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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考考试试  

（一）时间、题型、题量、分值  

一级建造师全国统考《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时间、题型、题量、分值 

序号 科目名称 考试时间 题型 题量 满分 

1 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 

2020 年 

9 月 19 日 

3 小时 

单选题 

多选题 

70 

30 

130 

1.单项选择题（共 70 题，每题 1 分。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最符合题意，共 70 分。）

宁错勿漏。 

宁可错选，不可不选。 

例题（2019 年一级真题）关于保证责任的说法，正确的是(    )。 

A.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为连带责任保

证 

B.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一般保证承担保证责任 

C.当事人对保证的范围没有约定，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 



D.一般保证的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六个月 

答案：C 

解析：（1）当事人在保证合同中约定，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时，由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

为一般保证。连带责任保证的债务人在主合同规定的债务履行期届满没有履行债务的，债权

人可以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也可以要求保证人在其保证范围内承担保证责任。（2）当事

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3）当事人

对保证担保的范围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保证人应当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4）一

般保证的保证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月。连带责

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 6 个

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2.多项选择题（共 30 题，每题 2 分。每题的被选项中，有 2 个或 2 个以上符合题意，至少

有 1 个错误选项。错选本题不得分；少选，所选的每个选项得 0.5 分，共 60 分。） 

宁少勿错。 

宁可少选，不可错选。 

宁可拿不满，不可得零分。 

例题（2019 年一级真题）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关于建设工程质量法定最低保修期限的说法,

正确的有(   )。 

A.屋面防水工程为 5 年 

B.供热与供冷系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C.基础设施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的合理使用年限 

D.装修工程为 5 年 

E.给排水管道为 2 年 



答案：ABCE 

建设工程质量的最低

保修期限(在正常使

用条件下，最低保修

期限) 

（1）基础设施工程、

房屋建筑的地基基础

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 

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

的合理使用年限； 

起始日是竣工验

收合格之日。 

（2）屋面防水工程、

有防水要求的卫生

间、房间和外墙面的

防渗漏 

5 年 

（3）供热与供冷系统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4）电气管线、给排

水管道、设备安装和

装修工程 

2 年 

其他项目 由发包方与承包方约定 

例题（2018 年一级真题）关于工程保修期的说法正确的有（     ）。 

A．基础设施工程的保修期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B．屋面防水工程的保修期为 4 年 

C．建设工程保修期的起始日是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之日 D．保修期结束后返还质量保证金 

E．在保修期内施工企业一直负有维修保修义务 

答案：AE 

（二）命题、合格标准 

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统一划定合格标准。 

  



二二、、教教材材  

（2019 年版） 

主编：张鲁风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9 年 5 月第一版 

 

第八章  解决建设工程纠纷法律制度 

基础   第一章  建设工程基本法律知识 

↓ 

准入   第二章  施工许可制度 

  ↓ 

承揽工程  第三章  建设工程发承包法律制度 

  ↓ 

有章可循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 

可持续发展 第五章  建设工程施工环境保护等法律制度 

    ↓ 

安全第一  第六章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 

百年大计  第七章  建设工程质量法律制度 

三三、、真真题题统统计计分分析析  

（一）一级建造师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试题分布情况（2015 年-2019 年） 

章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第一章   建设工程

基本法律知识  

19 30 28 33 29 

第二章   施工许可

制度 

8 8 10 9 9 

第三章   建设工程

发承包法律制度 

15 13 12 11 11 

第四章   建设工程

合同和劳动合同法

律制度  

 

25 

 

13 

 

17 

 

14 

 

18 

第五章   建设工程

施工环境保护、 

节约能源和文物保

护法律制度  

 

10 

 

10 

 

7 

 

6 

 

7 

第六章   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25 17 18 18 18 

第七章   建设工程 16 21 20 21 20 



质量法律制度  

第八章   解决建设

工程纠纷法律制度  

12 18 18 18 18 

结合真题统计分析，明确考试的重点、难点 

2015 年 、2016 年、2017 年、2018 年、2019 年考题中： 

1、分值分布总体趋向一致； 

2、第一章   建设工程基本法律知识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第六章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第七章   建设工程质量法律制度 

