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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人教版）必修一、二、三知识总结 

  必修一 

  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 

  第一课考点 

  重点：西周的宗法制与分封制 

  1、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我国的早期国家政治制度始于：夏 

  2、王位世袭制的确立，是我国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 

  3、分封制 

  特点：周天子是诸侯的共同主子，诸侯是周王的臣属。 

  意义：加强统治，巩固王权 

  4、西周宗法制最大特点是：嫡长子继承制; 

  影响：保证贵族的垄断地位，有利于统治集团内部的稳定与团结。 

  5、西周的宗法制是与分封制互为表里的具有政治性质的制度。 

  6、王位世袭制、宗法制和分封制一起，构成了夏商周时期的政治制度的主体，对中国

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课考点 

  重点：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难点：秦朝创建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和影响 

  1、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2、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 

  (1)皇帝制度：①“皇帝”称号的由来 ②皇帝制度：皇帝独尊、皇权至上、皇位世袭 ③

皇帝制度的核心内容：皇权至上、皇帝独裁 

  (2)中央政府的三公九卿制和地方推行郡县制 

  ①秦朝中央官僚机构的特点： 

  第一、它是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行政体制 

  第二、充分体现出“家天下”的特点。(封建时代的统治特点——国与家同治) 

  ②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是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性变革。 

  郡是秦朝中央政府辖下的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单位。 

  3、巩固统一的措施：①颁布秦律②统一度量衡、货币和车轨③统一文字 

  4、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影响： 

  (1)对秦朝的影响：①有利于封建经济文化的发展; ②初步奠定祖国疆域，巩固国家的统

一 ③形成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 ④建立了地主阶级对广大人民的专制统治，秦朝的

暴政造成人民处境的恶化。 

  (2)对后世的影响： 

秦朝建立的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的政治制度具有很大的开创性，它奠定了中国两千多年封

建政治制度的基本格局，为历代封建王朝所沿用，且不断加强与完善。 

 

  第三课考点 

  重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1、两汉时期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汉承秦制 “中朝”和“外朝” 

  2、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 逐步形成三省六部制 

  3、我国古代三省六部制的完善是在：隋唐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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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宋朝的政治制度特点：不断削弱和分割宰相的职权，进一步加强皇权。 

  5、宋朝的“二府”：中书门下是最高行政机构;枢密院是最高军政机构。 

  参知政事——副相，分割宰相行政权 

  三司使——管理财政，分割宰相的财权 

  6、元朝的中央政治制度的特点：综合汉蒙政治制度，加强皇权有新发展 

  中书省——最高行政机构 

  枢密院——最高军事机关 

  元朝时统领宗教事务和管辖西藏地区的机构是：宣政院; 

  7、中国省制的开端是：元朝时的行省制度; 

  元朝行省制度的创立是地方行政制度重大变革。 

  郡县制(秦朝)——郡国并行制与州郡县三级制(汉)——州县两级制(隋——宋)——行省

制度 

  8、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主要特点：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是它的发展轨迹。 

  (2)在中央政权中，相权不断削弱，君权不断加强。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中央严格

控制地方政权，不允许有独立的行政体系存在。 

(3)地方官吏必须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最后听命于中央。 

 

  第四课考点 

  重点：明清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1、中国宰相制度的废除是在：明太祖时; 

  解决了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君主专制强化 

  2、明朝废除宰相制度后，为了减轻皇帝工作压力增设了：内阁; 

  3、宰相制与内阁制的区别： 

  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其地位十分牢固。 

  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并无决策权。 

  4、区分明朝内阁制度与西方近代内阁制的本质不同： 

  内阁是皇权专制的产物，它维系了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了君主对全国有效的统治，进

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 

  西方近代内阁是政治民主监督机制，有助于防止专制独裁。 

  5、我国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到了顶峰的标志是：清朝雍正皇帝设立军机处 

  6、明清加强君主专制的影响： 

  积极作用：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巩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为康乾盛

世的出现提供政治保障。 

消极作用：严重地扼杀了社会的创造力，阻碍了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减缓了社会发展的

步伐，是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单元：列强侵略与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 

  第一课考点 

  重点：鸦片战争与中英《南京条约》;甲午中日战争与 《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战

争与《辛丑条约》 

  1、率先完成工业革命，成为资本主义强国的是：英国; 

  2、鸦片战争的原因：(根本原因、直接原因) 

  根本原因：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根本目的在于把中国变成其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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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意打开中国市场) 

  直接原因：林则徐的虎门销烟 

  3、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于：1840 年到 1842 年; 

  4、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中国人民自发反侵略典型事例是：三元里人民反侵略斗争; 

  5、近代中国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中英《南京条约》， 

  6、《南京条约》中“五口通商”“关税协定”等反映了英国发动侵华战争的根本目的。 

  7、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影响表现在三个变化： 

  (1)社会性质变化：由封建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矛盾开始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

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前者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 

  (3)革命性质变化：由农民革命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旧民主主义革命。 

  7、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 

  8、焚烧圆明园的事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1960 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时 

  9、中国社会性质的演变过程： 

  (1)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1856——1860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同样

条约，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加深。 

  (3)(1894——1895 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被迫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标志着外国对中

国的侵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程度大大加深。 

  (4)(1899——1900 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1901 年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辛丑条约》

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0、台湾问题整理：1895 年《马关条约》被日本割占，1945 年日本投降回归中国，1949

年蒋介石盘据台湾，1950 年美国侵朝战争把第七舰队开进中国台湾海峡，1979 年全国人大

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针，八十年代初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解决台湾问题。 

 

 

 

  第二课考点 

  重点：全民族的抗战 

  1、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始，是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开始。 

  2、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全民族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建立

是由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的，是符合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利益的。 

