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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共占 30 分） 

阅读所提供的资料，回答所有的问题。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 

资料 A 

    过去三年，已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积极响应支持“一带一路”，40 多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合作协议。“一带一路”的展开饱含中国智慧：倡议由中方提

出，建设由大家共同进行。中方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对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进行了 

积极探索，为世界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公共产品，显示了大国的责任与担当。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仍处在缓慢复苏之中，各国经济增长乏

力、发展动力不足，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有所抬头。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紧迫性越来越

突出，国际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全球治理体系只有适应国际经济格局新要求，才能为全球

经济提供有力保障。 

    习近平如此阐释“一带一路”的角色和作用：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开展跨国

互联互通，提高贸易和投资合作水平，推动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本质上是通过提高

有效供给来催生新的需求，实现世界经济再平衡。习近平也强调，国家不分大小、强弱、

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成员，理应平等参与决策、享受权利、履行义务。要赋予新兴市

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代表性和发言权。 

    “一带一路”顺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推动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呼声，体现了对

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和模式的积极探索。它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助推器，也是全球经济增

长的新动力。联合国负责经济与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吴红波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是

中国为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这个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都被写入相关

联合国决议，这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里程碑。”  

[摘录自黄昌成<一带一路已成重要公共产品，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新格局的中国担当>，

《时代周刊》，2017 年 5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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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B 

图表一： “一带一路 ” 项目区域分布情况 

 

                      [取自<一带一路概念即将迎来风口>，《易未网》，2017 年 4 月 24 日] 

 

 

图表二：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成果 

2016 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进出口总额 6.3 万亿元人民币 

增长 0.6% 

对沿线国家 
直接投资 

145 亿美元， 
 

占中国对外 
投资总额的

8.5% 

中国企业已在

“一带一路” 
沿线 20 个国家， 

 
建设了 56 个 
经贸合作区 

 
 

累计投资 
超过 

185 亿美元 

为东道国创造

近 11 亿 
美元的税收 

 
和 18 万个 
就业岗位 

 [取自<一带一路持续升温>，《人民日报海外网》，2017 年 4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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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C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 “一带一路”威胁论也出现了。例如过剩产能威胁

论、国际秩序另起炉灶论、文明冲突论，等等。 

但是，许多国家把期望寄托在中国，寄托在“一带一路”身上。这是因为中国成功脱

贫致富吸引了他们，也是因为对美国和西方的绝望。比如，美国获知中国要在吉布提建军

事后勤保障基地时，曾派大使阻挠，但吉布提总统坚定地说：“我们给西方一百多年机会

了，美法长期租借吉布提作为军港，可是我们始终贫穷！1950 年代，吉布提与新加坡发

展相近，如今新加坡人均近 6万美元，我们却成为世界穷国！” 

尽管中国主张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但美国始终阻挠“一带一路”。这就需要我们落实

“共商共建共享”的路线图，推进机制化建设，通过项目担保、再保险等方式，预防和化

解风险。更重要的是，建设“一带一路”要确立持久战思想，不能急功近利，要推行类似

改革开放的试点推广、循序渐进模式。 

形形色色的“一带一路”威胁论提醒我们，一定要坚定信念，坚持“企业主体、政府

服务、市场原则、国际标准”，切实贯彻好、实施好“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企业要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当地社会组织打交道，充分估计各种突发、意外事件，防止少

数人绑架“一带一路”项目，毁坏“一带一路”声誉，成为各种利益纠纷的牺牲品。 

 [摘录自王义桅<如何化解一带一路威胁论？>，《人民网》，2016 年 7 月 20 日] 

 

资料 D 

    西方很多人认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意在扩大中国的战略和政治影响力，

对美国非常不利。该观点也许不无道理，但我们也不应忽视“一带一路”倡议的经济考

虑，毕竟经济才是支撑地缘政治战略的基础。 

    的确有些因素促使中国提出“一带一路”。这包括推动边远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

为钢铁产业的庞大过剩产能寻找出路等。但中国的核心目标比这些更高更远、更有雄心。

中国知道，随着经济日渐成熟，人民收入不断提高，曾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低附加值产业

将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国家，因为那里的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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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巩固自己在全球供应链和制造业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在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中占

据最大份额。这一地位将是未来几十年里主导全球经济的关键。 

    “一带一路”倡议在上述经济愿景中处于核心地位，这一倡议不仅与中国在未来几十

年里发展关键技术并制定全球技术标准（如高速铁路系统和数据传输网络等）的国家战略

相吻合，而且两者是互相促进的。 

    不过，这些只是中国人的大胆规划，要想成为现实，需要大规模的资金投入、技术研

发、政策支持以及国际合作，这其中任何一项都不是轻易就可实现的。 

[摘录自休怀特<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将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壹读网》，

2017 年 4 月 28 日] 

资料 E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目的是将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

乃至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通过建设“一带一路”沿线急需的公路、铁路、港口和资源管

线等基础设施，打造一个“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中国认为，一旦建成，“一带一路”将覆盖全球 65 个国家，44 亿人口以及 40%的经

济产出，为其他发展中国家创造前所未有的机会，也将帮助中国更好地利用国内外市场和

资源，强化自身经济实力，继续担当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2014 年到 2016 年期间，中国已和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签署了价值超 3000

