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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制度：分封制与宗法制；

（2）特点：周王是天下共主，地方建立诸侯国(分封制)；依据血缘的亲疏，血缘纽带与

政治关系相结合，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

（3）关系：分封制是宗法制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体现，宗法制有利于巩固分封制形成的

统治秩序。

考点 2：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背景：经济上井田制崩溃；政治上周王室衰微，诸侯崛起；阶级关系上“士”的

活跃；教育上学术下移；

（2）主要学派：道家——无为而治；墨家——兼爱、非攻；法家——以法治国；儒家：

孔子、孟子、荀子；

（3）影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奠定了传统文化体系的基础。

考点 3：秦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内容：皇帝制度；三公九卿制度；郡县制度；

（2）特点：皇权至高无上；三公九卿既相互配合又牵制；形成了一整套地方官僚体系；

（3）作用：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础。

考点 4：汉到元政治制度的演变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中央制度：汉代中外朝；隋唐三省六部制；宋代“二府三司”；

（2）地方制度：汉初郡国并行制、刺史制度；唐代节度使；宋代文臣做地方官；元朝

行省制；

（3）两个趋向：皇权不断加强，相权逐步衰弱；地方势力被削弱，中央集权进一步加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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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5：汉代儒学成为正统思想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汉朝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的原因：汉武帝肯定新儒学(董仲舒)的思想；起用很多儒家学者

参与国家大政；兴办太学，初步建立地方教育系统，以“五经”为教科书。

考点 6：宋明理学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和道教的盛行和传播，儒学面临严峻的挑战；隋唐时

期，儒学家提出了“三教合归儒”的主张；

（2）理学、心学追求的“理”即儒学倡导的忠孝节义、三纲五常观念，实质是维护封

建等级秩序；

（3）宋代儒学更加重视《论语》《孟子》，重视思辨，强调个人的修养和完善。

考点 7：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举措：明朝废除丞相，设置内阁；清朝设置军机处；

（2）结果：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

考点 8：明清之际的儒学思想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李贽的“离经叛道”是商品经济发展与程朱理学丧失活力的结果；

（2）明末清初三大进步思想家挑战正统、提倡个性、批判专制、否定君权等主张，成

为近代进步思想的先声，但没有从根本上动摇儒学在传统文化中的主导地位；

（3）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的主要特点：反传统、反教条；反君主专制；带有一定的民

主色彩；反映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要求。

考点 9：古代中国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和土地制度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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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营模式：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生活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男

耕女织，自给自足；

（2）耕作方式：刀耕火种——铁犁牛耕(主要方式)；

（3）土地制度：原始社会土地公有制——井田制(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制

(国有制、地主土地所有制、自耕农小土地所有制)；

（4）生产技术：精耕细作；

（5）地位：立国之本；在封建经济中始终占主导地位，是封建社会统治的基础，它的

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政权的兴衰。

考点 10：手工业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经营形态：官营手工业、私营手工业、家庭手工业；

（2）主要行业：冶金、陶瓷、纺织等；

（3）特征：规模巨大，分工细密；技术先进，工艺精湛；素称发达，世界领先；历史

悠久，影响深远。

考点 11：商业的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商业的发展

（1）政策：重农抑商、闭关锁国；

（2）发展历程：商朝人善于经商(“商人”一词由此而来)——春秋战国(官府垄断局面

被打破，商品市场和大商人出现)——秦汉隋唐(重农抑商政策；坊市严格分开，对外贸易发

展)——宋元(商业经济繁荣；坊市界限打破；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明清(城镇商业发

展；出现商帮；闭关锁国)；

（3）特点：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不平衡性；商人社会地位低，商业发展艰难曲折；受

制于农业的发展；政府对商业的控制逐渐减弱。

考点 12：经济政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时间：“重农抑商”政策从战国商鞅变法开始，贯穿整个封建社会；

（2）目的：维护封建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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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源：自然经济的自给自足。

考点 13：古代中国的选官用人制度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考点 14：古代中国的科技成就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成就：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及数学、天文、医学、农学等；

（2）特点：重视经验总结，忽视理论概括；适应农耕经济发展的需要，天文历法、数

学、农学和医学等传统科技长期受到政府的重视，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没

有孕育出近代科学。

考点 15：1840 年至 1900 年间的列强侵略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

【考查内容】

（1）四次战争：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2）五大条约：《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

