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6、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可进行

的活动是（    ）。

A. 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活

动   

B. 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

C. 在核心保护区范围内进行影视摄制、举办大型群众

性活动

D. 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物品的工厂、仓库



答案：C

解析：《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规定，在历

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内禁止进行下列活动：

（1）开山、采石、开矿等破坏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

活动; （2）占用保护规划确定保留的园林绿地、河湖水

系道路等; （3）修建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

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厂、仓库等；（4）在历史

建筑上刻划、涂污。



27、安全生产许可证发管理机关发现施工企业不再具安

全生产条件时，可以采取的措施是（）。

A. 撤销安全生产许可证     

B. 责令停业    

C. 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      

D. 处以罚款



答案：C

解析：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在审核发放施工许可证时，

应当对已经确定的建筑施工企业是否有安全生产许可证

进行审查，对没有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不得颁发施

工许可证。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机关发现企业不再

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暂扣或者吊销安全生产许可

证。企业不得转让、冒用安全生产许可证或者使用伪造

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28、下列情形中，产生合同之债的是（    ）。

A. 施工企业与监理单位恶意串通造成建设单位损失 

B. 建设单位与施工企业签订施工承包协议书

C. 施工现场的砖块坠落砸伤现场外的行人 

D. 施工企业将本应当汇给甲的设备租赁款汇给了乙



答案：B

解析：施工合同的订立，会在施工单位与建设单位之间

产生债;材料设备买卖合同的订立，会在施工单位与材料

设备供应商之间产生债的关系。A 选项属于违法行为，

B选项是合同之债，C选项是侵权之债，D选项中施工企

业与甲属于合同之债，与乙属于不当得利之债。



29、某建筑工程一切险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承保，损失

发生后，被保险人分别向不同的保险公司提出赔偿要求

的依据是（    ）。

A. 投保时先后       

B. 投保金额小           

C. 协商结果        

D. 约定比例



答案：D

解析：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财产全部损失，应当按照全

损进行保险索赔。保险单上载明的保险财产没有全部损

失，应当按照部分损失进行保险索赔。但是，财产虽然

没有全部毁损或者灭失，但其损坏程度已达到无法修理，

或者虽然能够修理但修理费将超过赔偿金额的，也应当

按照全损进行索赔。如果一个建设工程项目同时由多家

保险公司承保，则应当按照约定的比例分别向不同的保

险公司提出索赔要求。



30、关于投标文件的送达和接收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投标文件逾期送达的，可以推迟开标

B.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得拒收

C. 招标人签收投标文件后，特殊情况下，经批准可以在

开场前开启投标文件

D. 招标文件可以在法定拒收情形外另行规定投标文件的

拒收情况



答案：D

解析：《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规定，未通过资格预审

的申请人提交的投标文件，以及逾期送达或者不按照招

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应当拒收。招标人

应当如实记载投标文件的送达时间和密封情况，并存档

备查。AB错误；招标人开场前开启投标文件，属于违法

行为，C错误；《招标投标法》规定，招标人应当根据

招标项目的特点和需要编制招标文件。



招标文件应当包括招标项目的技术要求对投标人资格审

查的标准，投标报价要求和评标标准等所有实质性要求

和条件以及拟签合同的主要条款。国家对招标项目的技

术、标准有规定的，招标人应当按照其规定在招标文件

中提出相应要求，D正确。



31、某施工企业向某建筑材料供应商发出购买建筑材料

的要约，该建筑材料供应商在承诺有效期内对该要约作

出了完全同意的答复，则该卖合同成立的时间为（    ）。

A. 建筑材料供应商的答复文件到达施工企业时     

B. 施工企业发出订购建筑材料的要约时

C. 建筑材料供应商发出答复文件时   

D. 施工企业订购建筑材料的要约到达建筑材料供应商时



答案：A

解析：承诺通知到达要约人时生效。承诺不需要通知的，

根据交易习惯或者要约的要求作出承诺的行为时生效。



32、关于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强制执行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执行标的灭失的，中止执行               