  3、抗日战争始终存在着两个战场和两条路线，即国民党领导的正面战场和片面抗战路

线;由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和全面抗战路线。 

  两个战场相互配合、相互支援。 

  4、国民党在抗战初期认真抗日先后组织了：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

战; 

  5、太原会战中的平型关大捷(1937 年 9 月 25 日)是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典型地说明了

国共两党军队的合作抗日。 

  6、日本侵略者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30 多万同胞被日本鬼子杀害。南京大屠杀是日军对中国军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史实确

凿，铁证如山。 

  7、1940 年百团大战是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一次大规模战役。 

  8、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 取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完全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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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全国人 民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9、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是全民族的抗战。 

10、全民族抗战的表现——国民党正面战场和中共敌后战场的配合抗日。 

 

  第三单元：近代中国的民主革命 

  第一课考点 

  重点：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发展、《天朝田亩制度》 

  难点：《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 

  太平天国运动的作用 

  1、太平天国运动：1851 年--1864 年; 

  2、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等创立的拜上帝教结合了：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思想、

农民平均主义; 

  3、1851 年，金田起义标志着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 

  4、永安建制(永安分封诸王)标志着太平天国初步建立政权。 

  5、1853 年定都天京，太平天国形成和清朝对峙的局面。 

  6、定都天京后，太平天国组织了北伐、西征、东征 

  7、太平天国革命纲领：早期有《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建国纲领，是几千年农民

反封建斗争的思想结晶;也是无法实行的空想;后期有《资政新编》是先进的中国人最早提出

的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 

  8、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标志的是：1864 年 7 月天京的陷落; 

  9、太平天国运动的性质：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

运动。 

  10、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几千年农民战争的最高峰;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是中国人向西

方学习资本主义的最早的探索;对后来的民主革命有重要影响。 

 

  第二课考点 

  重点：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评价辛亥革命 

  难点：三民主义、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局限性 

  1、上海和日本东京成为中国革命 知识分子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的中心。 

  2、第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团体——兴中会(1894 年)3、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4、中国同盟会(1905 年)：政治纲领：驱除达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成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 

  中国同盟会成立的历史意义：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新阶段; 

  中国同盟会的性质：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5、辛亥革命爆发的标志和时间：武昌起义(1911 年 10 月 10 日) 

  6、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7、中国第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宪法是：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确立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特别规定实行责任

内阁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进步意义。 

  8、辛亥革命的结局： 

  失败：(1)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世凯篡夺; 

  (2)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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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9、辛亥革命的性质：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0、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1)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的共和国。 

  (2)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3)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使民主共和深入人心。 

  (4)冲击了几千年的陈规陋俗，推动了平等、自由、解放意识。 

  (5)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影响了亚洲革命和表现了亚洲的觉醒。 

(6)开始了比较完整意义上的反帝反封民族革命，是中国 20 世纪三次巨变之一。 

 

  第三课考点 

  重点：五四风雷;国共合作和北伐战争;红军的长征 

  难点：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国民革命运动失败的原因 

  26、中国近代史第一次彻底地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是：五

四运动; 

  27、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是：陈独秀建立的上海共产党组织; 

  28、中共一大决定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 

  29、中共二大制定了：最高和最低纲领;中共三大决定国共合作; 

  30、标志国共合作形成是：国民党一大的召开; 

  31、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是：南昌起义; 

  32、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包括：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 

  33、成为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的会议是：遵义会议; 

  第四课考点 

  34、制定全面抗战路线的会议是：洛川会议 

  35、八路军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是：聂荣臻建立的晋察冀抗日根据地; 

  36、基本消灭国民党主力的三大战役是：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 

  第四单元：现代中国的政治建设 与祖国统一 

  第一课考点： 

  37、标志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结束是：1949 年新中国的成立; 

  38、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是：1954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39、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40、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式提出是在：1964 年第三届人大周恩来提出的; 

  41、中共领导下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爱国统一战线; 

  42、我国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基本政治制度是：民族区域自治; 

  第二课考点 

  43、新中国历史上最大冤案是：刘少奇冤案 

44、香港澳门回归日分别是：1997 年 7 月 1 日和 1999 年 12 月 20 日; 

 

必修二 

1、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  

（1）原始农业：汉代：刀耕火种，曲柄锄，一牛挽梨，二牛抬杠，战国时，牛耕技术和铁

制工具。 

（2）我国农业进入了“耜耕”耧车或“石器锄耕”阶段的标志。  

（3）地主阶级农民阶级是基本的阶级，赋税和力役是剥削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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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水利工程：李冰的都江堰   郑国的郑国渠  汉代，井渠  唐代，立井水车  长江流域，

高转筒车  宋代，水转翻车  明清：风力水车 

工官匠户：垄断性 ：仅限与贵族与皇帝  高超性 封闭性  缺乏积极性 特殊性 奢侈性 

 

2、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  

（1）小农经济以（家庭为单位，种植业为主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

小农经济精耕细作）为满足自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 

（2）中国封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  

（第二课）领先世界的古代手工业  

●了解古代中国在冶金术、制瓷业、丝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取得的主要成就  

1．商朝的司母戊鼎世界稀有。2．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利鼓风冶铁。3．魏晋南北朝发

明灌钢法  

4．唐代制瓷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5．宋代江西的景德镇，到元代发展为全国制瓷中心，

明清时是全国的瓷都。6．明朝在青花瓷的基础上，烧制出彩瓷；清代还发明了珐琅彩。7．明

清时苏州、杭州是著名的丝织业中心，使用花楼机机构复杂精密。  

 