（3）两个阶段：商品输出阶段、资本输出阶段(以 1895 年《马关条约》为界)；

（4）结果：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5）影响：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造成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

的发展；客观上加速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促使中国由农耕文明时代向工业文明时代过渡。

考点 16：太平天国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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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背景：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沉重的剥削，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外国资本主义的侵

略，给中国人民带来新的灾难；自然灾害严重；

（2）失败原因：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是其失败根本原因；战略失误，偏师北伐是其

失败又一主观因素；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是其失败的重要客观原因；

（3）作用：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势力，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化。

考点 17：洋务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背景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面临内忧外患的窘境。

（2）主要活动(19 世纪 60～90 年代)

类别 旗号 表现

军事工业 “自强”
安庆内军械所(曾国藩)、江南制造总局(李鸿章)、福州船政局(左宗棠)、

天津机器制造局(崇厚)

民用工业 “求富” 上海轮船招商局和开平煤矿(李鸿章)、汉阳铁厂和湖北织布局(张之洞)

筹划海防 “自强” 初步建成北洋、南洋和福建三支海军

培养人才 “自强” 创办新式学堂；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

（3）结果：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破产。

（4）影响：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侵略起到了一定的抵制作

用，对本国封建经济起到了一定的瓦解作用。

考点 18：辛亥革命

【考查题型】单选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性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2）指导思想：三民主义；

（3）五个第一：兴中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是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

党；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

产阶级民主宪法；辛亥革命完成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次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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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19：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衰败，标志着自然经济开始解体；第二次鸦

片战争以后，列强强迫清政府增开了更多的通商口岸，同时又获得了内河航运和内地通商等

特权，急剧增加了商品输出，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2）近代民族工业兴起的背景及特点

①背景：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自然经济的逐渐解体(根本原因)；外商在通商口岸创办企

业的刺激；洋务运动引进西方生产技术的诱导；

②特点：民族工业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内地很少，绝大部分是轻工业，重工业很

少；

（3）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三大因素；

民族独立是实现近代化的必要前提。

考点 20：从“开眼看世界”到维新思想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的有识之士开始“开眼看世界”，萌发了向西方学习的思

想；

（2）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清政府内部以曾国藩、李鸿章和

张之洞为首的洋务派，开展了洋务运动；

（3）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逐渐产生了早期维新思想；主张政治上开国会、设议院；

经济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商战；

（4）19 世纪九十年代，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大

力宣传维新思想，并实行戊戌变法。

考点 21：新文化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青年杂志》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

要阵地，民主与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内容；

（2）新文化运动动摇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五四爱国

运动的爆发奠定了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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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22：新民主主义革命(1919～1949 年)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五四运动

（1）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2）特点：彻底性和广泛的群众性；

（3）五四精神：爱国主义、民主和科学、思想解放；

（4）意义：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国民革命

（1）时间：1924～1927 年；

（2）性质：在革命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联合、社会各阶层广泛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

革命；

（3）指导思想：新三民主义；

（4）事件：国共合作、北伐战争；

（5）结果：基本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奠定了革命发展的基础。

国共十年对峙时期

（1）时间：1927～1937 年；

（2）事件：“工农武装割据”；红军长征；遵义会议；

（3）结果：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领导集体；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国共关系与解放战争

（1）时间：1945～1949 年；

（2）两种命运：和平与内战、民主与独裁；

（3）两个回合：重庆谈判、政协会议，中共为争取和平民主而斗争；

（4）主要战役：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大战役；渡江战役；

（5）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七届二中全会)。

考点 23：抗日战争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时间：1937～1945 年；

（2）两个战场：国民党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3）三个阶段：防御、相持、反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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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四个特点：以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既是反法西斯

战争，又是民族解放战争；两个战场并存；中共在后期起中流砥柱作用。

考点 24：新中国政治建设的曲折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两种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2）两个机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3）两部宪法：《共同纲领》和 1954 年宪法；

（4）三大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

自治制。

考点 25：新中国的外交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从本质上看都是国内政策的延伸，它主要受三个因素

的制约：国家利益、国家实力和国际环境；

（2）“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三者各有侧重，“另起炉灶”

解决的是对外战略问题，“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解决的是对外交往中的战术

问题；

（3）“求同存异”就是要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差异，为了共同的利益加强团结

与合作；

（4）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突出说明长期以来美国实行孤立中国政策的破产，

是中国外交的重大胜利，也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考点 26：20世纪以来的重大思想理论成果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三民主义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临时约法》体现了三权分立思想，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新三民主义发展了旧三民主义，成为国共两党合作

