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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BA_A7_E5_BB_BA_E9_c54_206401.htm 一、单选题： 1、（ 

）是建筑生产中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是所有安全规章制

度的核心。 A.质量事故处理制度 B.质量事故统计报告制度 C.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D.安全生产监督制度 标准答案：C 解析：

安全生产责任制度是建筑生产中最基本的安全管理制度，是

所有安全规章制度的核心。 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基本

制度中，不包括（ ）。 A.群防群治制度 B.伤亡事故处理报告

制度 C.事故预防制度 D.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标准答案：C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基本制度包括： （1）安全生产责

任制度 （2）群防群治制度 （3）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4

）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5）伤亡事故处理报告制度 （6）安全

责任追究制度 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

、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

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

的有关资料，并保证资料的（ ）。 A.清楚、精确、翔实 B.客

观、准确、完整 C.清楚、准确、完整 D.真实、准确、完整 标

准答案：D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6条规定

，建设单位应当向施工单位提供施工现场及毗邻区域内供水

、排水、供电、供气、供热、通信、广播电视等地下管线资

料，气象和水文观测资料、相邻建筑物和构筑物、地下工程

的有关资料， 并保证资料的真实、准确、完整。 4、《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8条规定，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



算时，应当确定（ ）所需费用。 A.抢险救灾 B.建设工程安全

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 C.对相关人员的培训教育 D.建筑工

程安全作业 标准答案：B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8条规定，建设单位在编制工程概算时，应当确定建

设工程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 5、《建设

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建设单位在申请领取

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 ）。 A.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工措

施的资料 B.建设工程的全部造价 C.建设工程相应的施工进度

D.建设工程安全生产负责人员名单 标准答案：A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建设单位在申请

领取施工许可证时，应当提供建设工程有关安全施工措施的

资料。 6、《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0条规定，依法

批准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

日起（ ）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 A.30日 B.60日 C.15日 D.90日 标准答案：C 解析：依法批准

开工报告的建设工程，建设单位应当自开工报告批准之日

起15日内，将保证安全施工的措施报送建设工程所在地的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备案。

7、《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建设单位应

当将拆除工程发包给（ ）的施工单位。 标准答案：B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4条第1款规定，工程监理单

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

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9、《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

中，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



况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 ）。 A.暂时停止施工， 并及

时报告建设单位 B.终止施工 C.与建设单位协商 D.与建设单位

解除承包合同 标准答案：A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

理条例》第14条第2款规定，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

，发现存在安全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

严重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

单位。 10、工程监理单位在实施监理过程中，发现存在安全

事故隐患的，应当要求施工单位整改；情况严重的，应当要

求施工单位暂时停止施工，并及时报告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 ）

报告。 A.建设单位 B.有关主管部门 C.建设行政部门 D.当地人

民政府 标准答案：B 解析：施工单位拒不整改或者不停止施

工的，工程监理单位应当及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11、《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14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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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全部责任 B.部分

责任 C.监理责任 D.过错责任 标准答案：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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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建设工程实行施工

总承包的，由（ ）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负总责。 A.建设单

位 B.施工单位 C.具体的施工单位 D.总承包单位 标准答案：D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4条规定，建设

工程实行施工总承包的，由总承包单位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

产负总责。 13、《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规定， 总承

包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



明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

单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 ）。 A.各自相应的责任 B.

连带责任 C.按份责任 D.补充责任 标准答案：B 解析：总承包

单位依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合同中应当明

确各自的安全生产方面的权利、义务。总承包单位和分包单

位对分包工程的安全生产承担连带责任。 14、总承包单位依

法将建设工程分包给其他单位的，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包

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事

故的，由分包单位承担（ ）。 A.全部责任 B.次要责任 C.主要

责任 D.同等责任 标准答案：C 解析：分包单位应当接受总承

包单位的安全生产管理，分包单位不服从管理导致生产安全

事故的，由分包单位承担主要责任。 15、《建设工程安全生

产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施工单位对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

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施所需费用，应当用于（ ），不

得挪作他用。 A.改善施工环境和对有关人员进行安全教育 B.

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

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 C.工程抢险预案的研究和有关用具

的采买 D.工程建设救护设施的建设和救护用具的采买 标准答

案：B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2条规定，

施工单位对列入建设工程概算的安全作业环境及安全施工措

施所需费用，应当用于施工安全防护用具及设施的采购和更

新、安全施工措施的落实、安全生产条件的改善，不得挪作

他用。 16、《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施

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措施和施工现场

（ ）方案。 A.抢险救灾 B.人员疏散 C.临时用电 D.抢险物资

使用 标准答案：C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第26条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组织设计中编制安全技术

措施和施工现场临时用电方案。 17、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

的，施工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 ）承担，或

按照合同约定执行。 A.施工单位 B.责任方 C.建设单位 D.暂停

决定方 标准答案：B 解析：施工现场暂时停止施工的，施工

单位应当做好现场防护，所需费用由责任方承担，或按照合

同约定执行。 18、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8条第1款

规定，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人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

时用电设施、脚手架、出入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

洞口、桥梁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

和液体存放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 ）。 A.危险标志 B.

安全警示标志 C.隔离标志 D.危险施工标志 标准答案：B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8条第1款规定，施工

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人口处、施工起重机械、临时用电设施

、脚手架、出人通道口、楼梯口、电梯井口、孔洞口、桥梁

口、隧道口、基坑边沿、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放

处等危险部位，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 19、施工单位应

当将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与作业区分开设置， 并保持安

全距离，办公、生活区的选址应当符合（ ）。 A.安全性要求

B.强制性标准 C.建设单位要求 D.安全标准 标准答案：A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29条规定，施工单位

应当将施工现场的办公、生活区与作业区分开设置，并保持

安全距离；办公、生活区的选址应当符合安全性要求。 2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施工单位因建

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

等， 应当采取（ ）措施。 A.特殊保护 B.专项保护 C.强制性



保护 D.法定保护 标准答案：B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

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施工单位因建设工程施工可能造成

损害的毗邻建筑物、构筑物和地下管线等，应当采取专项保

护措施。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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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付。 A.施工单

位 B.建设单位 C.总承包单位 D.用工单位 标准答案：A 解析：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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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第38条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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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伤害保险期限自建设工程开

工之日起至（ ）止。 A.施工结束 B.竣工验收合格 C.工程投入

使用 D.工程保修期结束 标准答案：B 解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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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建设工程开工之日起至竣工验收合格止。 23、出租机械设

备的单位应当对出租的机械设备和施工工具及配件的安全性

能进行检测，在签订租赁协议时应当出具（ ）。 A.检测合格

证明 B.生产（制造）许可证 C.产品合格证 D.建筑机械使用许

可证 标准答案：A 解析：出租单位应当对出租的机械设备和

施工工具及配件的安全性能进行检测，在签订租赁协议时，

应当出具检测合格证明。 24、建设工程质量必须实行（ ）监

督管理。 A.建设单位 B.建立单位 C.工商行政 D.政府 标准答

案：D 解析：建设工程质量必须实行政府监督管理。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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