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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历史考试说明 

根据《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国发〔2014〕35 号）《重庆市

人民政府关于印发重庆市深化普通高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渝府发

〔2019〕11 号）和《重庆市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方案》（渝教基发〔2018〕24 号）

的要求，参照《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重庆市

2018 级普通高中学生课程设置及周课时安排表的通知》（渝教基发〔2018〕28 号）的有关

规定，结合我市普通高中教学实际，制定本考试说明。 

 
一、考试形式与试卷结构 

1．考试形式：笔试、闭卷。 

2．考试时间为 60 分钟，试卷满分为 100 分。 

3．试卷结构、题型及分值 

（1）题型及分值 

考试分为第Ⅰ卷和第Ⅱ卷。第Ⅰ卷为选择题，共 24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72 分。第

Ⅱ卷为非选择题，2 或 3 题，共 28 分。 

（2）考试内容及分值比例 

《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必修课程（Ⅰ）（Ⅱ）（Ⅲ），三个模块的分值各约

占三分之一。 

  4．试题难度：试题包括容易题、中等难度题，以容易题为主。 

 

二、考核目标与要求 

再认、再现重要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理解重要的历史概念、历史结

论，了解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顺利阅读和正确理解试题提供的图文材料，并从中提取相

关有效信息。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和概括，正确评价历史事件、人物

和观点，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掌握历史学习的一般过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从不同角度探究问

题、解决问题，做到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从历史的角度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和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爱国主义情感和对国家、民族

的历史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具有公民意识、人文精神、科学精神、世界意识和时代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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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考试内容与范围 

重庆市普通高中历史学科学生学业水平考试合格性考试的内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部制订的《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实验）》必修课程（Ⅰ） （Ⅱ）（Ⅲ）三个模块的教

学内容。 

 
历史（Ⅰ） 

1．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1）了解宗法制和分封制的基本内容，认识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2）知道“始皇帝”的来历和郡县制建立的史实，了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及其影响。 

（3）列举从汉到元政治制度演变的史实，说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4）了解明朝内阁、清朝军机处设置等史实，认识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对中国社会发

展的影响。 

2．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1）列举1840年至1900年间西方列强侵华的主要史实；概述中国军民反抗外来侵略斗

争的事迹，体会中华民族英勇不屈的斗争精神。 

（2）列举侵华日军的罪行；简述中国军民抗日斗争的主要史实；理解全民族团结抗战

的重要性，探讨抗日战争胜利在中国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的历史地位。 

3．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1）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史实，认识农民起义在民主革命时期的作用与局限性。 

（2）简述辛亥革命的主要过程，认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意义。 

（3）概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史实，认识其对中国社会变革的影响。 

（4）概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

伟大意义。 

4．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与祖国统一 

（1）概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的史实；阐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认识我国民主政治的特色。 

（2）了解“文化大革命”对民主法制的践踏，说明民主法制建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 

（3）列举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主要成就，认识实行

依法治国方略的重要意义。 

（4）简述“一国两制”的理论和实践，认识实现祖国完全统一对中华民族复兴的重大

历史意义。 

5．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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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了解新中国建立初期的重大外交活动，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处理国际关系方

面的意义。 

（2）简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基本史实。概括我国在外交方面所取得的重大

成就。 

（3）了解中美关系正常化和中日建交的主要史实，探讨其对国际关系产生的重要影响。 

（4）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地区性国际组织中的重要外交活动为例，认识我

国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良好的国际环境、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共同发展所做出的努力。 

6．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 

（1）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

生的历史条件。 

（2）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3）了解罗马法的主要内容及其在维系罗马帝国统治中的作用，理解法律在人类社会

生活中的价值。 

7．欧美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与发展 

（1）了解《权利法案》制定和责任制内阁形成的史实，理解英国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

的特点。 

（2）说出美国1787年宪法的主要内容和联邦制的权力结构，比较美国总统制与英国君

主立宪制的异同。 

8．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 

（1）简述《共产党宣言》的主要内容，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重大意义。 

（2）了解巴黎公社革命的主要史实，认识其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上的经验教训。 

（3）概述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史实，认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的历史意义。 

（4）概述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的史实，认识其历史意义。 

9．当今世界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 

（1）了解美苏两极对峙格局的形成，认识美苏“冷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

发展的影响。 

（2）简述欧洲共同体的形成、日本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和中国的振兴以及不结盟运动的

兴起，了解世界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3）了解苏联解体后两极格局瓦解和多极化趋势加强的史实，认识多极化趋势对世界

