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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溪一中 2018-2019 学年下期高一地理校本作业（2）

必修二第二节：人口的空间变化

第三节：人口的合理容量

外出农民工在春节返乡后，一部分人不再回到

务工的远方大城市，转而选择离家不远的务工地，

这一现象称为务工潮“倒吸”现象。下图为我国近

几年农民工数量增长情况分析。读图回答 1-3小题。

1.2012～2015 年农民工总量增速回落的原因可能

是( )

①农村人口数量减少 ②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增

加 ③城市就业机会减少 ④农村地区经济发展，

收入增加

A.①② B.②③ C.①④ D.②④

2.出现务工潮“倒吸”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

A.交通条件改善，空气质量良好

B.中西部承接产业转移，就业机会增多

C.人口政策调整，生育放开二胎

D.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支出快速增加，净收入少

3.外出进城务工人员数量仍然超过本地进城务工

人员数量，那么外出进城务工人员会给城市带来

的社会问题最可能是( )

A.春运期间交通运输压力仍然很大

B.城市交通更加拥堵

C.农村出现的留守老人和儿童增加

D.社会治安问题严重

近年来，不少在城市积累了资金、习得专长的

农民工，开始逆向流动、返乡创业。这类人，被煤

体称为“城归”。据统计，近年来“城归”人数累

计达到 450 万。随着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的乡村振

兴战略的实施，将有更多的“城归”返乡创业，这

将给家乡的社会经齐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现实影

响。据此完成 4-5 问题。

4.“城归”返乡创业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是（ ）

A.乡村土地无人耕种，大面积的撂荒

B.城市生活成本过高，环境污染严重

C.城市产业已达饱和，经济效益不断下降

D.国家优惠政策实施，乡村经济蓄势发展

5.“城归”现象给乡村最先带来的社会效益( )

A.增加家庭收入，改善环境质量

B.促进农业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

C.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

D.有效解决留守儿童和老龄化问题

6.“城归”现象给乡村带来的是人口红利升级，人

口红利升级指的是（ ）

A.技能与素质的提升

B.年龄构成的年轻化

C.数量的大幅度提高

D.性别结构的均衡化

7.阅读相关人口信息图表，回答下列问题。

材料一：2017 年我国跨省流动人口地区构成情况

和流动人口城乡结构表

占全国流动总人口的比重

跨省流动人口地

区构成

流出 流入

四川 16.8%

安徽 11.3%

湖南 11.0%

江西 8.6%

河南 7.4%

湖北 6.3%

其余 38.6%

广东 36.7%

浙江 9.0%

上海 7.6%

江苏 6.4%

北京 6.6%

福建 5.1%

其余 28.6%

流动人口

城乡构成

乡村 75.6% 22.8%

城市 24.4% 77.2%

2017 年我国流动人口总数：26139 万（人）

材料二: “2017 年我国人口年龄构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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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据材料一说明我国近年来人口流动的特点。

(2)简析我国人口大规模流动的主要原因。

(3)评价人口大量流动对流入地带来的影响。

(4)从材料二中可以看出， 现阶段我国人口的年龄

结构存在 问题。目前，中西部地

区农村人口的这一问题比城市严重， 其主要原

因？

8.阅读图文材料，完成下列问题。

材料一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北京举行。会议为沿线国家

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明确了行动方案。“一带一路”

分别指陆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在“一带一路”战略指引下，往返于中国和欧

洲之间的铁路货运“中欧班列”应运而生，正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材料二 中欧班列运行线路示意图。

（1）“一带一路”穿越地广人稀的中亚地区，请

你说出制约中亚地区环境人口容量的主要因

素，并分析该因素形成的自然原因。

（3）请你为“带一路”沿线地区的经济可持续发

展提出合理化建议。

9.读 2006～2014 年海淀区人口增长数据图及文字

资料，完成下列问题。

常住人口由户籍人口和常住外来人口构成。

海淀区是北京中心城区和全国科技创新中心

核心区，对支持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推进京津冀

协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2016 年海淀区要从探索

产业有序转移和跨区域协同创新机制入手，在人口

疏解方面，海淀区 2016 年计划减少 10 万人。

（1）描述海淀区常住人口的变化特点。

（2）对于 2016 年海淀计划减少 10 万人这一目标，

你觉得能实现吗？请说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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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全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约 313.3 万，占总人口的