亿美元的项目合同。中国确实为沿线国家带来了希望，但是也面临不少风险。包括安全风

险、政治风险，还有腐败、环境和社会风险等。 

    一位考察过“一带一路”经济带的中国省级官员私下里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

整体环境不错，资源也丰富，但很多国家都很贫困，基础设施太差，都指望中国投资。如

果中国投资，回收成本过程太长，难度太大。另外，一些国家的民族、宗教矛盾和安全问

题也令中国担心。 

 [摘录自<中国一带一路的风险和挑战>，《美国之音》，2017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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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以下所有的问题，共占 30 分。 

 

１ (a) 如果用资料 B来证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 

        力，试评价其适用度。                   

[6 分] 

 

(b) 试根据资料，并结合你的认识，探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带来的影响。 

              [9 分] 

                                                                                     

(c) 试结合资料及你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在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所做的努力，并   

    就如何进一步改善向中国政府提出建议。                 

[1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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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共占 30 分） 

阅读所提供的资料，然后回答所有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转型 

资料 A 

2009 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发生新的变化，主要

是外需疲软，生产成本上升，人口红利缩减，生态恶化、效率低下，产能过剩。于是，

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从侧重于“保增长”，转到侧重于“调结构”，必须转变经济发

展方式，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  

客观来看，中国的经济转型的确在发生，主要表现在净出口占 GDP 的比例大大减

少，但国内消费的比重有所增加，尤其是民间消费水平的增加实际上很显著。同时，

就业情况也比较稳定。不过中国的经济转型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现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趋势是明显的。以前说 7%的 GDP 增长是底线，但今年的经

济数据已经下滑到 6.7%。实际上，各省的经济下行远超人们的预期。与此同时，一些

专家也在担忧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会否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

家或地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所出现贫富悬殊、环境恶化甚至社会动荡等问题，导

致经济发展徘徊不前，不能进入高收入阶段。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看，有些国家在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发展

战略不适应新的竞争环境，没有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原有的经济增长模式陷

入低端锁定的路径依赖，缺乏新的增长动力， 终陷入经济增长长期停滞的中等收入

陷阱。可见，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加快转变经济

发展方式，优化资源配置和要素组合，引入新的增长动力，聚集新的增长能量，冲破

增长模式的低端锁定状态。             

改写自：郑永年<中国经济转型及其风险>, 《联合早报》，2016 年 10 月 11 日。 

资料 B 

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部长希茨说，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和制造业驱动，

转向内需和服务业为主导，这种转型有助中国经济发动更加持久的需求增长引擎，对

世界经济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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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前夕，希茨撰文表示，中国经济转型

不仅能平衡自身经济，还有助于降低对出口的依赖，这有利于世界经济平衡。同时，

中国经济转型不仅能促使中国经济转向更持续、健康的增长模式，还将巩固中国作为

全球需求增长引擎的地位。希茨说，中国政府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已经取得重要进步。

过去三年来，中国服务业增速一直快于工业；在整体投资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服务业

和消费相关行业的投资仍保持强劲增长。 

但希茨也表示，中国经济转型历程并非平坦的道路，在推进改革以及拉动内需方

面面临着多重挑战。他认为，如果中国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拥有必要的政策工

具来推动内需增长，成功实现经济转型。  

改写自：<意识到靠出口驱动无法持久, 中国需要时间改变经济增长模式>,  
《联合早报》，2016 年 2 月 24 日 

 

资料 C 

图表 1：2017 年 1 月-6 月 前十大商品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贡献度 

 

资料来源：万钊《从上半年进出口结构看中国经济转型》（2017 年 7 月 23 日）[2017 年 8 月 1 日] , 

http://www.sohu.com/a/159346209_618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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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 2：2017 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市场份额及同比增长数据 

（单位：百万台） 

产商 2017 年第一 

季度出货量 

2017 年第一 

季度市场分额 

2017 年第一 

季度出货量 

2017 年第一 

季度市场分额 

同比增长 

三星 79.2 22.8% 79.2 23.8% 0.0% 

苹果 51.6 14.9% 51.2 15.4% 0.8% 

华为 34.2 9.8% 28.1 8.4% 21.7% 

OPPO 25.6 7.4% 19.7 5.9% 29.8% 

VIVO 18.1 5.2% 14.6 4.4% 23.6% 

其他 138.7 39.9% 140.0 42.1% --1.0% 

总计 347.4 100.0% 332.9 100.0% 4.3% 

   
*资料来源：《IDC 季度手机跟踪报告》，2017 年 4 月 27 日。其中华为、OPPO 和 VIVO 皆是

中国品牌产品。 
 
  
资料 D 

过去 30 年来，像谷饶和陈店这种依靠单一工业发家的城镇如雨后春笋般遍布中国

东部沿海地区。如今，此类城镇超过了 500 个，它们所生产的东西五花八门，文胸、

纽扣、领带、塑料鞋、汽车轮胎、玩具、圣诞礼物和马桶，无所不有。数据显示，如

今，全球 63%的鞋子、70%的眼镜和 90%的节能灯泡，均来自中国的这些小镇。 

所有这些经济增长都有环境代价。非政府组织“绿色和平”的 2010 年报告称，谷

饶镇的印染工厂对水源造成了严重污染，当地的水已经不适合饮用了。不过，谷饶镇

政府官员对外国竞争者的担忧要远远超过对外国环保人士的担忧。自 2001年开始，中

国工人的薪水每年都会上升 12%。相比之下，泰国和越南的人工成本价格低廉而且税

收更低。如今，不少全球知名品牌很多都转去东南亚设厂；中国 大的内衣公司维珍

妮国际今年也将在越南开设两家工厂。 

谷饶镇官员坚称，这座城镇能够通过技术升级和使用机器替代人力来克服困难。

不过在实践中，通过吸引资金和技术来让谷饶完成转型却非常不容易。谷饶的一些工

厂正在尝试技术升级，例如用激光裁剪制造无缝内衣，或是使用更新、更舒服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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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回答以下所有的问题，共占 30 分。 
 
