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甲施工企业向乙建材公司购买一批水泥，关于该买卖合

同中水泥毁损，灭失风险承担的说法，正确的是（     ）。

A若由于甲自身过错，导致水泥交付期限推迟一周，灭失的

风险由甲承担的时间相应推迟

B. 若甲拒绝接受水泥或解除合同，则水泥毁损灭失的风险由

乙承担

C. 水泥毁损、灭失的风险，交付之前由乙承担，交付之后由

甲承担

D. 若乙出卖的水泥为在途标的物时，则其损灭失的风险自水

泥交付完成时，由甲承担



答案：C

解析：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

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因买受人的原因

致使标的物不能按照约定的期限交付的，买受人应当自

违反约定之日起承担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出卖人

出卖交由承运人运输的在途标的物，除当事人另有约定

的以外，毁损、灭失的风险自合同成立时起由买受人承

担。



出卖人按照约定未交付有关标的物的单证和资料的，不

影响标的物毁损、灭失风险的转移。因标的物质量不符

合质量要求，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买受人可以拒

绝接受标的物或者解除合同。买受人拒绝接受标的物或

者解除合同的，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



57、根据《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关于建筑业企业资

质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资质，专业承包资质，施

工劳务资质三个序列

B. 国务院办公厅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

C. 省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一监

督管理

D.  企业违反建筑业企业资质规定，违法行为发生地的市级以

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



答案：A

解析：建筑业企业资质分为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和施工

劳务三个序列。国务院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全国建筑业企业

资质的统一监督管理。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住房

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业企业资质的统

一监督管理。建筑业企业违法从事建筑活动的，违法行为

发生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并将违法事实、处理结果或处理建

议及时告知该建筑业企业的资质许可机关。



58、关于施工合同变更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施工合同变更应当办理批准登记手续           

B. 工程变更必须导致施工合同条款变更

C. 施工合同非实质性条款的变更，无需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

D. 当事人对施工合同变更内容约定不明确的推定为未变更

答案：D

解析：合同的变更须经当事人双方协商一致。如果当事人对于合

同变更的内容约定不明确，则将被推定为未变更。



59、根据《安全生产法》，施工企业从业人员发现安全事故

隐患，应当及时向（   ）报告。

A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B. 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项目负责人

C. 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施工企业负责人     

D.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者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答案：C

解析：从业人员发现事故隐患或者其他不安全因素，应当立

即向现场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或者本单位负责人报告，接到报

告的人员应当及时予以处理。



60、根据《招标投标法》，可以确定中标人的主体是（    ）。

A经招标人授权的招标代理机构     

B. 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

C. 经招标人授权的评标委员会      

D.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答案：C

解析：招标人根据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书面评标报告和推荐的

中标候选人确定中标人。招标人也可以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

确定中标人。



61、根据《绿色施工导则》，关于扬尘污染防治的说法，

正确的是（    ）。

A.运送容易散落、飞扬、流漏的物料的车辆，不必采取

措施封闭，严密，但需保证车辆清洁

B.施工现场作业区应当达到目测无扬尘要求

C.构筑物，爆破拆除前，做好扬尘控制计划，应当选择

无风的天气进行爆破作业

D.施工现场出口应当设置洗车槽



答案：D

解析：《绿色施工导则》中规定：（1）运送土方、垃圾、设

备及建筑材料等，不污损场外道路。运输容易散落、飞扬、流

漏的物料的车辆，必须采取措施封闭严密，保证车辆清洁。施

工现场出口应设置洗车槽。（2）施工现场非作业区达到目测

无扬尘的要求。（3）构筑物爆破拆除前，做好扬尘控制计划。

可采用清理积尘、淋湿地面、预湿墙体、屋面敷水袋、楼面蓄

水、建筑外设高压喷雾状水系统、搭设防尘排栅和直升机投水

弹等综合降尘。选择风力小的天气进行爆破作业。



62、关于工程分包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分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资质条件   

B. 中标人可以将中标项目肢解后分别向他人分包

C. 专业分包工程可以再次分包        

D. 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承担按份责任



答案：A

解析：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

担连带责任。违法分包，是指下列行为：（1）总承包

单位将建设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单位的；

（2）建设工程总承包合同中未有约定，又未经建设单

位认可，承包单位将其承包的部分建设工程交由其他单

位完成的；（3）施工总承包单位将建设工程主体结构

的施工分包给其他单位的；（4）分包单位将其承包的

建设工程再分包的。



63、关于必须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建设单位需将工程委托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监理单位

B. 建设单位有权决定是否委托某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

C. 监理单位不能与建设单位有隶属关系

D. 监理单位不能与该工程的设计单位有利害关系



答案：A

解析：实行监理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等级的工程监理单位进行监理，也可以委托具有工程监理