的政治基础；

（2）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并创造性地发展了

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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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成果。

考点 27：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

实践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过渡时期

（1）三项举措：过渡时期总路线；“一五”计划；三大改造；

（2）一个创举：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赎买政策；

（3）两个特点：优先发展重工业；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和改造(变革生产关系)并

举。

曲折发展

（1）一条主线：社会主义建设在探索中曲折前进；

（2）三个“一”：①一个转变：工作重心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阶级斗争

为纲”；②一个错误：“左”倾错误恶性发展；③一场浩劫：“文化大革命”；

（3）四个经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遵循客观规律；生产关系变革必须与生产力发展

水平相适应；不照搬外国经验。

考点 28：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五个转变：

（1）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2）单一公有制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

（3）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4）从优先发展重工业到国民经济协调稳定的发展；

（5）从学习苏联模式到开辟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考点 29：雅典民主政治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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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成和发展：梭伦改革引上民主的轨道——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民主制度——伯

利克里时期发展到顶峰；

（2）基本特点：人民主权和轮流执政；人民主权指主权属于人民，主要表现为公民大

会、五百人议事会、陪审法庭(民众法庭)等机构；“轮流执政”指管理形式，主要表现为选

举制、任期制等民主运作方式；

（3）实质：奴隶主阶级的民主政治。

考点 30：罗马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核心内容：维护奴隶制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2）两个标志：《十二铜表法》标志着罗马成文法诞生；《查士丁尼民法大权》标志

着罗马体系最终完成；

（3）三个阶段：从习惯法到成文法；从公民法到万民法；从零散到形成完整体系。

考点 31：英国君主立宪制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689 年《权利法案》颁布；

（2）含义：君主权力受到宪法的制约，议会掌握国家实权；

（3）发展：内阁制度形成、两党制出现、1832 年议会改革。

考点 32：美国共和制的确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787 年宪法；

（2）理论依据：启蒙思想；

（3）三大原则：联邦制原则；分权制衡原则；民主原则；

（4）三大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

（5）意义：在一个大国创立了共和制度，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

考点 33：法国总统共和制的确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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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立标志：1875 年宪法；

（2）一项制度：共和制度；

（3）两大权力：行政权和立法权；

（4）运作方式：总统、议会。

考点 34：德意志君主立宪制的确立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确立标志：1871 年《德意志帝国宪法》；

（2）内容：宪法确定帝国为联邦制国家，确定了君主立宪政体；

（3）权力中心：皇帝和宰相；

（4）特点：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是一种不彻底的和不完善的代议制。

考点 35：《共产党宣言》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标志：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纲领，1848 年《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诞

生；

（2）内容：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阐明了社会发展的

客观规律，进一步提示了无产阶级历史使命，即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政

权；

（3）意义：无产阶级进行斗争有了科学理论指导，社会主义更加蓬勃发展起来。

考点 36：西方人文精神的起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智者学派：①条件：民主政治发展；②代表人物及主张：普罗泰格拉——人是万

物的尺度；③评价：树立了人的尊严和权威，体现了希腊文化的人文主义本质；

（2）苏格拉底：①主张：“有思想力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提出“美德即知识”的思

想；②评价：他崇尚知识和自由探索的理性精神对后世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考点 37：文艺复兴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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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质：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

（2）核心：人文主义，主张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

（3）影响：解放了思想，天主教的权威受到挑战；推动了文学、 艺术和科学的发展，

为资本主义发展解除了精神枷锁。

考点 38：启蒙运动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性质：资产阶级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

（2）核心：理性主义；

（3）内容：民主、科学、自由、平等；

（4）代表人物：伏尔泰——提倡天赋人权，反对君主专制，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孟德斯鸠——提出三权分立学说；

卢梭——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说；

（5）作用：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击了欧洲封建专制统治；为法国大革命作了

理论准备；鼓舞了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斗争；成为人们追求解放的思想武器。

考点 39：新航路的开辟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原因：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人们对黄金、香料的强烈渴望；