(a) 试根据资料，说明经济转型与中等收入陷阱之间的关系。 [6 分] 

(b) 试根据资料，并结合你的认识，探讨中国进一步加快经济 

转型的必要性。 

[9 分] 

 

(c) 试根据资料及结合你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为推进经济转型

所做的努力，并就中国如何提高经济转型的效益提出建议。 

[1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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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必答题（25 分） 

 
1. “中共要维护政权合法性，就必须改革现有的政治体系。”请加以评论。       

                                                                                                                    [25 分]
        

                        

B 组：选答题（回答两题，共占 50 分） 
 

2. 中产阶级的扩大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的稳定发展？ 

 [25 分]  

 

3.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实现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 

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25 分]  

           

4. “崛起的中国必然会深刻地改变世界格局。”请评价此观点。 

 [2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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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Hours 30 Minutes 

考生须知： 
1. 本试卷共有三道小题，全部作答，共占 30分。 
2. 开始作答之前，在作答卷上填写考生班级和姓名。 
3. 答案须写在所提供的作答纸上。 
4. 不必抄题，但必须写明题目号码。 
5. 请使用黑色或蓝色笔作答。 

 

本试卷的试题印在第 2至第 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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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共占 30分） 

阅读所提供的资料，然后回答所有的问题。 

中美关系 

资料 A  

         中美经贸合作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和“推进器”，百日计划取得了若干早期收获。中

美重点关注的双边贸易失衡问题已逐步调整，2017 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速

11.4%，美国对华出口同比增速为 18.8%，中美贸易向着既定方向发展。美国与中国巨大的贸

易逆差，一方面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亚太地区的国际分工地位所致，中国出口美国的产品中

包含着大量其他国家乃至美国贡献的附加值，这在贸易统计中并没有准确拆分核算；另一方

面，美国对华一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也使得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加大。这种贸易结构问题

需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解决，应扩大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而刻意缩小中国对美国的出口。 

         在中美经贸合作取得初步成果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中美贸易问题，特别是双边

的贸易失衡问题具有累积性和长期性，国际生产分工、全球和区域价值链演进、中美各自的经

贸发展政策、宏观经济形势、产业周期、要素条件变化等多重因素作用下形成了当前的中美经

贸格局，解决中美经贸关系中的矛盾不能一蹴而就。从历史发展经验来看，在世界产业结构调

整和大国间经济实力相对变化进程中，容易引发贸易摩擦升级。中美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复

杂性，双方需要逐步磨合。 

         中美在发展双边经贸关系和全球经济治理上，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情形将长期存在，但只要

秉持实现互利共赢的信念，任何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摘录自东艳 马涛《中美经贸关系尚需砥砺前行》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 IGI（国际问题研究）论稿，201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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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C         

         特朗普对华政策确实在变，但这种变化并没有媒体分析家想象得那么大，特别是从中美关

系的历史来看。在台湾问题上，对台军售是美国的传统，短期内不要期望有改变；在朝鲜问题

上，特朗普政府开始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连带制裁”，如最近美国财政部对两家中国企业

（包括丹东银行）和两个中国公民进行制裁，惩罚他们与朝鲜的金融交易和经济往来，特朗普

本人也开始对中国不满，并威胁要把朝鲜与中美关系的其他领域挂钩，在其他领域发难，中美

关系将因此面临一定程度的恶化；在南海，常态化的航行自由宣示是美国的既有政策，在这一

点上特朗普政府和奥巴马政府高度一致，只不过特朗普政府走“低调”路线，不再像奥巴马政

府那样把巡航政治化。 

         理解特朗普外交的关键在于其策略性和交易性，这两者有内在联系。中美关系自 4月初海

湖庄园以来将近三个月的稳定与和谐，建立在中方对中美关系稳定追求和美方特朗普对中方在

朝鲜问题上合作的策略性期待之上。中方希望维护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特朗普没有这种大局

观，只有局部策略性的利益观。中方处理中美关系有一系列原则作指导，核心是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特朗普是利益至上，很难看出他有什么原则性思维。正因如此，特朗普

时代的中美关系，至少目前来看，将不断受到特朗普策略性与交易性思维的挑战。这并不是说

中美关系难以取得稳定（目前中美关系还是稳定的），而是说这种稳定的根基是策略性的利益

交换，而不是战略性的大局把握。因此，这种稳定是脆弱的，需要高超外交艺术的呵护。                         

                                [摘录自中国南海研究院兼职教授 张锋《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变与不变》FT中文网 201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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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D 

         “想哭”勒索攻击（WannaCry  ransomware attack）在全球互联网上迅速蔓延，先后袭击

了全球超过 150个国家的近 30万台电脑设备。此事件给中美网络安全合作带来启示。 

  其一，在全球性的互联网灾难来临面前，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成为幸存者。“想哭”攻击形

