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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热点】

1.2020 年 9 月 28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分别同古巴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劳尔·卡斯特罗、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

尔互致贺电，热烈庆祝两国建交 60 周年。习近平在致劳尔·卡斯特罗的贺

电中指出，古巴是首个同新中国建交的拉美国家。

2.2020 年 9 月 24 日，诺贝尔基金会发布公告说，今年每项诺贝尔奖

的奖金都将增加 100 万瑞典克朗（1美元约合 9瑞典克朗），达到 1000 万

瑞典克朗。

3.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

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各国要践行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理念，加强团结、同舟共济。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合作共赢

理念，相互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模式，秉持开放包容理念，坚

定不移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推动疫情后世界经济“绿色复苏”，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

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4.2020 年 9 月 20 日，第十一届中国统计开放日活动暨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宣传月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今年开放日的主题是“大国点名，没

你不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将于 11 月 1 日开启现场登记。

5.2020 年 9 月 16 日，是第二十六个国际保护臭氧层日，也是《保护

臭氧层维也纳公约》缔结 35 周年。

6.2020年 9月 16日下午，日本召开特别国会，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先后

在众议院和参议院全体会议被指名日本首相，正式出任日本第 99代首相。

7.2020 年 9 月 15 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新时

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首次把“信任”纳入民营经济统战工作方

针并摆在首位，形成了“信任、团结、服务、引导、教育”的十字方针。

8.2020 年 9 月 15 日 9时 23 分，我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海射运

载火箭，采取“一箭九星”方式将“吉林一号”高分 03--1 组卫星送入预

定轨道，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让学习更快乐 让考试更简单

2

9.2020 年 9 月 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座谈会，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国家主

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的壮阔进程中孕育出伟

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

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

拔的必胜信念。

10.2020 年 8 月 25日电，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改革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意见》，提出用 2 年左右时间，健全分

层分类、城乡统筹的中国特色社会救助体系，在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上

取得明显成效。提出构建综合救助格局，以增强社会救助及时性、有效性

为目标，加快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制度健全、政策衔接、兜底有力

的综合救助格局。

11.2020 年 8 月 16 日电，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消息，由军事科学院军

事医学研究院陈薇院士团队及康希诺生物联合申报的新冠疫苗专利申请，

近日已被授予专利权，这是我国首个新冠疫苗专利。国家知识产权局的授

予发明专利权通知书上，该项专利名称是“一种以人复制缺陷腺病毒为载

体的重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

12.2020年 8月 1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钟南山“共和

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女）“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13.2020 年 7 月 21日电，近日，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 2021

年起，将每年 1 月 10 日设立为“中国人民警察节”。

14.2020 年 6 月 23日 9时 43 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

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暨北斗三号最后

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至此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计划提

前半年全面完成。

15.2020年 5月 28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自 2021年 1 月 1日起施行。这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

名的法律，开启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民法典共7编、1260条，依次

为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侵权责任编

以及附则。在民法典中，“平等”与“保护”是贯穿始终的立法精神。

16.新基建：是指新型基础设施，主要包括5G基站建设、大数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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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新基建能够驱动产业变革，释放效率红

利，实现企业的提质增效，创新商业模式。

17.四心：必胜之心、责任之心、仁爱之心、谨慎之心。

【综基高频考点】

☆政治

1.实践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意识的本质是人

脑对客观存在的主观反映。

2.量变和质变，是事物变化发展的两种基本状态。量变是质变的必要

准备，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

3.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1）实践决定认识。实践是认识的来源；

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实践是认识

的最终目的和归宿。（2）认识反作用于实践。

4.真理是客观事物及其规律在人的意识中的正确反映。凡是真理都具

有客观性，客观性是真理的本质特征。真理的内容是客观的，其形式是主

观的。

5.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并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具

有相对独立性。

6.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的五种职能：价

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7.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若其

他因素不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时间成正比，与

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社会劳动生产率

提高，商品数量增加，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减少。

☆法律

1.宪法的修改，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或者五分之一以上的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提议，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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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上的多数通过。

2.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为具有民事权

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3.一般权利主体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三

年。

4.民法基本原则：（1）平等原则；（2）自愿原则；（3）公平原则；

（4）诚信原则；（5）守法与公序良俗原则；（6）绿色原则。

5.遗产继承的方式有四种：（1）遗赠；（2）遗赠扶养协议；（3）法

定继承；（4）遗嘱继承。其中，遗赠扶养协议的效力最高，其次是遗嘱继

承和遗赠，效力最低的是法定继承。

6.行政处罚的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

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

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7）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

7.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1）限制公民人身自由；（2）查封场所、

设施或者财物；（3）扣押财物；（4）冻结存款、汇款；（5）其他行政强

制措施。

8.主刑和附加刑：（1）主刑：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

刑。（2）附加刑：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附加刑也可以独立适

用。

9.八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成年人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十六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以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

来源的，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10.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根据，致他人遭受损失而自己获得利益。