B. 执行可能造成难以弥补损失的，终结执行

C. 一律不得在夜间或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执行

D. 执行完毕后，据以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销的，应当恢

复原状或者退换财物



答案：D（超纲题目）

解析：执行标的灭失的，终结执行，A错误；执行可能

造成难以弥补损失的，中止执行，B错误；行政机关不

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带执行。但是，情

况紧急的除外。C错误；在执行中或者执行完毕后，据

执行的行政决定被撤媒销、变更，或者执行错误的，应

当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不能恢复原状或者退还财物的

依法给予赔偿，D正确。



33、关于承揽合同解除的说法，正确的是（）

A. 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承

揽人即可解除合同

B. 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定作

人可以解除合同

C. 承揽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定作人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D. 定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揽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答案：D

解析：定作人不履行协助义务致使承揽工作不能完成的，

承揽人可以催告定作人在合理期限内履行义务，并可以

顺延履行期限;定作人逾期不履行的，承揽人可以依法解

除合同。A错误；承揽人将其承揽的主要工作交由第三

人完成的，应当就第三人完成的工作成果向定作人负责;

未经定作人同意的，定作人可以解除合同。B错误；定

作人可以随时解除承找合同，造成承揽人损失的，应当

赔偿损失。



34、关于工程建设企业标准实施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企业可以不公开其执行的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

B. 企业执行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的，其产品的功能指标

和性能指标不必公开

C. 国家实行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督制度

D. 企业标准应当通过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



答案：C

解析：国家实行团体标准、企业标准自我声明公开和监

督制度。企业应当公开其执行的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

准、团体标准或者企业标准的编号和名称；企业执行自

行制定的企业标的，还应当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

和产品的性能指标。国家鼓励团体标准、企业标准通过

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向社会公开。企业应当按照标准

组织生产经营活动，其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应当符

合企业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



35、建设项目完工后，施工企业已提交竣工验收报告，

如建设单位未组织竣工验收，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

工日期有争议的，该项目的竣工日期（   ）。

A. 相应顺延                            

B. 以施工企业提交竣工验收报告之日为准

C. 以合同约定的计划竣工日期为准        

D. 以实际通过竣工验收之日为准



答案：B

解析：当事人对建设工程实际竣工日期有争议的，按照

以下情形分别处理：（1）建设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的，

以竣工验收合格之日为竣工日期；（2）承包人已经提

交竣工验收报告，发包人拖延验收的，以承包人提交验

收报告之日为竣工日期；（3）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

发包人擅自使用的，以转移占有建设工程之日为竣工日

期。



36、关于建设工程刑事责任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刑事责任是法律责任中最严重的一种，不包括没收财

产

B.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C. 强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的，应当

承担刑事责任

D. 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害招标人利益的，应当

单处罚金



答案：C

解析：《刑法》规定，刑罚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包括

（1）管制；（2）拘役；（3）有期徒刑；（4）无期徒刑；

（5）死刑。附加刑包括（I ）罚金；（2）剥夺政治权利；

（2）没收财产；（4）驱逐出境。 A错误。根据《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全刑事案件适用

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

“造成重大安全事故对直接责任人员，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并处罚金：（1）造成死亡1 人以上，或者重伤3 

人以上的；



（2）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00 万元以上的；（3）其他造

成严重后果或者重大安全事故的情形。B 错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危害生产安

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应当认定为“强

令他人违章冒险作业”：（1）利用组织、指挥、管理

职权、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2）采取威逼、胁迫、

恐吓等手段，强制他人违章作业的；（3）故意掩盖事

故隐患，组织他人违章作业的。C正确。



《刑法》 第223条规定，投标人相互串通投标报价，损

害招标人或者其他投标人利益，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投标人与招标

人串通投标。损害国家、集体公民的合法利益的，依照

以上规定外罚。D选项错误。



37、某施工现场围挡倒塌造成路上行人腿部骨折，应当

由（     ）承担连带责任。

A. 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                 

B. 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

C. 监理单位和施工企业                 

D. 道路管理部门和施工企业

答案：A

解析：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倒塌造成他人损害

的，由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



38、根据《建筑法》，属于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法定条

件的是（    ）。

A. 项目复杂，施工难度大的，已经投保建筑工程一切险    

B. 需要拆迁的，拆迁工作已完成

C. 按照规定应当委托监理的工程，已委托监理           

D. 已经确定建筑施工企业



答案：D

解析：《建筑工程施工许可管理办法》进一步规定，建

设单位申请领取施工许可证，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并提

交相应的证明文件：（1）依法应当办理用地批准手续

的，已经办理该建筑工程用地批准手续；（2）在城市、

慎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3）施工场地已经基本具备施工条件，需要征收房屋

的，其进度符合施工要求;（4）已经确定施工企业；



（5）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技术资料，施工图设计文件已

按规定审查合格；（6）有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的具体

措施；（7）建设资金已经落实，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建

设资金已经落实承诺书；（8）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

其他条件。



39、使用承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由（     ）

共同进行验收。

A. 建设单位、监理单位和施工企业                  

B. 监理单位、施工企业和安装单位

C. 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

D. 建设单位、施工企业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答案：C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施工单位