式罕见，扩散速度惊人，能大规模突破各国现有网络安全体系并造成损害。因此，网络空间不

存在“零和博弈”和“绝对安全区”，各国仅增强本国网络安全不足以应对此类挑战，更为广

泛的国际合作才能减缓此类威胁。 

其二，网络军事化加剧了全球网络空间的不安全感。近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积极增

强网络军事能力，组建网络部队，研制网络武器。此次攻击的技术手段即源于美国研发的网络

武器。美国并未考虑到，网络武器很容易丢失或扩散，还可以根据需要加以改装创新。 

其三，网络威胁情报共享是减少网络安全威胁最有效、最直接手段。从技术角度来说，程

序开发者无法避免系统或软件存在漏洞，一些漏洞可能在若干年后才被发现并被黑客利用。因

此，各国政府和企业有责任分享所知的网络系统漏洞，而不是利用这种漏洞谋利或研制网络武

器。中美在这一点上立场一致。 

  上述启示为中美网络安全合作提供了可行路径。例如，中美应进一步加强对跨国黑客组织

的信息交换和联合执法活动，消除此类威胁源头；中美应实施网络领域军备控制，就防范网络

武器扩散开展早期合作，防止网络武器被黑客组织获得；此外，中美应进一步加强网络威胁情

报共享领域合作，尤其是促使中美两国企业在这一领域充分发挥各自的技术优势，达成合作，

降低两国政府对对方国家企业的猜疑和误解。 

                                           [摘录自李峥《“想哭”勒索攻击对中美网络安全合作的启示》中美印象 2017‐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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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E 

         一些美国人并不看好中美在教育和艺术领域的关系。 

         例如，长期对孔子学院持批评态度的学者林培瑞 (Perry Link) 说：“设在大学校园里的孔

子学院常常限制学术自由，不允许讨论中国人权问题，因而是危险的。”而在中美娱乐产业合

作方面，16名美国国会议员曾致信政府表达他们由于中国对美投资日益增加带来的美国安全

方面的担忧，其中包括中国在美国媒体娱乐产业的投资。 

         另一些人则认为，中美双方在教育和艺术领域的合作是一种进步。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孔子学院不仅为当地双语学校提供教学资源，还开展跨文化艺术项

目，而且不回避敏感议题。院长简苏珊（Susan Pertel Jain）说：“让更多的艺术家在一起，相

互感受对方的文化，其实是在培养新一代的外交家。不管是请参与反对政府运动的艺术家，还

是放映未获政府认可的影片，我们都不回避。但我们承诺会以公正的方式呈现任何事情。” 

         中国目前成为全球最大的票房市场，受到好莱坞制片人的青睐。2016年 8月，美国亚洲

研究所理事克里斯·芬顿（Chris Fenton）带一些美国议员前往中国，了解中国蓬勃发展的娱

乐媒体产业，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投资好莱坞。芬顿说：“当人们在艺术领域合作时，会产生

情感上的内在引力。如果顺利，能在两国间产生外交凝聚力。”                               

 [摘录自李艾琳《中国加深与美文化交流：文化外交还是危险的软实力？》2017‐05‐27] 

https://www.voachinese.com/a/china‐soft‐power‐20170526/3873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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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以下所有的问题，共占 30分。 

 

1(a) 试根据资料，解释中美经贸关系发展状况。                                                                     

[6 分] 

       

 

(b) 试根据资料，并结合你的认识，探讨中国在发展中美关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            

[9 分] 

 

 

(c) 试根据资料及结合你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在改善中美双边关系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就如 

     何加强中美关系提出建议。                                                                                [1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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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开始作答之前，在作答卷上填写考生班级和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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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组：必答题（25 分） 

 

1      “只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就能维持其执政的合法性。”试加以评论。                                      

[25分] 

 

 

B 组：选答题（回答两题，共占 50 分） 

 

2      “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有助于解决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试加以评论。                                 

[25分] 

 

 

3      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5分] 

 

 

4       “贪腐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试加以评论。                       

[25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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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答题作答评分标准 

层级
5 

21-25 *理解深入，通篇分析为主，论述切合题意、有针对性，有平衡论述，引用资料准确，涉及相关
范畴。 
-较好答案：分析合理透辟，论述有重心，有说服力，有平衡论点，对不同观点进行批判性评
价。 
-较弱答案：分析合理清楚，有平衡论点，论证有个别地方欠说服力。 

层级
4 

16-20 *有较好理解，以分析为主，论述切合题意，涉及相关范畴，适当引用资料论述。 
-较好答案：分析为主，有平衡论点，提供论据，但有些论据缺说服力，对不同观点有一定批判
性评价。 
-较弱答案：适当引用资料，部分论证缺乏连贯性。 

层级
3 

11-15 *理解课题，有分析，但未展开论述，未准确涉及相关范畴，论述略片面。 
-较好答案：内容详尽，有一些分析和论证，但述多过论，论证略显单薄。 
-较弱答案：观点描述性或叙述性，未针对问题作答。 

层级
2 

6-10 *有一定程度地理解课题，有些论述虽涉及相关范畴但大都与题目关联不大，或缺乏相关论据。 
-较好答案：作了有关评述，但论据不足。 
-较弱答案：提供了与题目相关的信息，但没完全理解题目。 

层级
1 

0-5 *理解有限，答案粗略或作局部论述。 
-较好答案：部分课题作相关论述，只有个别扣住题目。 
-较弱答案：提供有限资料，明显不切题。 

    

1）“只要保持经济增长，中国共产党就能维护其执政的合法性。”试加以评论？ [25 分] 
有利方面 

-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国民收入一次、二次分配角度） 

-综合国力、国际地位提升，民族自豪感归属感角度 

需要其他因素配合 

-社会稳定 

-民主政治 

两者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2）“全面放开二胎的生育政策有利于解决中国人口结构失衡问题。”试加以评论？ [25 分] 
有利于 
-年龄结构失衡中的两个问题 