（第三课）古代商业的发展  

1、了解“市”的形成和发展  

（1）西汉：每个城市都设专供贸易的“市”与住宅区严格分开，长安城东西有市。设官员管

理（市长或市令），按时开市闭市。  

（2）隋唐：长安城有市和坊，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  

（3）宋朝：市与坊的界限逐渐打破，店铺随处可设，且早晚都可经营  

2、知道主要的商业城市和著名的商帮：  

（4）西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著名商业中心  

（5）隋唐黄河流域长安、洛阳；长江流域扬州、益州，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重要的

外贸港口，政府设市舶使。  

（6）宋代开封、临安；益州发行“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7）元的大都、杭州。世界第一大港泉州  

（8）明清：出现商帮。如，徽商、晋商（两者相同之处：都从经营盐业起家；商业活动都

涉及金融领域（徽商经营典当业，晋商兴办票号）；活动范围都涉及国外，都积累起巨额财

富）  

 

（第四课）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基本含义极其影响  

（1）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首倡“重农抑商”政策的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  

“重农抑商”得以长久实行的根本原因：适应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需要。  

其目的：维护自然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维护政治稳定，巩固封建统治。  

积极作用：保护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封建社会初期巩固新兴地主政

权。  

明清重农抑商的表现：农本商末的思想，专卖制度，关卡重税，歧视商人，庞大的官营手工

业。  

消极后果：强化自然经济，阻碍工商业发展，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博睿斯升学规划 填报志愿                            王老师：15391201113   李老师：13019569885 

 7 

（2）明代“海禁”是防倭寇之患，但并未禁止官方对外贸易；清代是因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

的抗清斗争。两者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3）清代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的含义：严格限制对外交往。  

清代只开一处对外通商是在：广州（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的后果：妨碍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使中国与世隔绝，没能及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力，使中国逐渐

落后于世界潮流。  

 

 

 

■第二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第一课）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背景和兴起的史实：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自然经济逐渐解体。（2）受

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3）洋务派对民办企业起了诱导作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是：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点是：东南沿海地区  

2、代表企业：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  

 

（第二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短暂春天（1）时间：一战期间（1915-1921）  

（2）原因：a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为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

障碍；b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 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3）主要行业：纺织业、面粉业（4）著名实业家：张謇、周学熙、

荣氏兄弟  

（5）为什么是“短暂”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  

●曲折发展（1）国民政府前十年（1927—1936）：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原因：为了巩固统治，国民政府推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2）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原因：沦陷区：一些厂矿或被日军所毁，或被日军以各种形式吞并  

国统区：国民政府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统治，官僚阶层压榨民族企业牟取暴利  

●萎缩（1）时间：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期间或 1945—1949）  

（2）原因：a 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排挤了国货（1946 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b 官僚资本大肆进行经济垄断，挤压民族企业 c 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通货不断膨

胀  

 

二、理解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经济上，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有利于社会进步；  

2、政治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奠定物质和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和中共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3、思想上，不断冲击和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

供了社会条件。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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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的。  

 

■第三单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第一课）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1、了解三大改造：1956 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使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社会

主义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2、了解八大的主要内容：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主要内容：（1）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

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从落后的农

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3、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在探索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次严重的失误，造成 1959—1961 三年经济困难。  

 

（第二课）伟大的历史转折  

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历史意义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主要内容：（1）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2）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实行拨乱反正。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4）实行改革开放  

意义：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也

是共和国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成为我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开创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起点。（45 页下面）  

 

（第三课）经济体制改革  

1、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3、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民致富、

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内容：（1）、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扩大企业自主权  

（2）所有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3）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

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1992 年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以股份制

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  

作用：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增加了企业活力，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使人民总体达到小

康水平。  

 

（第四课）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1）经济特区的设立：1980 年，深圳（第一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1988 年，

海南省。  

（2）14 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 年  

（3）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湾地区  

（4）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 年  

（5）1990 年开发上海浦东，带动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经济，成为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和

标志。  

2、十四大的主要内容：1992 年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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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19 世纪 80 年代，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  

2．南京政府在 20 世纪初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电话。  

3．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电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到 2000 年末，固定电话和

移动电话的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位。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还用传真机和互联网发送文件。  

报刊 影视 互联网  

概况 1．19 世纪中前期，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办报，《中国丛报》、《万国公报》  

2．1873 年艾小梅在汉口主办的《昭文新报》被认为是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报刊。  

发展：  

3.此后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越来越多，如戊戌变法时期的《事务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民

报》，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等。  

1.1905 年《定军山》电影首映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  

2.1931 年，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拍摄成功，结束中国电影无声的历史。  

3.蔡楚生导演、王人美主演《渔光曲》1935 年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4.1958 年北京电视台实验播出，标志着中国的诞生。  

1．、、电视被称为三大媒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媒介诞生了。它被称为“第四媒介”。  

2.互联网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1994 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  

3.互联网的四大优势：  

（1）集三大媒介的优势于一体。  

（2）费用低廉  

（3）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  

（4）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  

 

■第五单元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第 1 课）开辟新航路  

1、新航路的开辟意义：（1）新航路的开辟，逐渐结束了各地相互孤立的状态，各地的文明

发生接触与碰撞，开始了汇合交融，世界日益连成了一片整体。（2）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世

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3）、世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4）、葡萄牙、

西班牙首先开始了殖民扩张。  

（5）、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新航路的开辟（结合课本 82 页新航路开辟图记忆）  

时间 航海家 支持的王室 开辟的航路 意义  

1487 年 迪亚士 葡萄牙王室  

欧洲到非洲 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开辟了沿非洲海岸由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航路。  

1492 年 哥伦布 西班牙王室 欧洲到美洲 发现美洲新大陆  

 

（第 2 课）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拓展  

1、列举荷兰、英国野蛮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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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马车夫——荷兰：  

背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经商传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

之一、政治上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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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基本情况  

