 、 不要做 金钱、 权利的 奴隶； 应学会 做“金 钱、权 利”的 主人。 、什么 时候离 光明最 近？那 就是你 觉得黑 暗太黑 的时候 。 、 最值得 欣赏的 风景， 是自己 奋斗的 足迹。 、压 力不是 有人比 你努力 ，而是 那些比 你牛× 几倍的 人依然 比你努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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