局限 

-生育意愿 

-性别结构失衡 

两者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3）区域发展不平衡在多大程度上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5 分] 
阻碍 

-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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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影响 

契机 

阻碍和契机的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4）“贪腐问题是中国国家治理中面临的最大挑战。”试加以评论。[25 分] 
-贪腐问题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的问题 

-民族问题 

三者比较分析，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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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分析 

阅读资料 A、B、C、D、E，然后回答所有问题。 

 

中国的法治建设 
 

 
资料 A 

    党的十八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确立了新的法治建设目标。“科

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新方针，是建

设“法治中国”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实现“法治中国”的基本标准。科学立法是建设法治

中国的前提，严格执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关键，公正司法是建设法治中国的防线，全民守法

是建设法治中国的基础。四者缺一不可。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全面依法治

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法治中国建设驶入“快车道”。 

    制定民法总则，为民法典编纂翻开关键的“第一页”；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预算法等

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法律法规，让经济社会运行更加有序；废止劳动教养法律规定，更好保

障公民自由权利⋯⋯这五年，立法工作更加注重科学立法、民主立法，法律法规更加符合社

会发展和人民意愿，回应时代命题，引领国家发展。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司法责任制改革全面铺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

讼制度改革加快推进，“立案难、诉讼难、执行难”的顽疾逐步破解⋯⋯这五年，司法体制

改革攻坚克难，人权司法保障不断完善。公平正义，已日益成为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  

 [删节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成就综述筑牢长治久安之基》, 新华社北京，2017 年

8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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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B 

 

[删节自 《中国法律评论》, 2016 年第 3 期立法栏目]  

 

图 2   全国法院登记立案案件数据对比图 

[删节自 独角兽工作室 法律出版社 人民法院司法改革专题特展, 2017 年 3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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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D 

    中国大陆正陷入有关“司法独立”的话语错乱。在中共 18 届 4 中全会精神的宣传中，

出现了多篇批判“司法独立”的文章。最近的一次在 1 月 7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自治

区书记张春贤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论中说：“我国法治不同于西方所谓“宪政”的根本点就是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我们的法治不是“三权分立”的法治，

不能走西方司法独立。” 

    吊诡的是，张文见报次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甘肃省出台禁止领导干部干预司法独立的

“十条禁令”。“司法独立”一语，又以正面形象示人。 

    18 届 3 中全会提出：“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18 届 4 中全会同样强

调：“完善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制度。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

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更具体要求：“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

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 

    4 中全会后所有的争议，核心问题仍为“党大还是法大”。 

    可以预计的是，公开批判司法独立的战幕一旦拉开，他们信誓旦旦的“确保审判机关、

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必成空文，权力干预司法将防不胜防，司法改

革的所有努力，将付之东流。 

[删节自 香港大学钱钢《谁要给“司法独立”判死刑？》,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2015 年 1 月

19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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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E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研究员马亮表示，依法治国的重要性怎么强

调都不为过，但是依法治国的推动需要顶层设计和细致实施。 

  马亮认为，首先，只有坚强的政治意志，才能确保依法治国的贯彻落实。特权对法律的

僭越，最容易损害依法治国，因为这让人们产生侥幸心理，并滋生崇尚特权的不良心态。

“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薄熙来、周永康等一批高级官员的司法审判，彰显了‘法律面

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让人民群众认识到法律对所有人的约束力。与此同时，对公检法系统

不良分子的肃清，也有利于净化执法环境。” 

  其次，建立巡回法庭制度和提升法官的专业化水准，维护司法审判的独立性和庄严性，

是依法治国的关键举措。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乃至规避“打招呼”“递条子”等人情关

系对司法公正的干扰。 

  此外，依法治国的根基在于每一个公民自身的知法、懂法、守法、护法。因此，需要不

断加强法制宣传和教育，普及法律常识，塑造法治意识，奠定法治基础。中国是一个典型的

人情社会，许多人仍然抱有“搞关系”“走后门”的观念，希望“钻空子”，这些都是依法

治国需要极力克服的陋习。 

   

[删节自《外国专家评价中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日报》，2015 年 9 月 17 日]  

 

 

 

 

 

 

 

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



2017立化中学年终考试  第 7  页  高二中国通识试卷 

 

(a) 若要说明中国法治建设已日趋完善，试评价资料 B的适用度。 

 

 

 

[6 分]

(b) 试根据资料，并结合你自己的认识，探讨中国法治建设面对的挑战。 

 [9 分]

 

 

(c) 试根据资料及结合你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在法治建设方面所做的努力，并就如

何进一步推动中国法治建设提出建议。 

 [1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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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获得监考老师指示前，不准翻开卷子。 

1.   本试卷分 A、B 两组。 

A 组：必答题，占 25 分。 

B 组：选答题（3题选答 2题），共占 50 分。 

2.   答案须写在所提供的稿纸上。 

3.   在稿纸上清楚填上中文姓名、班级及班号。 

4.   不必抄题，但须写明题目号数。 

5.  仔细阅读答题指示和题目后才作答。 

6.   不准使用订书机与涂改液。 

7.   请将试卷及稿纸分开交上。作答卷每题分开作答，分别交上。 

8.   试卷卷末有一“完”字。 

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



2017年立化中学年终考试  2  高二中国通识试卷二 

A 组：必答题（25 分） 

 