亚洲 在印度建立殖民据点、夺得马六甲和锡兰，侵入印尼一带，一度占据中国台湾  

非洲 从葡萄牙手中夺得好望角殖民地  

北美 建立新尼德兰殖民地  

 

（2）“日不落帝国”——英国  

战争 结果 备注  

1588 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西班牙失败，西丧失海上实力的丧失和英国开始确立

海上霸权  

三次英荷战争 英国夺取荷兰在北美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荷兰失去了海上殖民霸权 由英国颁

布的《航海条例》引起  

英法七年战争 英国夺取了大片法国的殖民地，最终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  

2、了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与建立的主要途径：殖民扩张与掠夺  

欧洲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世界市场建立的主要途径，殖民掠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

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给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打断了它们正常的历史进程，使它们发展缓慢、贫穷落后，造成这些地区的长

期落后。  

 

（第 3 课）工业革命  

1、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  

（1）、工业革命的开始——珍妮机的问世（英国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棉纺织业）  

（2）、瓦特改良蒸汽机解决动力问题，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  

2、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欧美资产阶级确立对世界的统治。  

（2）、工业革命在客观上也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和生产方式，促使世界面貌发生了变化  

（3）、工业革命还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  

（4）、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时间：19 世纪中后期）  

3、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  

电力的广泛应用：1866 年德国人西门子研制发电机成功；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汽车和飞

机；  

化工技术的发展；钢铁等传统工业的进步。  

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垄断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和资本的高

度集中）；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建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5、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比较  

在交通领域：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火车、轮船，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汽车和飞机  

在社会结构：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两个对立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二次工业革

命产生了垄断组织。  

在世界市场：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世界市场最终形

成。  

6、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  

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殖民扩张：世界市场拓展  

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博睿斯升学规划 填报志愿                            王老师：15391201113   李老师：13019569885 

 11 

 

 

 

■第六单元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第一课）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  

1、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1）贫富差距扩大（2）股票投机活动（3）分期付款方式的隐患

（4）根本原因：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2、特点：（1）范围广（2）时间长（3）破坏性大  

3、影响：（1）加深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美国、法国社会动乱；德国法西斯

上台（2）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

的反抗  

4、胡佛政府的措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危机反而恶化  

 

（第二课）罗斯福新政  

1、背景：1929-1933 经济危机爆发后，总统胡佛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经济危机

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更加恶化。1932 年罗斯福在大选中获胜，1933 年上任后实行新政。  

2、罗斯福新政的起止时间：1933——1939  

3、新政的内容：（1）整顿银行，克服金融危机（2）调整农业政策复兴工业：蓝鹰行动（3）

社会救济与公共工程（4）社会保障制度 

4、罗斯福新政的意义：（1）使美国度过了经济大危机（2）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遏制了

美国法西斯势力、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3）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政府的权力扩大；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4）※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对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  

5、政的实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新政的前提：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6、特点：指导思想方面：放弃自由放任思想，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内容方面：

国家加强对金融、工业、农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全面干预；影响方面：开创了国家干预经

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  

 

（第三课）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了解二战后美国、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1、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表现：  

战后二十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政策有：大力拓展世界市场；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

革新生产技术，发展新兴工业；延续并发展社会福利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涨”。  

80 年代，里根上台后，减少政府开支，紧缩通货，削减税收，建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

美国经济复苏。  

90 年代克林顿倡导介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经济进行改革，经济持

续增长，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  

2、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表现：  

20 世纪 50 年代，联邦德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政府政治改革，清除法西斯残

余势力，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同时实行非军事化，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2）

政府采取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社会保障三者相结合的经济政策，注意发展科技和教育；（3）

美国的扶持政策，通过马歇尔计划对德国提供大量援助。60 年代，德国经济超过英、法，

成为欧洲头号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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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1、了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  

2、了解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与作用：  

3、认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8-1921 1921 年俄共第十次全国人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标志苏俄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新经济政策（1921--1928）  

背景 十月革命后进入国内战争、外国武装干涉、物质匮乏 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

弊端日益显现，领导人却希望借此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人民不满。国内隐藏严重的经

济和政治危机（喀琅施塔得兵变）  

 

农业 实施余粮收集制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核心内容）  

 

工业 全面推行工业国有化 允许部分企业由私人或外国资本家经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

权  

 

贸易 取消自由贸易 改变国家垄断，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  

 

分配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国家配给制，实物分配制 废除实物分配制，实行按劳分配  

 

结果 使苏维埃取得了国内战争（1918--1920）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但它不是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促进经济迅速恢复，起到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形势的作用，使 1925

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它是一条适合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但因后来的领导人对

其认识不足而被过早的终止。  

 

新政策的特点：（1）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2）允许商品经济的

发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4、“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  

政治方面：（1）高度集权，破坏民主集中制；（2）干部职务终身制，对干部没有形成必要的

监督；（3）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经济方面：（1）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国民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2）实施计划经济

体制排斥价值规律作用（3）阻碍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4）牺牲广大农民利益，

挫伤他们生产积极性，造成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不前。  

 

5、了解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内容（120 页，）：  

农业：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撤消全国的机

器拖拉机站，把所有的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大规模开垦荒地，提出种植玉米，提高粮食

产量。  

工业：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将中央一部分权利下放到地方，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精简机

构；大量压缩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政治：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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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内容与后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 经济改革 用经济管理方法代替原来的行政命令，这实际承认了市场对经济

的调节作用；调整所有制结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没有迅速取得预期成果  

政治改革 （1）改变指导思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2）改变共产党领导地位：1990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删去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

文；苏共“二十八大”宣布苏联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并放弃党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