相应资质等级并与被监理工程的施工承包单位没有隶属关系

或者其他利害关系的该工程的设计单位进行监理。按照《建

筑法》的规定，国务院可以规定实行强制监理的建筑工程的

范围。为此，《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下列建

设工程必须实行监理：（1）国家重点建设工程；（2）大中

型公用事业工程；（3）成片开发建设的住宅小区工程；（4）

利用外国政府或者国际组织贷款、援助资金的工程；（5）

国家规定必须实行监理的其他工程。



64、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人身保险合同只能由被保险人与保险人订立      

B. 被保险人不能是受益人

C. 受益人可以由被保险人指定                    

D. 投保人不能是被保险人



答案：C

解析：保险合同是指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

关系的协议。受益人是指人身保险合同中由被保险人或

者投保人指定的享有保险金请求权的人，投保人、被保

险人可以为受益人。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

投保人指定。投保人可以为被保险人。



65、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下列

情形中，移动事故现场物件需满足的条件是（   ）。

A抢救财产的需要                   

B. 疏通交通的需要

C. 经项目负责人同意                   

D. 保证移动物件人员的安全



答案：B

解析：特殊情况需要移动事故现场物件的，必须同时满

足以下条件：（1）移动物件的目的是出于抢救人员、

防止事故扩大以及疏通交通的需要；（2）移动物件必

须经过事故单位负责人或者组织事故调查的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有关部门的

同意；（3）移动物件应当做出标志，绘制现场简图，

拍摄现场照片，对被移动物件应当贴上标签，并作出书

面记录；（4）移动物件应当尽量使现场少受破坏。



66、关于施工中产生的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的说法，正确的

是（     ）。

A. 施工现场的生活垃圾实行散装清运

B. 处置建筑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时，应当随车携带建筑

垃圾处置核准文件

C. 施工企业可以将建筑垃圾交给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个人运输

D. 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处置的，应

当同时向固体废物移出地和接受地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提出申请



答案：B

解析：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封闭式垃圾容器，施工场地生活

垃圾实行袋装化，及时清运。施工单位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

个人或者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运输的单位运输。处置建筑

垃圾的单位在运输建筑垃圾时应当随车携带建筑垃圾处置核

准文件，按照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定的运输路线、时间

运行，不得丢弃、遗撒建筑垃圾，不得超出核准范围承运建

筑垃圾。转移固体废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贮存、

处置的，应当向固体废物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移出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

管部门应当商经接受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方可批准转移该固体废

物出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未经批准的，不得

转移。



67、下列情形中，人民法院应当将被执行人纳入失信被

执行人名单的是（     ）。

A. 拒不执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     

B. 拒绝申请执行人查询财产情况报告的

C. 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D. 以威胁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答案：D

解析：被执行人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具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将其纳人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依法对其进行信用惩戒：（1）有履行能力而

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的（2）以伪造证据、

暴力、威胁等方法妨碍、抗拒执行的 （3）以虚假诉讼、

虚假仲裁或者以隐匿、转移财产等方法规避执行的 （4）

违反财产报告制度的（5）违反限制消费令的 （6）无

正当理由拒不履行执行和解协议的。



68、关于仲裁调解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应当先行调解

B. 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

出裁决

C. 法院在强制执行仲裁裁决时，应当进行调解

D. 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若当事人反悔的调解书

不具有法律效力



答案：B

解析：仲裁庭在作出裁决前，可以先行调解。当事人自

愿调解的，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作

出裁决。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或者

根据协议的结果制作裁决书。调解书与裁决书具有同等

法律效力。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发生法律效

力。在调解书签收前当事人反悔的，仲裁庭应当及时作

出裁决。



69、施工企业征得建设单位同意后，将部分非主体工程分

包给具有相应资质条件的分包单位，关于该工程分包行为的

说法，正确的是（     ）。

A. 分包合同因指定分包而无效     

B. 分包单位应当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施工企业负责

C. 建设单位必须另行为分包工程办理施工许可证

D. 施工企业必须将分包合同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备案



答案：B

解析：总承包单位承包工程后可以全部自行完成，也可

以将其中的部分工程分包给其他承包单位完成，但依法

只能分包部分工程，并且是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建

筑工程总承包单位按照总承包合同的约定对建设单位负

责；分包单位按照分包合同的约定对总承包单位负责。

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

责任。



70、关于建造师不予注册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因执业活动之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自刑事处罚执

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不满五年的

B. 被吊销注册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申请注册之日止

不满三年的

C. 年龄超过60周岁的

D. 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



答案：D

解析：《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中规定，申请人有下列

情形之一的，不予注册：（1）不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的；（2）申请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单位注册的；（3）

未达到注册建造师继续教育要求的；（4）受到刑事处罚，

刑事处罚尚未执行完毕的；（5）因执业活动受到刑事处

罚，自刑事处罚执行完毕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5

年的；（6）因前项规定以外的原因受到刑事处罚，自处

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之日止不满3年的；



（7）被吊销注册证书，自处罚决定之日起至申请注册

之日止不满2年的；（8）在申请注册之日前3年内担任

项目经理期间，所负责项目发生过重大质量和安全事故

的；（9）申请人的聘用单位不符合注册单位要求的；

（10）年龄超过65周岁的；（11）法律、法规规定不

予注册的其他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