Q1    “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必须更多地参与国际事务。”试加以评论。[25 分] 

 

 

B 组：选答题（回答两题，共占 50 分）  

[3 题选答 2 题] 

 

Q2    “环境问题阻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   

   [25 分] 

 

 

 

Q3  制度反腐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治理腐败现象？             [25 分] 

 

 

 

 

 

 

Q4    “宗教复兴挑战了中国的社会稳定。”试加以讨论。           [2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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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hallanges 

Source A 

 

Labour Supply 

 

GDP growth and Employment 

 

- Data from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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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B 
 
Sri Lanka has fallen knee deep in China’s debt trap after it invested billions of dollars 
in huge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 on China’s guidance and promises. Now, Sri Lanka 
has a huge debt of US$64 billion. Thi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high interest rate on 
Chinese loans. For the Hambantota Port project, Sri Lank borrowed US$301 million 
from China with an interest rate of 6.3 per cent, while the interest rates on soft loans 
from the World Bank and the 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 are only 0.25–3 per 
cent. Instead of investing in education and health care, Sri Lanka now spends most 
of its revenue now to pay off the debts to China that was used to finance the now 
underutilised mega infrastructures. 

There is cause for concern for countries like Cambodia, Malaysia and even 
Indonesia. “As a simple measure of magnitude, the 14 memorandums of 
understanding that the Prime Minister signed with China last November is equivalent 
to 55 percent of our 2017 federal budget,” said Nurul Izzah Anwar, a member of 
Malaysia’s opposition party. 

Malaysian PM Najib Razak says he makes no apologies for wanting to build world-
class infrastructure for Malaysia. He stressed that such projects open up huge 
swathes of the country. He said the infrastructure would bring more trade and 
opportunity to the people, thousands of new jobs, improved living standards and 
prosperity. He said the win-win cooperation could be seen in ASEAN’s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resulting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for example, the China-Laos 
railway; the Jakarta-Bandung high-speed railway; the Nakhon Ratchasima-Bangkok 
high-speed railway; and, in Malaysia, the East Coast Rail Link. 

- A report from a Malaysian newspaper, 2017 

Source C 

Despite a sluggish global economy, China’s economy is far bigger in size than in the 
past, and it now generates more output than it did with double-digit growth in the 
past. China will vigorously foster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opening-up for common 
development. China’s development i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world; China has not 
only benefited from economic globalization but also contributed to it. Rapid growth in 
China has been a sustained, powerful engine for global economic stability and 
expansion. More than 40 countr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have signed 
cooperation agreements with China, and our circle of friends along the “Belt and 
Road” is growing bigger. Chinese companies have made over $50 billion of 
investment and launched a number of major projects in the countries along the 
routes, spurr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ese countries and creating many 
local jobs. We must remain committed to developing global free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say no to protectionism. Pursuing protectionism is like locking 
oneself in a dark room. While wind and rain may be kept outside, that dark room will 
also block light and air. No one will emerge as a winner in a trade war. 

- President Xi Jinping’s speech at 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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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 D 

2016 was an unusual year in our country's development. China was confronted with 
an external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 world saw the lowest economic and trade 
growth in seven years, growing volatility i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sudden and 
frequent regional and global challenges. Domestically, China faced multiple 
difficulties: major structural problems, prominent risks and dangers, and mounting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World economic growth remains sluggish, and 
both the deglobalization trend and protectionism are growing. There are many 
uncertainties about the direction of the major economies' policies and their spillover 
effects, and the factors that could cause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ty are visibly 
increasing. China is at a crucial and challenging stage in its own development 
endeavors, and there are many salient challenges and problems in the economy. 

Given all these factors, it was not easy for us to maintain stable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yet we succeeded, and even managed to make progress on many 
fronts. The difficulties we face are not to be underestimated, but we must remain 
confident that they will be overcome. China has a solid material foundation,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a huge market, and a complete system of industries. 
We will keep to the path of peaceful development; firmly uphold the authority of the 
multilateral architecture and see that it works effectively; oppose protectionism in its 
different forms;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global governance; and ste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o see it become more inclusive, mutually beneficial, and equitable. 

- Premier Li Keqiang’s Work Report of the Government, 2017 

Source E 

Credit rating agency Moody's downgraded China, warning that the country's financial 
health is suffering from rising debt and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It's the first time the 
agency has cut China's rating in nearly three decades. Fears about debt levels in the 
world's second-largest economy have been flagged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pushed Beijing to "urgently address" the issue last year.  
 
As growth in the West collapsed follow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China's 
local governments and state-owned companies borrowed heavily to build cities and 
roads, invest in businesses and bolster financial markets. That spending spree has 
resulted in a domestic debt hangover, particularly among some of the country's 
bloated and inefficient state-owned companies. Corporate debt in China soared to 
around 170% of GDP in 2016, roughly double the average of other economies, 
according to the 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uthorities have introdu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in recent years to tackle local 
government debt and bad bank loans. They have also tried to reduce the economy's 
dependence on credit as a way to fuel growth. But efforts by regulators in recent 
weeks to clamp down on risky debt in the country's financial system have unsettled 
investors. Some economists support that stance, arguing that by moving too quickly, 
Chinese authorities could trigger a financial crisis. 