“垄断”，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  

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脱离了苏联国情。最终导致改革失败，苏联解体。  

（1）．苏联解体的标志：1991 年阿拉木图协议  

（2）．苏联（1922—1991）解体的原因：  

根本原因：“斯大林模式”体制上的弊端和错误政策长期得不到纠正，没有从实际出发，建设

符合苏联国情的社会主义；  

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方针  

外部原因：西方敌对势力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  

（3）．苏联解体给我们的启示：  

A.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制度要通过不断

的改革来逐步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特点；  

B.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第八单元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第一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1、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布雷顿

森林协定》。  

（2）、194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成立。它们都是国际金

融机构，美国从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控制权。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建立起来，即

“布雷顿森林体系”。  

（3）、《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  

（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  

积极：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有了同意的标准和基础；扩大了世界贸易；扩大了世界购买力；

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资本的流动  

消极：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  

2、《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定  

1947 年签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定，构成了调整世界经济

贸易和金融的三大支柱。  

 

（第二课）当今世界的经济区域集团化  

1、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三大区域集团是：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  

2、1967 年欧洲共同体成立。  

3、1993 年欧洲联盟成立，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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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问世。  

4、1994 年 1 月 1 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共同组成的经济集团。  

5、1989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成立。  

1991 年《汉城宣言》正式确定该组织的宗旨和目标  

1994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通过《茂物宣言》，提出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  

1995 年通过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使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有了保障。  

6、1991 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

海举行。  

 

（第三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由来和发展；  

理解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了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过；  

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  

1、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它标志着规范化和法制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建立起来。

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把多边贸易组织改名为世贸组织。  

2、世贸组织的目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  

3、世贸组织的作用：（1）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促使成员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

的繁荣（3）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强权政治  

4、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  

机遇：（1）有利于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2）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并在平

等条件下参与世界竞争（3）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有利于直接参与

国际贸易规则的决策，维护合法权益  

（5）有利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6）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挑战：国内一些产品、企业和产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5、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1）新航路开辟使世界经济联系逐渐增多  

（2）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  

（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  

6、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  

7、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加剧了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失衡。  

对于发达国家：最大受益者  

对于发展中国家：  

机遇：有利于吸收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  

挑战：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空前压力和挑战 

 

 

 

■第一单元古代中国经济的基本结构与特点  

（第一课）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  

1、从刀耕火种到铁犁牛耕的农业耕作方式的变革  

（1）原始农业：刀耕火种（火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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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农业进入了“耜耕”或“石器锄耕”阶段的标志：松土工具耒耜的出现和普遍使用。  

（3）商周时期，出现青铜农具。春秋时期，小件铁农具问世。牛耕是我国农用动力上的一

次革命。战国时，牛耕初步推广。此后，铁犁牛耕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耕作方式。  

2、我国古代农业经济的特点：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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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主要是为满足自

家基本生活的需要和交纳赋税，是一种自己自足的自然经济，小农经济精耕细作，是中国封

建社会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  

（2）中国封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3）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和长期延续的重要原因：自然经济的牢固存在。  

（第二课）领先世界的古代手工业  

●了解古代中国在冶金术、制瓷业、丝织业等手工业部门取得的主要成就  

1．商朝的司母戊鼎世界稀有。2．东汉杜诗发明水排，用水利鼓风冶铁。3．魏晋南北朝发

明灌钢法  

4．唐代制瓷形成南青北白两大系统。5．宋代江西的景德镇，到元代发展为全国制瓷中心，

明清时是全国的瓷都。6．明朝在青花瓷的基础上，烧制出彩瓷；清代还发明了珐琅彩。7．明

清时苏州、杭州是著名的丝织业中心，使用花楼机机构复杂精密。  

 

（第三课）古代商业的发展  

1、了解“市”的形成和发展  

（1）西汉：每个城市都设专供贸易的“市”与住宅区严格分开，长安城东西有市。设官员管

理（市长或市令），按时开市闭市。  

（2）隋唐：长安城有市和坊，市与坊用围墙隔开，白天定时开市闭市。  

（3）宋朝：市与坊的界限逐渐打破，店铺随处可设，且早晚都可经营  

2、知道主要的商业城市和著名的商帮：  

（4）西汉：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著名商业中心  

（5）隋唐黄河流域长安、洛阳；长江流域扬州、益州，成为繁华的商业城市；广州重要的

外贸港口，政府设市舶使。  

（6）宋代开封、临安；益州发行“交子”，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7）元的大都、杭州。世界第一大港泉州  

（8）明清：出现商帮。如，徽商、晋商（两者相同之处：都从经营盐业起家；商业活动都

涉及金融领域（徽商经营典当业，晋商兴办票号）；活动范围都涉及国外，都积累起巨额财

富）  

 

（第四课）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缓慢发展  

●了解“重农抑商”和“海禁”政策的基本含义极其影响  

（1）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经济政策：“重农抑商”政策  

首倡“重农抑商”政策的是：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  

“重农抑商”得以长久实行的根本原因：适应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需要。  

其目的：维护自然经济，确保赋役征派和地租征收，维护政治稳定，巩固封建统治。  

积极作用：保护了农业生产和小农经济，促进农业经济发展；封建社会初期巩固新兴地主政

权。  

明清重农抑商的表现：农本商末的思想，专卖制度，关卡重税，歧视商人，庞大的官营手工

业。  

消极后果：强化自然经济，阻碍工商业发展，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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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明代“海禁”是防倭寇之患，但并未禁止官方对外贸易；清代是因为对付东南沿海人民

的抗清斗争。两者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  

（3）清代一直实行的“闭关锁国”的含义：严格限制对外交往。  

清代只开一处对外通商是在：广州（由广州十三行统一经营管理对外贸易）  

闭关锁国的后果：妨碍海外市场的开拓，抑制资本的原始积累，阻碍资本主义萌芽的滋长；

使中国与世隔绝，没能及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发展生产力，使中国逐渐

落后于世界潮流。  

 

