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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206400.htm 二、多选题： 73、安

全责任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 A.安全事故处理的责任制 B.

从事建筑活动主体的负责人的责任制 C.从事建筑活动的统计

信息报告的责任制 D.是从事建筑活动主体的职能机构或职能

处室负责人及其工作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E.岗位人员的安

全生产责任制 标准答案：B， D， E 解析：安全责任制的主

要内容包括：一是从事建筑活动主体的负责人的责任制。二

是从事建筑活动主体的职能机构或职能处室负责人及其工作

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三是岗位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制。

74、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的群防群治制度要求（ ）。 A.建

筑企业职工在施工中应当遵守有关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建筑

行业安全规章、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B.建筑企业职工遇有危

及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事故隐患时应当拒绝冒险施工 C.建筑企

业职工有权要求安全生产责任人员消除事故隐患 D.安全生产

责任人员应当认真听取群众意见 E.对于危及生命安全和身体

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控告 标准答案：A， E 解

析：这一制度要求建筑企业职工在施工中应当遵守有关生产

的法律、法规和建筑行业安全规章、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对于危及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行为有权提出批评、检举和

控告。 75、施工中发生事故时，建筑企业应当采取紧急措施

减少人员伤亡和事故损失，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及时向有关

部门报告。事故处理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做到三不放过，

即（ ）。 A.事故责任者未受到处分不放过 B.事故原因不清不



放过 C.事故责任者和群众没有受到教育不放过 D.预防措施漏

洞未弥补不放过 E.压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标准答案：C， E 解

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7条规定，建设单位不

得对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单位提出不符合建设工

程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规定的要求，不得压缩

合同约定的工期。 77、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1条

规定，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将下列资料报

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部门备案（ ） . A.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明 B.建设工程

施工许可证 C.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

说明 D.拆除施工组织方案 E.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 标准答

案：A， C， D 解析：建设单位应当在拆除工程施工15日前

，将下列资料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1）施工单位资质等级证

明； 2）拟拆除建筑物、构筑物及可能危及毗邻建筑的说明

； 3）拆除施工组织方案； 4）堆放、清除废弃物的措施。 78

、根据《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2条的规定，设计

单位的安全责任包括（ ）。 A.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安

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B.设计单位应当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防护

的需要，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中注

明，并对防范安全生产事故提出指导意见 C.采用新结构、新

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设计单位

应当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产安全事

故的措施建议 D.设计单位应当保证建设施工单位所使用设计

方案的安全，不得存有明显的设计缺陷 E.设计单位和注册建



筑师等注册执业人员应当对其设计负责 标准答案：A， E 解

析：设计单位的安全责任 1）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进行设计，防止因设计不合理导致安

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2）设计单位应当考虑施工安全操作和

防护的需要，对涉及施工安全的重点部位和环节在设计文件

中注明，并对防范安全生产事故提出指导意见。 3）采用新

结构、新材料、新工艺的建设工程和特殊结构的建设工程，

设计单位应当在设计中提出保障施工作业人员安全和预防生

产安全事故的措施建议。 4）设计单位和注册建筑师等注册

执业人员应当对其设计负责。 79、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

师应当按照（ ）实施监理，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担监理

责任。 A.建筑工程的国家标准 B.法律、法规 C.工程监理合同

D.建设工程的企业标准 E.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标准答案：B

， E 解析：工程监理单位和监理工程师应当按照法律、法规

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实施监理， 并对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承

担监理责任。 80、《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2条规

定，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提供（ ），并书面告知危险岗

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A.安全防护用具 B.安全防

护手册 C.安全防护服装 D.抢险预案 E.安全防护方法 标准答案

：A， C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2条规

定，施工单位应当向作业人员提供安全防护用具和安全防护

服装，并书面告知危险岗位的操作规程和违章操作的危害。

81、在施工中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时，作业人员有

权（ ）。 A.立即停止作业 B.及时逃生 C.拒绝抢险命令 D.在

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后撤离危险区域 E.要求撤离该区域 标准

答案：A， D 解析：在施工中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



时，作业人员有权立即停止作业或者在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

后撤离危险区域。 8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3

条规定，作业人员应当遵守安全施工的（ ），正确使用安全

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 A.强制性标准 B.规章制度 C.法律法

规 D.操作规程 E.安全守则 标准答案：A， B， D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3条规定，作业人员应当遵

守安全施工的强制性标准、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正确使用

安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等。 83、施工单位采购、租赁的安

全防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 ），

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进行查验。 A.生产（制造）许可证 B.生

产使用许可证 C.使用安全许可证 D.安全使用合格证 E.产品合

格证 标准答案：A， E 解析：施工单位采购、租赁的安全防

护用具、机械设备、施工机具及配件，应当具有生产（制造

）许可证、产品合格证，并在进入施工现场前进行查验。 84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 （ ）、爆破

