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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知识
B. 知识分子
C. 民主党派
495.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是：理论联
系实践，
密切联系群众，
_____。
A. 批评与自我批评
B. 艰苦奋斗
C. 实事求是
496. 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
是_____。
A.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B.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C. 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497. 十五届五中全会指出发展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_____是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A. 以德治国
B. 依法行政
C. 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498. 党的领导主要是指_____的
领导。
A. 基本路线
B. 意识形态
C. 政治、思想和组织上
499.1982 年，我国第一座跨径 200
米的斜拉桥____建成通车。

A. 松浦大桥
B. 泖港大桥
C. 无
500.____年，松江全面推行农业
生产责任制，全县 2692 个生产队均实
行以农作物联产计酬为主的生产责
任制。
A.1981
B.1982
C.1983
上 期 答 案 ：461.A 462.C 463.C
464.B 465.B 466.A 467.B 468.B
469.C 470.A 471.A 472.B 473.C
474.B 475.B 476.B 477.C 478.A
479.B 48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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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举行。全会审议通
过了《中共中央关于_____若干重大问
题的决定》。
A. 加快经济建设
B. 深化改革开放
C. 构建和谐社会
491. 中国共产党的最终奋斗目标
是_____。
A.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B. 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C. 实现共产主义
492. 将世界上的国家和地区划分
为_____的理论是毛泽东提出来的。
A. 三个世界
B. 两个阵营
C. 一个世界
493. 在党的“七大”上，用“马克思
主义与_____运动的实践相结合”概括
了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A. 中国革命
B. 中国工农
C. 中国农民
494._____ 是 中 国 工 人 阶 级 最 可
靠的同盟军。
A. 农民

G60 科创云廊一期启动
暨松江区第二届
“五五购物节”
开幕式举行
吕鸣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临港集团将抢抓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重要发展机遇，集中发
力、全面赋能，在 G60 科创云廊和松江科技城，进一步加大投
资建设力度，抢占产业集群高地，增强创新策源功能，释放
产金融和动能，打造产城融合标杆，为松江新城的发展持续
贡献临港智慧和临港力量，为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的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副区长刘福升主持活动，临港集团副总裁徐斌、刘伟，
临港集团首席财务官、副总会计师杨菁，临港集团首席审计
官、副总审计师王鸿伟等参加活动。
据了解，G60 科创云廊自 2015 年 9 月启动建设以来，探
索建设技术领域的“无人区”，经过日以继夜的奋斗，云中巨
舰横空出世，成为了区域性地标建筑。云廊一期开幕，不仅
吸引了联合投资、晨光文具等一批总部型、创新型项目相继
入驻，还集聚了一大批品牌商业，使云廊不但成为产业发展
和谋事创业的热土，同时也成为松江新城极具吸引力的网
红打卡地和城市消费新热点。目前，G60 科创云廊二期已开
工，未来将建成 1.5 公里的世界最长的科创长廊，成为长三
角 G60 科创走廊重要的高端产业空间载体。
第二届松江“五五购物节”将聚焦“科创、时尚、品质”主
题，横跨第二季度，组织策划近 100 项商业活动，打造周周有
亮点、月月有节庆、最新最潮最划算的消费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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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6. 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
指代表中国_____的发展要求、代表中
国_____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_____
的根本利益。
A.先进生产力 社会主义文化 人民群众
B. 社会生产力 先进文化 工人阶级
C. 先进生产力 先进文化 最广大人民
487.2000 年 5 月，江泽民同志在江
苏、浙江、上海考察工作时强调，
“ 三个
代表”是我们党的_____，执政之基，力
量之源。
A. 立国之本
B. 强国之路
C. 立党之本
488.《党章》规定，发展党员必须坚
持_____的原则。
A. 个别吸收
B. 集体吸收
C. 少数服从多数
489. 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最根
本的是要统一体现在_____。
A. 解决实际困难
B. 做好本职工作
C. 不断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上
490.2006 年 10 月 8 日至 11 日，中

明年 10 月明华路竣工通车
申北四路涉铁工程结构贯通
今天现场办公就是学党史、厉行担当，为群众办实事的具体
体现。群众的期盼就是区委、区政府的决策方向，要以时不
我待的紧迫感抓落实。全区上下要把群众的“急难愁盼”装
在心里，坚决杜绝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举一反三、全面梳
理、狠抓落实，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积极回应人民群众
的诉求与期待。施工单位要把好安全关，确保施工安全和
沿线铁路运行安全；严把质量关，把民生工程打造成“民心”
工程；要文明施工，尽量做到不扰民。区交通委总牵头、总
负责，要随时督促协调工程进展；新桥镇党委、政府要履行
好属地责任，及时协调处理问题。这项工程列入区政府重
点督办项目，各方相向发力、共同努力，按照协定方案，务必
确保明年 10 月明华路竣工通车、申北四路涉铁工程结构贯
通，真正以保质保量的项目建设回应群众期盼，真正让政府
和人民群众心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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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1._____，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
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A.1954 年
B.1953 年
C.1956 年
48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
系”是在中共_____首次提出。
A. 十四大
B. 十六大
C. 十七大
483.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
本路线的核心内容是_____。
A.“一个中心，
两个基本点”
B. 自力更生，
艰苦创业
C. 改革开放
484. 党的_____正式把邓小平理
论载入《党章》。
A. 十三大
B. 十四大
C. 十五大
485._____在《论党》一文中，首次
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全党的指导思想。
A. 毛泽东
B. 刘少奇
C. 周恩来

G60 科创云廊灯光秀
及松江制造品牌秀举行
打造以“时尚科技+品质生活”为主题的“松江制造”品牌秀
活动，持续扩大“松江品牌”
“ 松江制造优品”的知晓度和影
响力，凸显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建设中松江先进制造业的产
业广度和深度。
G60 科创云廊三楼市集区设有包括奔腾小家电、90 分智
能跟随行李箱等在内的 25 个“松江制造”高品质生活品牌展
位，以“直播+走播”的形式开展线上同步营销，拓展非接触
式销售渠道，提升“松江制造”品牌影响力，掀起“松江制造
优品”消费高潮。
市科技工作党委副书记王宇，副区长刘福升，临港集团
首席财务官、副总会计师杨菁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