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江西省普通高校专升本考试

《政治》科目考试说明

Ⅰ.考试内容与要求

本科目考试内容包括思想道德与法治、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的重要决议精神

及江西省第十五次党代会精神和时事政治四部分。主要考查考生识记、

理解和应用三个能力层次。具体内容与要求如下。

一、思想道德与法治

（一）担当复兴大任 成就时代新人

1.识记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2）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2.理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意义。

3.应用

提升新时代大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法治素养。

（二）领悟人生真谛 把握人生方向

1.识记

（1）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科学内涵；

（2）人生观的主要内容；

（3）人生目的、人生态度和人生价值。

2.理解

（1）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认识；

（2）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3）高尚的人生追求；

（4）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

（5）人生价值的评价与实现。

3.应用



创造有意义的人生。

（三）追求远大理想 坚定崇高信念

1.识记

理想、信念的内涵与特征。

2.理解

（1）理想信念是精神之“钙”；

（2）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3）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

（5）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

（6）理想与现实的辩证统一；

（7）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有机结合。

3.应用

肩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

（四）继承优良传统 弘扬中国精神

1.识记

（1）中国精神的丰富内涵；

（2）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3）爱国主义的基本内涵。

2.理解

（1）中国精神是兴国强国之魂；

（2）爱国主义和爱社会主义相统一；

（3）祖国统一与民族团结；

（4）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显著特征；

（5）改革创新是新时代的迫切要求。

3.应用

（1）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

（2）做新时代的忠诚爱国者；

（3）做改革创新生力军。

（五）明确价值要求 践行价值准则



1.识记

（1）价值、价值观的含义；

（2）核心价值观；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理解

（1）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精神指引；

（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显著特征。

3.应用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六）遵守道德规范 锤炼道德品质

1.识记

（1）道德的含义；

（2）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与原则；

（3）中国革命道德的主要内容；

（4）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5）职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

（6）恋爱、婚姻家庭中的道德规范；

（7）个人品德。

2.理解

（1）道德的作用

（2）马克思主义道德观；

（3）社会主义道德的先进性；

（4）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5）中国革命道德的当代价值；

（6）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

（7）注重家庭、家教、家风；

3.应用

崇德向善的道德实践。

（七）学习法治思想 提升法治素养

1.识记



（1）法律及其历史发展；

（2）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本质特征；

（3）我国社会主义法律的运行；

（4）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遵循；

（5）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6）我国宪法法律规定的权利和义务。

（7）社会主义法治思维；

（8）法律权利与法律义务；

2.理解

（1）我国社会主义法律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共同体现；

（2）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意义；

（3）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4）建设法治中国；

（5）我国宪法的地位和基本原则；

（6）宪法实施与监督；

3.应用

（1）依法行使法律权利和依法履行法律义务；

（2）新时代大学生要不断提升法治素养。

二、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一）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识记

（1）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

（2）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

2.理解

（1）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条件；

（2）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

3.应用

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1.识记



（1）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主要矛盾；

（2）近代中国革命的时代特征；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纲领；

（5）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2.理解

（1）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提出、内容和重大意义；

（2）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形成的必然性；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3.应用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

（三）社会主义改造理论

1.识记

（1）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

（2）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五种经济成分；

（3）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4）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和历史经验。

2.理解

（1）走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历史必然性；

（2）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的理论依据；

（3）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及其理论依据。

3.应用

我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重大意义。

（四）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理论成果

1.识记

（1）《论十大关系》的主要内容、基本方针及标志意义；

（2）《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

（3）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和处

理社会矛盾的基本方法；

（4）“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设想。



2.理解

（1）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

（2）走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

（3）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意义。

3.应用

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的经验教训。

（五）邓小平理论

1.识记

（1）邓小平理论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

（2）邓小平理论回答的基本问题及主要内容；

（3）“三步走”战略；

（4）“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基本内容。

2.理解

（1）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

（2）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

（3）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理论

（4）改革开放理论；

（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3.应用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

（六）“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1.识记

（1）“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核心观点和主要内容。

2.理解

（1）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2）“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七）科学发展观

1.识记

（1）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条件和形成过程；



（2）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主要内容。

2.理解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

（2）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

（3）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4）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地位。

（八）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地位

1.识记

（1）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和主要内

容。

2.理解

（1）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的社会历史条件；

（2）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特质。

3.应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

（九）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1.识记

（1）新时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任务；

（2）中国梦的科学内涵；

（3）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

（4）新发展理念。

2.理解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十）“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1.识记

（1）习近平经济思想；

（2）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3）“三去一降一补”；

（4）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体系；



（5）新时代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原则；

（6）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7）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2.理解

（1）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2）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3）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

3.应用

（1）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2）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3）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

（4）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十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1.识记

（1）“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2）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

（3）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

（4）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要求。

2.理解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本特征；

（2）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立场和原则；

（3）全面从严治党是伟大的自我革命。

3.应用

（1）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2）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把全面从严治党引向深入。

（十二）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识记

（1）总体国家安全观；

（2）习近平强军思想；



（3）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4）“一国两制”方针。

2.理解

（1）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2）构建一体化的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

（3）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

（十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1.识记

（1）习近平外交思想；

（2）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3）新型国际关系；

（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

2.理解

（1）新时代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

（2）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

3.应用

促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十四）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

1.识记

（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

（2）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3）党的领导制度。

2.理解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2）中国共产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

3.应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

三、党的十九大以来历次中央全会重要决议精神和江西省第十五

次党代会精神。



四、时事政治

2021 年 4月 1日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国内外重大时政事件。

Ⅱ.考试形式与题型

一、考试形式

考试采用闭卷、笔试形式。“政治+英语+信息技术”三门公共基

础科目合卷考试，考试时间共计 150 分钟，满分 300 分（每门科目

100 分）。

二、考试题型

考试题型从以下类型中选择：单项选题、多项选题、名词解释题、

简答题、论述题和材料分析题。

Ⅲ.参考书目

1.本书编写组. 思想道德与法治（2021 年版）. 北京：高等教

育出版社，2021 年. ISBN：9787040566215.

2.本书编写组.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

（2021 年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 ISBN：

9787040566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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