历史发展的影响。 

 
历史（Ⅱ） 

1．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1）知道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了解古代中国农业经济的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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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列举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基本史实，认识古代中国手工业发展的特征。 

（3）概述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概貌，了解古代中国商业发展的特点。 

（4）了解“重农抑商”“海禁”等政策及其影响，分析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的

原因。 

2．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1）简述鸦片战争后中国经济结构变动和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史实，认识近代中国资

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 

（2）了解民国时期民族工业曲折发展的主要史实，探讨影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

因素。 

（3）探讨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1）概述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实践，总结其经验教

训。 

（2）了解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其对我国开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意义。 

（3）知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国有企业改革的主要内容，认识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系。 

（4）概述我国创办经济特区、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开辟沿海经济开放区和开发开放

上海浦东的史实，分析我国对外开放格局初步形成的特点。 

（5）了解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认识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意义。 

4．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了解近代以来人们物质生活和社会习俗变化的史实，探讨影响其变化的因素。 

（2）了解中国近代以来交通、通讯工具的进步，认识其对人们社会生活的影响。 

（3）以我国近现代报刊、影视和互联网的逐渐普及为例，说明大众传播媒体的发展给

人们生活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 

5．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1）概述迪亚士、哥伦布开辟新航路的史实，认识地理大发现对世界市场形成的意义。 

（2）了解荷兰、英国野蛮抢夺殖民地和建立海外商品市场的史实，认识殖民扩张与掠

夺是资本主义列强建立世界市场的主要途径。 

（3）了解两次工业革命的基本史实，探讨其对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影响。 

6．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1）了解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特点和影响，认识罗斯福

新政的历史背景。 

（2）列举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认识罗斯福新政的特点，探讨其在资本主义自我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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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机制形成中的作用。 

（3）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等国家为例，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7．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1）了解俄国国内战争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的形势，认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

策转变的必要性。 

（2）列举“斯大林模式”的主要表现，认识其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 

（3）概述从赫鲁晓夫改革到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历程，认识社会主义改革的复杂

性、艰巨性和曲折性。 

8．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1）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认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主导的资本主

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2）以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及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例，认识当今世界经济区域

集团化发展趋势。 

（3）了解世界贸易组织（WTO）的由来和发展，认识它在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

作用。了解中国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史实，认识其影响和作用。 

（4）了解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探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 

 

历史（Ⅲ） 

1．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思想的演变 

（1）知道诸子百家，认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重要意义；了解孔子、孟

子和荀子等思想家以及儒家思想的形成。 

（2）知道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史实。 

（3）列举宋明理学的代表人物，说明宋明时期儒学的发展。 

（4）列举李贽、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了解明清时期儒学思想的发展。 

2．古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1）概述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认识中国科技发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 

（2）概述汉字、绘画起源、演变的过程，了解中国书画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脉络。 

（3）知道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文学成就，了解中国古

代不同时期的文学特色。 

（4）了解京剧等剧种产生和发展的历程，说明其艺术成就。 

3．近代中国的思想解放潮流 

（1）了解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学习西方、寻求变革的思想历程，理解维新变法思

想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2）概述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探讨其对近代中国思想解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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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简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史实，认识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发展的重大意义。 

4．20世纪以来中国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1）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在推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作

用。 

（2）概述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对近现代中国的深远影响。 

（3）概述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 

（4）概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基本内容，认识其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

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指导意义。 

5．现代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 

（1）列举新中国成立以来科技发展的主要成就，认识科技进步在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作

用。 

（2）知道我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探讨在贯彻“双百”方针过程中取得

的经验和教训。 

（3）了解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事业发展的史实，理解“国运兴衰、系于教育”的深刻含

义。 

6．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及其发展 

（1）了解古代希腊智者学派和苏格拉底等人对人的价值的阐述，理解人文精神的内涵。 

（2）知道薄伽丘等人的主要作品和马丁·路德等人的主要思想，认识文艺复兴和宗教

改革时期人文主义的含义。 

（3）简述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等启蒙思想家的观点，概括启蒙运动对人文

主义思想的发展。 

7．近代以来世界科学技术的历史足迹 

（1）了解经典力学的主要内容，认识其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发展中的历史地位。 

（2）简述进化论的主要观点，概括科学与宗教在人类起源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源。 

（3）以蒸汽机的发明和电气技术的应用等为例，说明科学技术进步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4）知道相对论、量子论的主要内容，认识其意义。 