11.无因管理：是指没有法定的或者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遭受

损失而进行管理的行为。

12.犯罪形态包括犯罪既遂、犯罪预备、犯罪未遂和犯罪中止。

（1）犯罪既遂是犯罪的完成形态，是指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已经具备

了某一种犯罪的全部构成要件。（2）犯罪预备是指做实施犯罪前的准备工

作，包括准备犯罪工具、制造犯罪条件等。（3）犯罪未遂是指已经着手实

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犯罪形态。（4）犯罪中

止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过程中，自动放弃犯罪或者自动有效地防止犯罪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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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发生的形态。

13.盗窃罪、抢夺罪和抢劫罪

（1）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

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公私财物的行为。

（2）抢夺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乘人不备，公开夺取数额较大

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

（3）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

强行劫取公私财物的行为。

☆经济

1.货币的本质是固定地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货币的五种职能：价

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支付手段、世界货币。

2.商品的价值量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若其

他因素不变，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时间成正比，与

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在同一劳动时间内社会劳动生产率

提高，商品数量增加，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减少。

3.市场经济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弊端。

自发性：在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下，由于对更高利润的追逐，导致哪

里有更高利润的市场机会，各种市场资源便会自发地在哪里增加。

盲目性：市场主体不可能掌握市场各方面的信息，无法控制经济变化

趋势，导致市场中的每个生产经营者对于市场前景并不能从宏观层面进行

准确的把握，也无法控制经济变化的趋势，因此所有生产经营者的决策都

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

滞后性：对个体的经营者而言，合理的决策在宏观层面上有可能已经

滞后。市场调节是一种事后调节，从价格形成、价格信号传递到商品生产

的调整有一定的时间差。

4.市场机制包括价格机制、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市场机

制的核心是价格机制，而价格在市场中最主要的功能是信号诱导功能和利

益调节功能。

5.国内生产总值（GDP）：指在一定时期内（通常为 1年）一国国内所

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及劳务的市场价值总和。国内生产总值是国民经济核

算中最核心的一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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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国民生产总值（GNP）：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本国生

产要素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商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

7.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指标。它是在 0 和 1之间的比

例数值，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

析指标。基尼系数的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

8.恩格尔系数是食品支出总额占个人消费支出总额的比重，可衡量一

个国家和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的状况。一个家庭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用来

购买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

9.价格因素对消费者需求量影响最大。除价格因素外，还取决于：（1）

消费者偏好；（2）替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3）互补品的价格和数量；

（4）消费者收入；（5）消费者对未来价格的预期。

10.财政政策主要包括税收、预算、国债、购买性支出和财政转移支付

等手段。（1）扩张性财政政策（积极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来增

加和刺激总需求。主要措施有：增加国债、降低税率、提高政府购买和转

移支付。（2）紧缩性财政政策（适度从紧财政政策）指通过财政分配活动

来减少和抑制总需求，乃至消除需求膨胀的效应。主要措施有：减少国债、

提高税率、减少政府购买和转移支付。

11.调节总需求的货币政策主要有法定准备金率、公开市场业务、贴现

政策三种。（1）积极货币政策（通货紧缩时采用）是通过提高货币供应增

长速度来刺激总需求，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更为容易，利息率会降低。

（2）消极货币政策（通货膨胀时采用）是通过削减货币供应的增长率来降

低总需求水平，在这种政策下，取得信贷较为困难，利息率也随之提高。

12.宏观调控目标：

（1）促进经济增长；促进经济增长是宏观调控最重要的目标；（2）

增加就业；（3）稳定物价；（4）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人文历史

【《诗经》】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

的一个光辉起点。《诗经》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划分为风、雅、颂三类。

《诗经》里大量运用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春秋三传】注释《春秋》的《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三部

书的合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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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六经”在

“五经”后增加《乐经》。

【《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是“二十四史”的第一部，开

创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种体例，被誉为“实录”“信史”，作者

为司马迁。

【汉赋】汉初骚体赋最为流行，后世各代皆有创作。代表作家贾谊，

其主要作品有《吊屈原赋》和《鵩鸟赋》。“汉赋四大家”指司马相如、

扬雄、班固、张衡。

【“三曹”】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曹操著有《观沧海》《蒿

里行》等；曹丕著有《典论》及诗歌《燕歌行》等；曹植著有《名都篇》

《白马篇》《洛神赋》等。

【“建安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

【初唐四杰】中国唐代初期四位文学家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简称“王杨卢骆”。其中王勃在“四杰”中成就最高，代表作《滕王阁序》，

名句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王维】唐代诗人兼画家，与孟浩然同为盛唐山水田园派代表，主要

作品为《送元二使安西》（又名《渭城曲》），苏轼赞其作品“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

【最高成就诗人】“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韩愈称赞说：“李

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白居易】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唐代三大诗人之一，与元

稹合称“元白”。他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

【元曲四大家】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关汉卿】元杂剧的奠基人和前期剧坛领袖，主要作品为《窦娥冤》《救

风尘》《单刀会》等。

【马致远】主要作品为杂剧《汉宫秋》、散曲《天净沙·秋思》等。

【王实甫】元杂剧作家，主要作品为《西厢记》。

【明代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

【明清四大古典小说】明代吴承恩的《西游记》、罗贯中的《三国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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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施耐庵的《水浒传》以及清代曹雪芹的《红楼梦》。