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专门

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后，方可上

岗作业。 A.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 B.安装拆卸工 C.吊运操作

工 D.起重信号工 E.登高架设作业人员 标准答案：A， B， D

， E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5条规定，

垂直运输机械作业人员、安装拆卸工、爆破作业人员、起重

信号工、登高架设作业人员等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经过专门的安全作业培训，并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

格证书后，方可上岗作业。 85、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

新的施工现场前， 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的人员

，不得上岗作业。 A.在试用期间 B.未颁发教育培训合格证书



C.未经教育培训 D.从前岗位发生过责任事故的 E.教育培训考

核不合格 标准答案：C， E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37条规定，作业人员进入新的岗位或者新的施工

现场前，应当接受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未经教育培训或者教

育培训考核不合格的人员，不得上岗作业。 86、《建设工程

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6条规定，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工

具及配件应当具有（ ）。 A.生产（制造）许可证 B.使用许可

证 C.建筑机械出租许可证 D.建筑机械使用许可证 E.产品合格

证 标准答案：A， E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16条规定，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工具及配件，应当具

有生产（制造）许可证，产品合格证。 87、建设单位办理工

程竣工验收备案一般应提交以下材料（ ）。 A.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表 B.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C.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

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D.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

质量保修书 E.建设工程规划批准书 标准答案：A， B， C， D

解析：建设单位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应提交以下材料： 1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表； 2）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3）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应当由规划、公安消防、环保等部门出具的认

可文件或者准许使用文件； 4）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

修书； 5）法规、规章规定必须提供的其他文件； 6）商品住

宅还应当提交《住宅质量保证书》和《住宅使用说明书》。

88、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其他有关部门收到建设单位的竣工

验收备案文件后，发现建设单位有下列违法行为的，要按照

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 A.工程完成后，未及时申报竣

工验收的 B.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天内未办理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 C.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前擅自使用工程 D.擅自更



换工程的项目经理的 E.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标准答案：B， C， E 解析：建设单位有下列违法行为的，要

按照有关规定予以行政处罚： 1）在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

起15天内未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2）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

前擅自使用工程； 3）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竣工验收备案

。 89、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的规定，建设单位负

有如下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 A.建设单位不得对承包单位

的建设活动进行不合理干预 B.保证建筑工程的竣工合格验收

C.对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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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变

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要有设计方案 E.建设单位应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方可交付

使用 标准答案：A， C， D， E 解析：《建设工程质量管理

条例》第二章明确了建设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建

设单位应当将工程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单位，不得将

工程肢解发包。 （2）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对工程建设项目的

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与工程建设有关的重要设备、

材料 （3）建设单位不得对承包单位的建设活动进行不合理

干预。 （4）施工图设计文件未经审查批准的，建设单位不

得使用。 （5）对必须实行监理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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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建设单

位在领取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之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 （7）涉及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变动的装修工程，建设单位要有设计方案。 （8）建设单

位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建设工程验收合格的

，方可交付使用。 90、《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明确规定



施工单位有如下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 A. 总承包单位对分

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B.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

工程 C.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

同约定，对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

检验，未经检验或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D.不得指定任何

生产厂、供应商 E.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的试块、试件以

及有关材料，应在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监督下现场取样

，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行检测 标准答案

：A， B， C， E 解析：：《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第四章

明确了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1）施工单位应当依

法取得相应资质等级的证书，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内

承揽工程。 （2）施工单位不得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 （3）

总承包单位与分包单位对分包工程的质量承担连带责任。 

（4）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工程设计图纸和施工技术标准施工，

不得擅自修改工程设计，不得偷工减料。 （5）施工单位必

须按照工程设计要求、施工技术标准和合同约定，对建筑材

料、建筑构配件、设备和商品混凝土进行检验，未经检验或

检验不合格的，不得使用。 （6）施工人员对涉及结构安全

的试块、试件以及有关材料，应在建设单位或工程监理单位

监督下现场取样，并送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质量检测单位进

行检测。 （7）建设工程实行质量保修制度，承包单位应履

行保修义务。 91、工程监理企业应当依照（ ），代表建设单

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A.法

律、法规 B.强制性技术标准 C.有关技术标准 D.工程承包合同

E.设计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 标准答案：A， C， E 解析：

工程监理企业应当依照法律、法规以及有关技术标准、设计



文件和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代表建设单位对施工质量实施监

理，并对施工质量承担监理责任。 92、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

度是指建设工程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后，在规定的保修期限

内，因勘察、设计、施工、材料等原因造成的质量缺陷，应

当由施工承包单位负责（ ），由责任单位负责赔偿损失。 A. 

加固 B.维修 C.返工 D.重建 E.更换 标准答案：B， C， E 解析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度是指建设工程在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后，在规定的保修期限内，因勘察、设计、施工、材料等原

因造成的质量缺陷，应当由施工承包单位负责维修、返工或

更换，由责任单位负责赔偿损失。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