在使用施工起重机械，整体提升脚手架模板等自升式架

设设施前，应当组织有关单位进行验收，也可以委托具

有相应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进行验收;使用承租的机械设

备和施工机具及配件的，由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

出租单位和安装单位共同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方可使

用。“四方验收”。



40、关于建筑意外伤害保险的说法，正确的是（    ）。

A. 应当由建设单位统一投保               

B. 保险期限自开工之日起算

C. 费用由作业人员负担                   

D. 保险期限至缺陷责任期届满之日止



答案：B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还规定，施工单

位应当为施工现场从事危险作业的人员办理意外伤害保

险。意外伤害保险费由施工单位支付。实行施工总承包

的，由总承包单位支付意外伤害保险费。意外伤害保险

期限在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止。



41、根据担保法，可以质押的财产是（    ）。

A. 耕地使用权   

B.  建筑物      

C.  生产设备          

D. 土地所有权

答案：C

解析：质押分为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动产质押是指债

务人或者第三人将其动产移交债权人占有，将该动产作

为债权的担保。能够用作质押的动产没有限制。



42、根据《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管理规定》，建

筑施工企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经过住房城乡建设主

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考核合格的人员是（     ）。

A.主要负责人，部门负责人和项目负责人  

B.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C. 部门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D. 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和从业人员



答案：B

解析：施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专职安全

生产管理人员应当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部门考

核合格后方可任职。



43、关于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建设单位擅自使用后，又

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建设单位以装饰工程质量不符合约定主张保修的，应予支

持

B. 凡不符合合同约定或者验收规范的工程质量问题，施工企

业均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C. 施工企业的保修责任可以全部免除

D. 施工企业应当在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础和主体

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答案：D

解析：建设工程未经竣工验收，发包人擅自使用后，又

以使用部分质量不符合约定为由主张权利的，不予支持；

但是承包人应当在建设工程的合理使用寿命内对地基基

础工程和主体结构质量承担民事责任。



44、关于建筑市场诚信行为公布的说法，正确的是

（    ）。

A. 针对不良行为的整改结果不需要公示

B. 应当将整改结果列于相应不良记录后，供有关部门和

社会公众查询

C. 对于警告，罚款和责令整改的行政处理，都应当给予

公告

D. 对于拒绝不整改，或者整改不力的单位，信息发布部

门可以延长其整改期限。



答案：B

解析：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审查

整改结果，对整改确有实效的，由企业提出申请，经批

准，可缩短其不良行为记录信息公布期限，但公布期限

最短不得少于3 个月，同时将整改结果列于相应不良行

为记录后，供有关部门和社会公众查询；对于拒不整改

或整改不力的单位，信息发布部门可延长其不良行为记

录信息公布期限。



《招标投标违法行为记录公告暂行办法》规定，对招标

投标违法行为所作出的以下行政处理决定应给予公告

（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4） 暂停或

者取消招标代理资格（5）取消在一定时期内参加依法

必须进行招标的项目的投标资格（6）取消担任评标委

员会成员的资格（7）暂停项目执行或追回己拨付资金

（8）暂停安排国家建设资金（ 9 ）暂停建设项目的审

查批准（10）行政主管部门依法作出的其他行政处理决

定。



45、下列行为中，属于建设工程施工企业承揽业务不良

的（   ）。

A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               

B. 拖欠工程款

C. 允许其他单位或个人以本单位名义承揽工程   

D. 对建筑安全事故隐患，不采取措施予以消除



答案：A

解析：承揽业务不良行为认定标准（1）利用向发包单

位及其工作人员行贿、提供回扣或者给予其他好处等不

正当手段承揽业务的（2）相互串通投标或与招标人串

通投标的，以向招标人或评标委员会成员行贿的手段谋

取中标的（3）以他人名义投标或以其他方式弄虚作假，

骗取中标的（4）不按照与招标人订立的合同履行义务，

情节严重的（5）将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