23.4%，老龄化程度居全国第二位。

（3）为了缓解北京市老龄化的问题可以采取的合

理措施有______。（选择填空）

A.继续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

B.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吸引外来人口

C.完善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求

D.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提高服务水平

（4）目前，北京市有越来越多的候鸟老人，每到

冬季，就飞往海南、云南等地过冬。试分析

这种季节性人口迁移背后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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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和解析

1-3ABA

4-6DDA

 4. D 考查“城归”返乡创业现象出现的主要原因，

旨在考查学生分析材料、获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

识的能力。掌握影响人口迁移的因素是解题的关

键。

由材料可知，随着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

的实施，使得城归返乡创业，给家乡社会经济发展

带来很多现实影响，导致城归返乡创业的出现与国

家优惠政策实施，乡村经济蓄势发展有关，D对.

5.D 考查“城归”现象给乡村带来的社会效益，旨

在考查学生分析材料、获取信息、调动和运用知识

的能力。掌握“城归”现象给乡村带来的社会效益

是解题的关键。

过去由于大量农民工进程务工，使得农村产生

大量的留守儿童和农村老年人口占比上升，而随着

城归现象的出现，可以有效解决留守儿童和老龄化

问题，而增加家庭收入和促进农业规模化属于带来

的经济效益，不属于社会效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及基础设施建设不是首先带来的效益，D对。

6.A

7.考查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影响因素及人口流动

的影响，旨在考查学生获取和解读信息能力、调动

和运用知识能力。熟悉我国人口流动的特点、影响

因素及人口流动的影响是解答本题的关键。

（1）人口流动规模大；流动人口从中西部地区流

向东南沿海地区；从农村流向城市。

（2）农村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城乡之间、地区之

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

（3）有利：提供大量劳动力；缓解老龄化，促进

经济发展。不利：增加了公共设施的负担和城市管

理的难度；住房、卫生、交通、教育、城市环境等

方面产生巨大压力。

8.（1）制约因素：水源。自然原因：深居内陆，

远离海洋，海洋水汽难以到达，降水量少。

（2）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交通设施、提高运

输能力；促进对外开放，加强国际合作，积极发展

对外贸易；增加科技投入，提高资源利用率，把经

济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

建设，防治污染；促进产业升级，转变经济增长方

式，发展循环经。(注意：经济可持续发展措施从

生态、经济、社会三方面分析)

9.（1）常住人口数量增加；常住外来人口增长速

度快（增长数量多）或户籍人口增长缓慢（增长数

量少）。

（2）表达观点，说明理由合理即可（3） CD

（4）北京属于温带季风气候，冬季气候寒冷，降

水少；海南、云南等地纬度低，冬季气温高，气候

温暖 ，适宜老年人过冬；北京经济发达，工业发

达，城市环境质量差；现代交通发达，经济收入水

平高，能够满足老人到海南、云南等地过冬的经济

需求。

（从两地之间的气候或环境质量；交通条件或经济

收入水平等方面回答）

（1）考查海淀区常住人口的变化特点，旨在考查

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能力和获取解读图形信息能力。

掌握海淀区常住人口的变化特点是解题的关键。可

从常住人口的数量和增长速度来分析。

（2）考查人口增长的相关知识，旨在考查学生调

动运用知识能力和获取解读图形信息能力。掌握人

口增长的相关知识是解题的关键。本题为开放性试

题，只有言之有理即可。

可从老龄化现象严重，死亡率上升来分析。如

果不同意可从人口迁入数量在不断增加来分析。

（3）考查缓解北京市老龄化的问题的合理措施，

旨在考查学生调动运用知识能力和获取解读图形

信息能力。掌握缓解北京市老龄化的问题的合理措

施是解题的关键。

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全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

年人口约 313.3 万，占总人口的 23.4％，老龄化程

度居全国第二位。老年人数增加，所以需要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满足老年人的需要，同时加快发展养

老服务业，提高服务水平，CD 正确；执行计划生育

政策，出生率下降，加剧老龄化，A 错误；北京经

济发达，劳动力工资高，不适宜发展劳动密集型工

业，B错误。故选 CD。

（4）考查季节性人口迁移的原因，旨在考查学生

调动运用知识能力和获取解读图形信息能力。掌握

季节性人口迁移的原因是解题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