■第二单元近代中国经济结构的变动与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  

（第一课）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背景和兴起的史实：  

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1）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使自然经济逐渐解体。（2）受

外商企业丰厚利润的刺激。（3）洋务派对民办企业起了诱导作用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时间是：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地点是：东南沿海地区  

2、代表企业：发昌机器厂、继昌隆缫丝厂、贻来牟机器磨坊  

 

（第二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一、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阶段：  

●短暂春天（1）时间：一战期间（1915-1921）  

（2）原因：a 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帝制，建立中华民国，为我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

障碍；b 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有力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c 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

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3）主要行业：纺织业、面粉业（4）著名实业家：张謇、周学熙、

荣氏兄弟  

（5）为什么是“短暂”春天：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列强卷土重来  

●曲折发展（1）国民政府前十年（1927—1936）：民族工业得到了较快发展  

原因：为了巩固统治，国民政府推出了一些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和措施  

（2）抗日战争期间：民族工业遭到沉重打击  

原因：沦陷区：一些厂矿或被日军所毁，或被日军以各种形式吞并  

国统区：国民政府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统治，官僚阶层压榨民族企业牟取暴利  

●萎缩（1）时间：抗战胜利以后（解放战争期间或 1945—1949）  

（2）原因：a 美国商品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排挤了国货（1946 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b 官僚资本大肆进行经济垄断，挤压民族企业 c 国民政府的苛捐杂税不断增加，通货不断膨

胀  

 

二、理解资本主义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1、经济上，是一种新的经济因素，有利于社会进步；  

2、政治上，为民族资本主义登上政治舞台奠定物质和阶级基础；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

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来和中共的建立准备了阶级条件；  

3、思想上，不断冲击和动摇封建正统思想的统治地位，为西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提

供了社会条件。  

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由于资产阶级的软弱和妥协，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行

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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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  

（第一课）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曲折  

1、了解三大改造：1956 年底，我国基本上完成三大改造。使生产资料由私有制转变为社会

主义公有制。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  

2、了解八大的主要内容：1956 年，中共八大召开。主要内容：（1）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

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2）当前的任务是：集中力量把我国从落后的农

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3、了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8 年掀起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党在探索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次严重的失误，造成 1959—1961 三年经济困难。  

 

（第二课）伟大的历史转折  

了解十一届三中全会有关改革开放决策的内容，认识历史意义  

1978 年 12 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  

主要内容：（1）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2）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实行拨乱反正。  

（3）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4）实行改革开放  

意义：形成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这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也

是共和国历史的一次伟大转折，成为我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起点，开创中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的伟大起点。（45 页下面）  

 

（第三课）经济体制改革  

1、了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农村：1、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2、废除人民公社制度 3、发展乡镇企业，为农民致富、

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路。  

2、了解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内容和作用  

城市：中心环节是增加企业活力，把企业搞活。内容：（1）、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

扩大企业自主权  

（2）所有制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3）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

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1992 年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实行以股份

制为主要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  

作用：调动工人生产积极性，增加了企业活力，推动国民经济快速发展，使人民总体达到小

康水平。  

（第四课）对外开放格局的初步形成  

1、我国对外开放格局是怎样形成的：  

（1）经济特区的设立：1980 年，深圳（第一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1988 年，

海南省。  

（2）14 个沿海港口城市：1984 年  

（3）沿海经济开放区：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环渤海湾地区  

（4）经济技术开发区：1988 年  

（5）1990 年开发上海浦东，带动长三角和长江流域经济，成为 90 年代改革开放的重点和

标志。  

2、十四大的主要内容：1992 年召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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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单元：中国近现代社会生活的变迁  

1．19 世纪 80 年代，清政府修筑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标志着中国铁路的诞生。  

2．南京政府在 20 世纪初在南京开办第一个电话局，开通第一部市内电话电话。  

3．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电讯产业得到迅速发展，到 2000 年末，固定电话和

移动电话的数量均居世界第二位。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还用传真机和互联网发送文件。  

报刊 影视 互联网  

概况 1．19 世纪中前期，外国人开始在中国办报，《中国丛报》、《万国公报》  

2．1873 年艾小梅在汉口主办的《昭文新报》被认为是国人在中国境内创办的报刊。  

发展：  

3.此后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越来越多，如戊戌变法时期的《事务报》，辛亥革命时期的《民

报》，五四时期的《新青年》等。  

1.1905 年《定军山》电影首映成功，标志着中国电影事业的。  

2.1931 年，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拍摄成功，结束中国电影无声的历史。  

3.蔡楚生导演、王人美主演《渔光曲》1935 年获得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  

4.1958 年北京电视台实验播出，标志着中国的诞生。  

1．、、电视被称为三大媒介。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媒介诞生了。它被称为“第四媒介”。  

2.互联网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1994 年中国正式接入互联网。  

3.互联网的四大优势：  

（1）集三大媒介的优势于一体。  

（2）费用低廉  

（3）可以高度互动，双向传受。  

（4）可以更主动、更便捷和最大限度地获取信息。  

 

■第五单元新航路开辟、殖民扩张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  

（第 1 课）开辟新航路  

1、新航路的开辟意义：（1）新航路的开辟，逐渐结束了各地相互孤立的状态，各地的文明

发生接触与碰撞，开始了汇合交融，世界日益连成了一片整体。（2）贸易范围空前扩大，世

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3）、世界贸易中心由地中海沿岸转移到大西洋沿岸。（4）、葡萄牙、

西班牙首先开始了殖民扩张。  

（5）、加速了西欧封建制度的解体，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2、新航路的开辟（结合课本 82 页新航路开辟图记忆）  