《马可·波罗行纪》的影响；商业危机；传播宗教；人文精神的鼓舞；

（2）条件：葡、西王室的支持；航海、造船技术的发展；地理知识增加；

（3）影响：引发早期欧洲殖民扩张活动；世界市场开始形成，人类由相对分散孤立的

状态逐渐走向一个整体；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发展。

考点 40：殖民扩张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主要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

（2）主要方式：海外贸易、海盗式掠夺、欺诈性贸易和贩卖黑奴；

（3）影响：对西欧：提供了原始资本积累，促进了资本主义发展和技术革命的到来；

对落后地区：带来灾难，经济停滞，与西欧的差距逐渐拉大；对世界：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进

一步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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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41：工业革命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18 世纪中期的英国具备了资本主义经济腾飞的三个基本条件：自由劳动力、资本

积累和市场的开拓、资产阶级代议制的确立；

（2）工业革命中的发明是生产技术革新的需要；第二次工业革命则是科学技术研究取

得突出成就，转化为生产力的结果；

（3）从文明史观角度看，工业革命是人类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转折点。

考点 42：俄国十月革命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一个人物：列宁；

（2）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

（3）三大文件：《四月提纲》《和平法令》《土地法令》；

（4）四个事件：二月革命、“七月事件”、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

第二次代表大会。

考点 43：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向社会主义过渡方式：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直接过渡)；新经济政策(间接过渡)；

（2）内容变化：余粮收集制―→固定粮食税；企业国有化―→允许本国和外国资本家

经营除关乎国计民生外的企业；取消自由贸易―→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实物配给

制―→按劳分配；

（3）结果：使俄国找到一条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考点 44：1929～1933 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原因：直接原因：生产和消费的矛盾；根本原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2）特点：范围广、时间长、破坏性强；

（3）影响：加深了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危机，加剧了世界局势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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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 45：罗斯福新政

【考查题型】单选题、简答题、材料题

【考查内容】

（1）实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

（2）三项内容：救济、复兴和改革；

（3）四项措施：整顿银行与金融业；复兴工业；调整农业政策；实施救济和举办公共

工程；

（4）意义：美国逐步走出经济危机；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

考点 46：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调整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表现：国家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福利国家出现；产业结构调整，第三产业发展；

（2）实质：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

（3）评价：资本主义发展在五六十年代出现“黄金时代”，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经济

危机；七十年代出现“滞胀”局面。

考点 47：美苏两极格局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两个原因：直接原因——美苏战时同盟关系破裂，双方争霸、扩张产生矛盾；根

本原因——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

（2）三个对峙：政治上，“杜鲁门主义”与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经济上，“马

歇尔计划”与“经互会”；军事上，北约与华约；

（3）四个过程：雅尔塔体系——奠定基础；两大阵营出现——初步形成；“杜鲁门主

义”出台——“冷战”正式开始；北约和华约建立——两极格局正式形成；

（4）影响：造成西欧依赖美国、东欧依赖苏联的局面；造成部分国家分裂(德国和朝鲜)；

导致国际局势紧张(越南战争、古巴导弹危机)。

考点 48：多极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一大趋势：多极化趋势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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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两极格局：美苏两极格局受到冲击；

（3）三大力量：西方(西欧、日本)、中国、不结盟运动的兴起与壮大。

考点 49：两极格局的瓦解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标志：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2）多极化趋势表现：欧洲进一步走向联合，欧盟成立及扩大；日本加快谋求政治大

国地位；俄罗斯的军事力量可与美国抗衡；中国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提高；

（3）影响：有利于抑制和削弱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

新秩序，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考点 50：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基础：二战后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

（2）构成：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的签订；

（3）三大支柱：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关贸总协定；

（4）作用：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使世界经济朝着体系化和制度化方向发展。

考点 51：世界经济区域集团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原因：生产力的发展，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和国际竞争的加剧；

（2）三大区域集团：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3）1993 年欧洲联盟成立；1999 年 1 月，欧元正式诞生；

（4）北美自由贸易区是美、加、墨三国在 1994 年成立的；

（5）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立于 1989 年，地跨亚洲、大洋洲、北美洲和南美洲四大洲。

考点 52：经济全球化

【考查题型】单选题

【考查内容】

（1）宗旨：促进各国市场开放，调节贸易纠纷，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其决

策采取“完全协商一致”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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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本规则：多边贸易规则——非歧视原则、透明度原则、自由贸易原则和公平竞

争原则；

（3）中国是关贸总协定的创始成员之一，2001 年 12 月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