第八章   解决建设工程纠纷法律制度  

所占分值较大，达 100 分以上。 

（二）科目及考题特点 

内容－记忆型 

考试－标准化选择题 

范围－广泛而零散 

深度－相对不太深 

题量－一般 

特点－较枯燥 

（三）总结考题及其变化趋势 

增考点，全覆盖； 

强理解，会应用； 



聚重点，趋稳定。 

四四、、22002200 年年网网校校课课程程特特色色  

 

   

  

  

  

五五、、学学习习原原则则、、计计划划和和方方法法  

原则：教材是基础，真题指方向，方法要正确。 

（一）教材和真题 

2019 年版一级建造师《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011 年—2019 年一级建造师《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真题 

（二）拟定学习计划 

重理解，学习时眼、手、脑并用。 

 

序号 时间 轮次 目的 路径 

1 2020.3—4 月 第一轮 明确考试的重点、难点。 

预习，听 2019

年版精讲班、真

真题+命题变化趋势为原则 

 

全面+系统为导向 

 

讲解+举例+题目相结合为方法 

 

理解+取舍+技巧为手段 

法律责任、数字。如定金、投标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质量保证金等。 

 



题解析课件。 

2 2020.5—6 月 第二轮 

明确教材变化之处，掌握教材的重

点、难点。 

听 2020 年版精

讲班、真题解析

课件，全面学习。 

3 2020.7—8 月 第三轮 补短板、融会贯通，提高答题能力。 

听 2020 年版冲

刺班课件，多做

真题。 

4 2020.9 月 第四轮 温故而知新，确保通过。 

做真题，调整好

心态，迎接考试。

（模考班等） 

（三）学习方法 

薄——厚——薄 

1、抓住重点，循序渐进 

学习的顺序 

第一层次： 

第一章   建设工程基本法律制度  

第二章   施工许可制度 

第三章   建设工程发承包法律制度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1Z304010 建设工程合同制度 

第六章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法律制度 



第七章   建设工程质量法律制度 

第二层次：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1Z304020 劳动合同及劳动关系制度 

第八章   解决建设工程纠纷法律制度 

第三层次： 

第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和劳动合同法律制度 

     1Z304030 相关合同 

第五章   建设工程施工环境保护等法律制度 

2、多做真题，记关键词 

如考点：1Z303013  投标人、投标文件和投标保证金 

三、投标保证金 

项目 规定 

数额 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项目估算价的 2%，但最高不得超过 80 万元人民币。 

有效期 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限制 招标人不得挪用投标保证金。 

提交 实行两阶段招标，招标人要求投标人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在第二阶段提出。 

退还 

（1）招标人终止招标，应当及时退还所收取的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2）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 5 日内向中标人和未中标的投标人退还

投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3）投标人撤回已提交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自收到投标人书面撤回通知之

日起 5 日内退还。 



（4）投标截止后投标人撤销投标文件的，招标人可以不退还投标保证金。 

六六、、回回答答相相关关问问题题  

【2019 年一级真题】95.根据《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关于投标保证金的说法，正确的有

（    ）。 

A.投标保证金有效期应当与投标有效期一致 

B.投标保证金不得超过招标项目估算价的 2% 

C.两阶段招标中要求提交投标保证金的，应当在第一阶段提出 

D.招标人应当在中标通知书发出后，5 日内退还中标人的投标保证金 E.未中标的投标人的投

标保证金及银行同期贷款利息，招标人最迟应当在书面合同签订后 5 日内退还 

答案：AB 

1.前期复习时候学员容易进入的误区 

答： （1）保证时间 

     （2）集中复习 

     （3）抓住重点 

     （4）精做真题 

2.真题、习题，是做还是看？ 

答：（1）做题比看题，效果好。 

   （2）看不进教材，做题。 

3.精讲班内容这么多？全部要记住吗？记不住怎么办？ 

答：（1）不需要，也不可能全部记住； 

   （2）考试题型为选择题，理解即可；   

   （3）精讲班重在理解； 



   （4）涉及数字类、易混淆类，考前强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