【晚清四大谴责小说】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指李宝嘉（李伯

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三教九流】“三教”指儒教、道教、佛教；“九流”指先秦的九个

学术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

家。

【三大国粹】京剧、国画和中医。

【伯仲叔季】兄弟行辈中长幼排行的次序。伯（孟）是老大，仲是老

二，叔是老三，季是老四或最小的。古代贵族男子的字前常加伯（孟）、

仲、叔、季表示排行，字的后面加“父”或“甫”字表示男性，构成男子

字的全称，如伯禽父、仲尼父、叔兴父等。

【三纲五常】我国封建时代所提倡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规范。“三纲”

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指仁、义、礼、智、信。

【五行】金、木、水、火、土。

【五音】宫、商、角、徵、羽。

【八卦】乾、坤、震、巽、坎、离、艮、兑。

【造纸术】发明于西汉前期。东汉元兴元年（公元 105 年），蔡伦改

进造纸术，造蔡侯纸。

【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发明于隋唐，868 年印刷的《金刚经》是世界

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北宋时期，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指南针】前身是“司南”，发明于战国时期。北宋时指南针用于航

海事业。

【火药】发明于唐朝中期，唐末开始用于军事。南宋时制造出世界上

最早的管形火器“突火枪”。

☆国情

【四大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云贵高原。

【四大盆地】塔里木盆地，面积最大；准噶尔盆地，纬度最高；柴达

木盆地，海拔最高；四川盆地，土壤肥沃，其中成都平原被称为“天府之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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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平原】东北平原(松辽平原)、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

【三大丘陵】东丘陵、山东丘陵、东南丘陵。

【四大河流】长江、黄河、黑龙江、珠江。

【五大淡水湖】鄱阳湖(江西)、洞庭湖(湖南)、太湖(江苏)、洪泽湖(江

苏)、巢湖(安徽)，其中，鄱阳湖是我国面积最大的淡水湖。

【四大海域】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周边国家】陆地跟中国接壤的有 14 个国家。分别是朝鲜、蒙古、俄

罗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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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资源】我国耕地面积居世界第三位。平均耕地占有量仅为世界

平均水平的 1/3 左右。特点是山地多、平地少，耕地比重小；土地资源总

量大、人均量少；土地资源分布不均衡。土地生产力地区差异大；耕地后

备资源枯竭，难利用的土地多。

【水资源】我国水资源总量共 5 万亿立方米，其中可利用的水资源为

2.8 万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 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美

国、印度尼西亚，居世界第六位。

【矿产资源】特点：矿种及探明储量多，人均占有量较低；伴生、共

生矿产及复杂的综合矿多，综合利用率较低；贫矿多、富矿少。我国是名

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稀土资源国，已探明的稀土资源量约 6588 万吨。我国

矿产资源的储量和产量居第一位的是煤，其次为石油、天然气。

☆浙江省情

【岛屿】浙江面积大于 500 平方米的海岛有 2878 个，大于 10 平方公

里的海岛有 26 个，是全国岛屿最多的省份，其中面积 502.65 平方公里的

舟山岛为中国第四大岛。

【十大森林公园】千岛湖、玉苍山、雁荡山、大奇山国家森林公园、

钱江源国家森林公园、双龙洞国家森林公园、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竹乡

国家森林公园、天童国家森林公园、铜铃山国家森林公园。

【三大地质公园】临海国家地质公园、雁荡山世界地质公园、常山国

家地质公园。

【越窑青瓷】中国青瓷的发祥地之一。素有“南青北白”之说，釉色

达到了“类冰似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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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以非金属矿产为主。石煤、明矾石、叶蜡石、水泥用凝

灰岩、建筑用凝灰岩等储量居全国首位，萤石居全国第 2位。

【气候】浙江位于我国东部沿海，处于欧亚大陆与西北太平洋的过渡

地带，该地带属典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受东亚季风影响，浙江冬夏盛

行风向有显著变化，降水有明显的季节变化。由于浙江位于中、低纬度的

沿海过渡地带，加之地形起伏较大，同时受西风带和东风带天气系统的双

重影响，各种气象灾害频繁发生，是我国受台风、暴雨、干旱、寒潮、大

风、冰雹、冻害、龙卷风等灾害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浙江气候总的特

点是：季风显著，四季分明，年气温适中，光照较多，雨量丰沛，空气湿

润，雨热季节变化同步，气候资源配置多样，气象灾害繁多。浙江年平均

气温 15～18℃，极端最高气温 33～43℃，极端最低气温-2.2～-17.4℃；

全省年平均雨量 980～2000 毫米，年平均日照时数 1710～2100 小时。

【地形】浙江地形复杂，境内地形起伏较大，西南、西北部地区群山

峻岭，中部、东南地区以丘陵和盆地为主，东北地区地势较低，以平原为

主。全省大陆面积中，山地丘陵占 74.63%，平原和盆地占 20.32%，河流和

湖泊占 5.05%，耕地面积仅 208.17 万公顷，故有“七山一水两分田”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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