（5）以网络技术为例，理解现代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 

8．19世纪以来的世界文学艺术 

（1）了解19世纪以来文学的主要成就，认识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影响。 

（2）了解19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美术作品，了解这些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艺术价值。 

（3）了解19世纪以来有代表性的音乐作品，理解这些音乐作品的时代性、多样性和民

族性。 

（4）了解影视艺术产生与发展的历程，认识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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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典型试题 

样题 

 

（一）单项选择题 

1．秦统一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的最高长官为郡守，县的最高长官为县令，均由

中央直接任免。这反映出秦朝推行的是 

 A．世卿世禄制度 B．三公九卿制度 

 C．中央集权制度 D．地方监察制度 

2．据宋代《东京梦华录》记载，“至朱雀门街西过桥，即投西大街……街北薛家分茶、羊

饭、熟羊肉铺……馀皆羹店、分茶、酒店、香药铺、居民。”由此可知宋代 

  A．政府重视城市商业发展 B．城市布局打破坊市界限 

 C．商业活动突破时间限制 D．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 

3．1906 年初，杨沧白与朱之洪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1911 年 11 月，重庆

爆发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在重庆的统治。据此可知 

 A．重庆成立了同盟会最早的支部 B．重庆的革命是辛亥革命的一部分 

 C．重庆的革命先于武昌取得成功 D．清王朝的统治已经彻底被推翻 

4．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中央向国民政府重申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

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总目标下，取消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措施，撤销苏维埃政

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这一声明 

 A．表明了国共两党合作的诚意 B．推动了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  

 C．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 D．标志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5．表一为 1978～2000 年我国政府统一定价的产品在各类产品销售总额中的占比变化表。

其变化趋势反映出 

年份 农副产品销售总额占比 社会零售商品总额占比 生产资料销售总额占比 

1978 92.7% 97.0% 100.0% 

1984 40.0% 50.0% 60.0% 

1992 12.5% 5.9% 18.7% 

2000 4.7% 3.2% 8.4% 

表一 

 A．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 B．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 

 C．国有企业改革成就突出 D．对外开放的新格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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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薄伽丘在《十日谈》中塑造了工商业者、农民、诗人、国王、贵族、僧侣等形形色色的

人物形象，他热情赞扬了工商业者和下层人民的聪明、勇敢和机智，主张“幸福在人

间”。这说明薄伽丘 

 A．具有浓厚的人文主义思想 B．主张维护天主教会统治 

 C．提倡用理性精神反对权威 D．认为信仰上帝即可得救 

7．1973 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欧共体九国外长会议发表完全与美国政策相悖的联

合声明。这反映出当时 

 A．两极格局最终瓦解 B．美欧关系发生根本性转变 

 C．北约国家关系破裂 D．欧洲的外交独立趋向明显 

      

（二）非选择题 

1．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管子•治国》中说：“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 

孔子提出：“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孟子总结了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失其民心。 

宋代朱熹说：“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 

材料二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也有其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比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为

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的。再如，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并不尊重人民群众的个体价值与

权利，不可能赋予人民政治权利。 

（材料一、二均摘编自张弓《民本思想促进中华文明发展》）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主要观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局限性。 

（3）综合上述材料，你能得出什么启示？  

2．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图一 瓦特改良的蒸汽机                                     图二 18 世纪英国纺织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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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  中建广厦，设立厂房，置机两座，左右夹室，咸置小轮，巨机上架横梁，

下置轮盘，绕以皮条，联于通力轮轴……大轮旋转，拽动皮条，力布四方，小轮俱

转，凡锯木、截铁、磨凿之类，无不赖焉。 

——摘编自毛祥麟《上海机器局》 

（注：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上海机器局） 

 

（1）材料一反映了英国历史上的哪一重大历史事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图一与图二

之间的内在联系。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上海机器局采用的新生产方式。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种新生

产方式的出现对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 

（3）上述材料反映了近代以来怎样的历史发展趋势？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C  2．B  3．B  4．C  5．B   

6．A  7．D   

（二）非选择题 

1．（1）治理国家，首先要富民；敬畏民众；为政者应得民心；体恤爱护民众。 

（2）为了巩固封建专制统治而提出的；并不尊重个体价值与权利，没有赋予人民

政治权利。 

（3）略。 

2．（1）工业革命。蒸汽机的改良解决了纺织业生产中的动力问题，提高了生产效 

率，推动了机器化大生产的纺织工厂建立。 

（2）机器生产。推动了洋务运动的发展；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加

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3）工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