- A report by CNN,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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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A 

You must answer this question 

1. ‘The Communist Party only needs to depend on ideological justifications to 
maintain its rule today.’ Discuss.                                                                              [25]                     

Section B 

Answer any two questions from this section 

2. Assess the significance of demographic changes on Chinese society.                [25] 

3. How far do you agree that Chinese society today is not harmonious?                 [25]                     

4. To what extent can Sino-US relations today be regarded as stabl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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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生须知: 

1. 本试卷共有三道小题，全做，共占 30 分。 

2．请使用黑色或深蓝色笔作答。 

3．你可以用铅笔画图或草稿。 

4. 细读每一组的指示后才作答。 

 

 

 

试题印在第 2 页至第 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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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1.阅读所提供的资料，并回答所有的问题。 

 

资料 A： 

  在传统的发展模式下，地球的自然资源有消耗殆尽的危险。可以持续的利

用，要求将可再生资源保持在它的最佳再生能力前提下加以利用，对不可再生资

源以不使其耗尽的方式加以利用。为了实现可持续利用，发达国家必须改变其传

统的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减轻地球环境和资源的压力；发展中国家必须

选择可持续的经济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避免重走发达国家的老路。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是发展，前提是可持续，两者必须融为一体。不以保护环

境为由否定发展，也不以发展为由牺牲环境，而是在环境与发展之间找出平衡。

发达国家难以持久的消费和生产模式、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加重了全球环境问

题，而对于目前尚处在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问题的根源在

于贫困或不发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方面可以有不

同的侧重点。相同发展程度的国家也可能有不同的侧重点。例如，有些国家需要

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治理草原的荒漠化，促进资源和生态恢复或改善，有些国家

需要花大力气去治理空气、水源、土壤的污染，有些国家需要加大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投入。 

    就环境论环境不是保护环境的有效途径，必须将环境保护纳入人类社会经济

活动，改变于环境有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必须建立有利于持续发展的国际环境

法律制度和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法律制度。 

 

资料来源：赵建文<“一带一路”建设与“可持续发展法”>，中国法学网 

http://www.iolaw.org.cn/showArticle.aspx?id=46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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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B 

 

资料来源：《碳工委》 

http://www.longyugj.com/News_list.aspx?Sort_Id=237&yid=81 

 

 

资料 C： 

    为了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竞争力，中国的供应商和企业主越来越需要将可持

续发展的理念融入他们的商业思维之中。但对可持续性在管理等方面的价值和益

处，中国未来的商业领袖们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育？ 

    黄仕斌副教授的研究证明，中国在商业管理课程中教授可持续发展方面远远

落后于美国。该研究表明，美国商学院开设可持续性课程的可能性高出中国商学

院 24 倍。而且美国商学院每所学校必修课（1.56）与选修课（4.36）中与可持

续性有关课程的比例均高于中国（分别为 0.23 和 0.53）。此外，美国商学院本

科（1.33）和研究生（4.59）阶段开设可持续性相关课程的可能性都高于中国的

商学院（分别为 0.29 和 0.47）。 

    研究还发现，中国商学院主要依赖课本和作业等教学方法，而美国商学院则

更注重讨论和案例研究。已有研究证明，案例研究等方式让学生得以自由地、以

批判性的态度参与实际问题的讨论，学习效果更佳。 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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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要将可持续思维融入教学课程中，中国需要克服那些阻挡改革的障

碍，比如商学院中设施的缺乏和关键人员能力不足等问题。 

 

资料来源：<可持续发展：中国掉队了吗？>，《中外对话》 

https://www.chinadialogue.net/article/show/single/ch/6592-China-falling-behind-on-sustainability- 

 

 

资料 D：    

    中国知名经济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的张维迎说，中国经济

成功的根本原因是市场化和自由化，但要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和可持续的经济发

展，法治和政治民主是前提。如果不进行政治改革、如果政府不限制自身权力，

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难以持续，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市场经济。 

    他说，市场的逻辑就是，利己先利人；而且，市场是创造价值和财富的动

力。他认为，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不是因为中国特殊的经济模式或政

府的调控，而是因为中国采取了市场化和自由化的措施。 

    中国国内一些人认为，中国腐败盛行、收入差距增大的一个原因是市场化改

革的失败。对此，张维迎表示，中国现在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与市场经济没有关

系，其根源还是政府权力过大、政府干预过多、国有经济的比重过高。 

    美国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戴维•多勒（David Dollar）也认为，一个开

放的政治环境是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他说：“当你要深入发展，当你要

越来越依赖产品创新和生产率增长的时候，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

这些公民自由权利作为基础，就很难实现。我认为公民自由权利天然地与市场经

济相联系。”  

 

资料来源：<中国学者:政改是经济可持续发展关键>，《美国之音》 

https://www.voachinese.com/a/logic-of-market-20150122/26101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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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E： 

    近年来，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制定了一套可持续发展框架，对于中国城市转向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有四个关键时间点。 

    第一，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将“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

指导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领域的发展及改革。这一思想符合联合

国对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愿景，即经济、社会、环境及治理领域的发展。十八届五

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强调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开放发展的重要性，

即不同国家的发展项目应努力实现可持续且互利互惠的成果。总而言之，这些会

议，特别是高级别会议的召开，体现了中国将国家发展框架融入全球发展战略、

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决心。 

    第二，今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明确指出，要贯彻落实创新、协调、开

放、绿色的发展理念。“十三五”规划为建成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发展框架，反

映出中国日益重视发展质量，即协调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与包容性发展。“十三

五”规划制定了若干具有约束力的目标，涵盖加强资源保护与管理、加强环境保

护、加强生态保护及恢复、减少污染、应对气候变化、绿色融资和绿色产业等领

域，还包括改善交通、能源及水资源的基础设施，推进新型城镇化，加强城乡协

调发展，协调区域发展等目标。此外，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以教育促创新也是

“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2014 年，中国通过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设立