时间 航海家 支持的王室 开辟的航路 意义  

1487 年 迪亚士 葡萄牙王室  

欧洲到非洲 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开辟了沿非洲海岸由大西洋进入印度洋的航路。  

1492 年 哥伦布 西班牙王室 欧洲到美洲 发现美洲新大陆  

 

（第 2 课）殖民扩张与世界市场的拓展  

1、列举荷兰、英国野蛮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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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上马车夫——荷兰：  

背景：优越的地理环境和经商传统、资本主义工商业发达，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最早的地区

之一、政治上摆脱了西班牙的统治获得独立。  

地区 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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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 在印度建立殖民据点、夺得马六甲和锡兰，侵入印尼一带，一度占据中国台湾  

非洲 从葡萄牙手中夺得好望角殖民地  

北美 建立新尼德兰殖民地  

 

（2）“日不落帝国”——英国  

战争 结果 备注  

1588 年．英国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 西班牙失败，西丧失海上实力的丧失和英国开始确立

海上霸权  

三次英荷战争 英国夺取荷兰在北美的新尼德兰殖民地，荷兰失去了海上殖民霸权 由英国颁

布的《航海条例》引起  

英法七年战争 英国夺取了大片法国的殖民地，最终确立了世界殖民霸权  

2、了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与建立的主要途径：殖民扩张与掠夺  

欧洲殖民者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是世界市场建立的主要途径，殖民掠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

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给亚、非、拉美等殖民地带来了

深重的灾难，打断了它们正常的历史进程，使它们发展缓慢、贫穷落后，造成这些地区的长

期落后。  

 

 

 

（第 3 课）工业革命  

1、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进程  

（1）、工业革命的开始——珍妮机的问世（英国工业革命最早发生在棉纺织业）  

（2）、瓦特改良蒸汽机解决动力问题，人类社会进入“蒸汽时代”  

2、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1）、欧美资产阶级确立对世界的统治。  

（2）、工业革命在客观上也传播了先进的思想和生产方式，促使世界面貌发生了变化  

（3）、工业革命还引起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的变革，产生了两个对立的阶级工业资产阶

级和无产阶级。  

（4）、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了世界市场的初步形成。（时间：19 世纪中后期）  

3、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主要成就：  

电力的广泛应用：1866 年德国人西门子研制发电机成功；内燃机的创制和使用：汽车和飞

机；  

化工技术的发展；钢铁等传统工业的进步。  

4、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  

垄断组织的出现（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产生的根本原因是生产和资本的高

度集中）；世界市场的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最终建立。（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  

5、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比较  

在交通领域：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火车、轮船，第二次工业革命出现了汽车和飞机  

在社会结构：第一次工业革命产生了两个对立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第二次工业革

命产生了垄断组织。  

在世界市场：第一次工业革命促使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促使世界市场最终形

成。  

6、世界市场的形成过程  

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的雏形开始出现；殖民扩张：世界市场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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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初步形成；第二次工业革命：世界市场最终形成  

 

■第六单元罗斯福新政与资本主义运行机制的调节  

（第一课）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1929—1933）  

1、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1）贫富差距扩大（2）股票投机活动（3）分期付款方式的隐患

（4）根本原因：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  

2、特点：（1）范围广（2）时间长（3）破坏性大  

3、影响：（1）加深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危机：美国、法国社会动乱；德国法西斯

上台（2）世界局势动荡不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加深；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

的反抗  

4、胡佛政府的措施：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危机反而恶化  

 

（第二课）罗斯福新政  

1、背景：1929-1933 经济危机爆发后，总统胡佛采取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结果经济危机

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更加恶化。1932 年罗斯福在大选中获胜，1933 年上任后实行新政。  

2、罗斯福新政的起止时间：1933——1939  

3、新政的内容：（1）整顿银行与金融业（2）调整农业政策（3）复兴工业：蓝鹰行动（4）

社会救济与公共工程  

4、罗斯福新政的意义：（1）使美国度过了经济大危机（2）缓和了美国的社会矛盾：遏制了

美国法西斯势力、避免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3）改变了美国人的生活：政府的权力扩大；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4）※开创了国家干预经济的新模式，对以后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

深远影响  

5、政的实质：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新政的前提：未触动资本主义制度  

6、特点：指导思想方面：放弃自由放任思想，转向国家干预经济的凯恩斯主义；内容方面：

国家加强对金融、工业、农业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全面干预；影响方面：开创了国家干预经

济发展的新模式，促进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诞生。  

 

（第三课）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了解二战后美国、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新变化  

1、二战后美国经济发展表现：  

战后二十年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政策有：大力拓展世界市场；应用先进的科技成果；

革新生产技术，发展新兴工业；延续并发展社会福利政策。  

20 世纪 70 年代，美国经济出现“滞涨”。  

80 年代，里根上台后，减少政府开支，紧缩通货，削减税收，建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使

美国经济复苏。  

90 年代克林顿倡导介于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对经济进行改革，经济持

续增长，美国进入“新经济”时代。  

2、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表现：  

20 世纪 50 年代，联邦德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发展时期：（1）政府政治改革，清除法西斯残

余势力，社会秩序比较稳定，同时实行非军事化，集中国家有限的财力、物力发展经济：（2）

政府采取市场经济、国家调控、社会保障三者相结合的经济政策，注意发展科技和教育；（3）

美国的扶持政策，通过马歇尔计划对德国提供大量援助。60 年代，德国经济超过英、法，

成为欧洲头号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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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单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与教训  

1、了解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主要内容：  

2、了解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与作用：  

3、认识实施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1918-1921 1921 年俄共第十次全国人大《关于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