了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模式，旨在应对当前中国城镇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

工业升级缓慢、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及边缘化现象加剧等。新的城

镇化模式将以高效率、包容性及可持续性为基础。《规划》明确指出，所有城市

应实现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大幅增加公共服务。 

    第四，2016 年 2 月，作为《国家适应气候变化战略》组成部分的《城市适应

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正式公布，规划了实现国家可持续发展并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具体行动。《行动方案》规定，中国的城市规划必须充分考虑气候变化因素，

努力改善城市环境治理。《行动方案》还具体提出，到 2020 年建设 30 个适应气

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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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变化试点城市，绿色建筑推广比例达到 50%。总而言之，《行动方案》凸显了

中国对城市适应气候变化的重要性的高度重视。 

资料来源：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6 年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报告: 衡量生态投入与人类发展》  

 

  

 

 

 

 

A 组：回答所有的问题（占30分） 

1(a) 试根据资料，解释“可持续发展”。 [6 分]

   

1(b) 试根据资料，并结合你自己的认识，探讨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

续发展所面对的挑战。 
[9 分]

   

1(c) 试根据资料及结合你自己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

续发展所采用的措施，并就如何改善提出建议。 
 [15 分]

 

 

-完- 

 

   

 

 

 

 

 

 

 

 

 

 

 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Need a home tutor? Visit smiletutor.sg



 7

评分参考 

A 组（案例分析）：回答所有的问题（占 30 分） 

1 (a) 试根据资料，解释“可持续发展”。[6 分] 

层   级                 评   分   说   明 分  数

层级一 根据资料，说明可持续发展。 1-3 分 

层级二 根据资料，解释可持续发展。 4-6 分 

 

（b）试根据资料，并结合你自己的认识，探讨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发展所面

对的挑战。 [9 分] 

层级 评   分   说   明 分  

数 

层级一 运用资料或自己的认识，指出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发

展所面对的挑战。 

1 分 

层级二 运用资料或自己的认识，分析在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

发展所面对的挑战。 

2-4 分

层级三 运用资料以及自己的认识，分析在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

续发展所面对的挑战。 

5-7 分

层级四 运用资料以及自己的认识，进行程度判断。 8-9 分

 

（c）试根据资料及结合你的认识，评价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发展所采用的措

施，并就如何改善提出建议 。[15 分] 

层级 评   分   说   明 分  数

层级一 运用资料或自己的认识，指出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发

展所采用的措施，但未提出建议。 

1-3 分 

层级二 运用资料或自己的认识，解释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发

展所采用的措施，并提出建议，但述多于论，没有分析

该建议。 

4-6 分 

层级三 运用资料以及自己的认识，分析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

发展所采用的措施，并提出建议。在这个层级，学生分

析了所做的努力和建议，但是分析不足。 

7-9 分 

层级四 运用资料以及自己的认识，探讨中国政府在推行可持续

发展所采用的措施，并提出建议。在这个层级，学生分

析了努力和建议，考生只是评价建议的短期或长期的有

效性 

10-13 分

层级五 运用资料以及自己的认识，批判性探讨中国政府在推行

可持续发展所采用的措施，并提出建议。在这个层级，

学生分析了努力和建议，并评价建议的长期以及短期可

能性。 

14-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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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 小时 15 分钟 

 

考生须知: 

1. 本试卷分为 A、B两组 

 A 组：必答一题，占 25 分； 

     B 组：3题选答 2题，共占 50 分 

2．请使用黑色或深蓝色笔作答。 

3．你可以用铅笔画图或草稿。 

4. 细读每一组的指示后才作答。 

 

 

 

试题印在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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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组：必答题（25分） 

 

1 “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压舱石。”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             

                                                          [25 分]           

 

 

B组：选答题（回答两题，共占 50分） 

 

 

2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试加以讨论。      [25 分] 

 

                                                                                                                                                       

 

3 “只要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试加以讨论。                

[25 分] 

 

 

4 “一党专政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试评价上述观点。               

[25 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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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参考 
 

 

1 “中产阶级是中国社会的压舱石。”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这个观点。[25 分] 

 概念解释：中产阶级／社会的压舱石 
 观点：很大／很小／较大／较小 
 分析一：中产阶级能稳定正在转型的中国（有助于形成橄榄型社会） 
 分析二：中产阶级会加剧中国社会动荡（公民意识觉醒、政治参与）  
 比较正反观点，得出结论 

 
 

2 “历史问题是中日关系的最大障碍。”试加以讨论。 [25 分] 
 概念解释：历史问题、中日关系 

 观点：同意／不同意 

 比较：同意需要拉进 2个事项，不同意需要拉进 1个事项 

o 论述历史问题如何阻碍了中日关系的进展。 

o 讨论其他中日关系的因素，比较并得出结论。 

 

 

3“只要解决环境问题，中国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 ”试加以讨论。[25 分] 

 概念解释：环境问题／可持续发展 
 观点：不是（充分条件题） 
 分析一：解决环境问题如何有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 
 分析二：仅解决环境问题没有用，其他因素（法制、结构调整）都很重
要。 

 比较两者，得出结论。 
 

4“一党专政仍然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试评价上述观点。[25 分] 

 概念解释：一党专政／中国国情 
 观点：是／不是 
 分析一：一党专政仍然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分析二：一党专政已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 
 比较两者，得出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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