标志苏俄开始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 新经济政策（1921--1928）  

背景 十月革命后进入国内战争、外国武装干涉、物质匮乏 国内战争结束后，战时共产主义

弊端日益显现，领导人却希望借此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引起人民不满。国内隐藏严重的经

济和政治危机（喀琅施塔得兵变）  

 

农业 实施余粮收集制 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核心内容）  

 

工业 全面推行工业国有化 允许部分企业由私人或外国资本家经营；扩大地方和企业的自主

权  

 

贸易 取消自由贸易 改变国家垄断，恢复货币流通和商品交换  

 

分配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国家配给制，实物分配制 废除实物分配制，实行按劳分配  

 

结果 使苏维埃取得了国内战争（1918--1920）的胜利，巩固了苏维埃；但它不是向社会主

义过渡的正确途径 促进经济迅速恢复，起到巩固工农联盟、稳定政治形势的作用，使 1925

年苏联国民经济基本恢复。它是一条适合俄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但因后来的领导人对

其认识不足而被过早的终止。  

 

新政策的特点：（1）公有制为主导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2）允许商品经济的

发展，利用商品货币关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4、“斯大林模式”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主要表现  

 

政治方面：（1）高度集权，破坏民主集中制；（2）干部职务终身制，对干部没有形成必要的

监督；（3）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经济方面：（1）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国民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2）实施计划经济

体制排斥价值规律作用（3）阻碍劳动者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4）牺牲广大农民利益，

挫伤他们生产积极性，造成苏联农业生产的长期停滞不前。  

5、了解赫鲁晓夫改革的主要内容（120 页，）：  

农业：取消农产品义务交售制，实行收购制，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农民收入；撤消全国的机

器拖拉机站，把所有的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大规模开垦荒地，提出种植玉米，提高粮食

产量。  

工业：改革工业管理体制，将中央一部分权利下放到地方，扩大地方和企业的权限；精简机

构；大量压缩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政治：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平反冤假错案。  

 

6、了解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要内容与后果  

戈尔巴乔夫改革 经济改革 用经济管理方法代替原来的行政命令，这实际承认了市场对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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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节作用；调整所有制结构，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 没有迅速取得预期成果  

政治改革 （1）改变指导思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2）改变共产党领导地位：1990 年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从宪法删去关于共产党领导地位的条

文；苏共“二十八大”宣布苏联实行议会制、总统制、多党制，并放弃党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

“垄断”，实行政治和意识形态多元化。  

逐渐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脱离了苏联国情。最终导致改革失败，苏联解体。  

（1）．苏联解体的标志：1991 年阿拉木图协议  

（2）．苏联（1922—1991）解体的原因：  

根本原因：“斯大林模式”体制上的弊端和错误政策长期得不到纠正，没有从实际出发，建设

符合苏联国情的社会主义；  

直接原因：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错误方针  

外部原因：西方敌对势力长期的“和平演变”战略  

（3）．苏联解体给我们的启示：  

A.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过程不可能一帆风顺。社会主义制度要通过不断

的改革来逐步自我完善。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具有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的特点；  

B.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客观发展规律，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

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  

 

■第八单元当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趋势  

（第一课）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  

1、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  

（1）1944 年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举行了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布雷顿

森林协定》。  

（2）、1945 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世界银行）成立。它们都是国际金

融机构，美国从中取得了决定性的控制权。一个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建立起来，即

“布雷顿森林体系”。  

（3）、《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  

（4）、“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  

积极：使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有了同意的标准和基础；扩大了世界贸易；扩大了世界购买力；

有利于世界贸易的发展和国际资本的流动  

消极：加强了美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特权和支配地位  

2、《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定  

1947 年签定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  

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签定，构成了调整世界经济

贸易和金融的三大支柱。  

 

（第二课）当今世界的经济区域集团化  

1、对世界经济影响最大的三大区域集团是：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

织  

2、1967 年欧洲共同体成立。  

3、1993 年欧洲联盟成立，标志着欧共体从经济实体向经济政治实体过渡。  

1999 年 1 月 1 日欧元正式问世。  

4、1994 年 1 月 1 日，北美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共同组成的经济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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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89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成立。  

1991 年《汉城宣言》正式确定该组织的宗旨和目标  

1994 年在印度尼西亚的茂物通过《茂物宣言》，提出了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时间表。  

1995 年通过了《执行茂物宣言的大阪行动议程》，使实现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目标有了保障。  

6、1991 年中国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1 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九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中国上

海举行。  

 

（第三课）世界经济的全球化进程  

了解世界贸易组织由来和发展；  

理解世界贸易组织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作用；  

了解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经过；  

认识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问题  

1、1995 年 1 月 1 日世界贸易组织成立，它标志着规范化和法制化的世界贸易体系建立起来。

世贸组织的前身是：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把多边贸易组织改名为世贸组织。  

2、世贸组织的目的是：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  

3、世贸组织的作用：（1）加快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2）促使成员国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经济

的繁荣（3）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强权政治  

4、2001 年 12 月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  

机遇：（1）有利于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国际分工（2）有利于扩大出口和利用外资，并在平

等条件下参与世界竞争（3）有利于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4）有利于直接参与

国际贸易规则的决策，维护合法权益  

（5）有利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6）有利于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  

挑战：国内一些产品、企业和产业面临更激烈的竞争  

5、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1）新航路开辟使世界经济联系逐渐增多  

（2）工业革命后，世界经济朝着全球化方向发展  

（3）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真正进入全球化时代  

6、经济全球化的本质：发达国家主导下的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扩张  

7、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加速了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也加剧了全球竞争中的利益失衡。  

对于发达国家：最大受益者  

对于发展中国家：  

机遇：有利于吸收外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开拓国际市场  

挑战：国家主权和经济安全面临空前压力和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