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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_BC_97_E4_B8_80_E7_c54_522934.htm １. 领取施工许可证

后因故不能按期开工的，应当在期满之前申请延期，但延期

以（ ）为限，每次不超过（ ）。 A. 三次，三个月 B. 两次，

两个月 C. 两次，三个月 D. 三次，两个月 ２. 联合投标是指两

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 以一个投标人

的身份共同投标。下列关于投标联合体的叙述中不正确的是 (

) 。 A. 联合体各方均应当具备承担招标项目的相应能力；国

家有关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对投标人资格条件有规定的, 联合体

各方均应当具备规定的相应资格条件 B. 由同一专业的单位组

成的联合体, 按照资质等级较低的单位确定资质等级 C．联合

体内部各方应当订立共同投标协议 , 但该协议由于不属于投

标文件, 因此不必提交招标人 D. 联合体中标的, 联合体各方应

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边带责

任 7．我国《担保法》规定，保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一般

保证，二是连带保证。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的, 按

( ) 承担保证责任。 A. 一般保证 B. 一般保证或者连带保证 C. 

连带保证 D. 一般保证和连带保证两种保证方式中保证责任较

重的保证方式 8．根据《合同法》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

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 

构成违约行为 , 赔偿对方当事人损失的数额应当 ( ) 。 A. 包括

违反合同一方在订立合同时应当预见到的损失 B. 包括当事人

在合同履行后应当能获得的利益 C. 不包括当事人一方在订立

合同时可以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会给对方造成的损失 D. 



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不得超过应当预见到的因

违反合同可能会造成的损失 9.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规定，在正常使用条件下，下列关于建设工程最低保修期

限正确的表述是（ ）。 A. 基础设施工程、房屋建筑的地基基

础和主体结构工程为70年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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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5年 C. 电气管线、给排水管

道、设备安装和装修工程为5年 D. 基础设施工程为100年，房

屋建筑的地基基础和主体结构工程为70年 (www.100test.com百

考试题一级建造师) 10. 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应当与主体工

程竣工验收同时进行。需要进行试生产的建设项目, 建设单位

应当自建设项目投入试生产之日起 ( ) 内, 向审批该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环境影响登记表的环

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 申请该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

保护设施竣工验收。 A. 一个月 B. 两个月 C. 三个月 D. 六个月

11. 对于建筑工程一切险的免赔额的确定 , 第三者责任险中财

产损失的免赔额为每次事故赔偿限额的 1%-2%, 但 ( ) 没有免

赔额。 A. 人身伤害 B. 搬运损失 C. 抢劫受损 D. 意外损害 12. 

招标投标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签订合同,而合同的订立需要经过

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则正确的表述是（ ）。 A. 招标是要约

，投标是承诺； B. 招标是要约邀请，投标是要约； C. 投标是

要约邀请，中标通知是要约； D. 招标是要约，中标通知是承

诺。 13.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定, 在城市市区范围内, 建

筑施工过程可能产生噪声污染, 施工单位须在开工 ( ) 以前向

所在地县以上环境行政主管部门申报该工程采取的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情况。 A.10 天 B.15 天 C .20 天 D.30 天 14. 下列附条

件合同效力的描述，正确的是（ ）。 A. 附生效条件的合同，



自条件成就时失效 B. 附解除条件的合同，自条件成就时生效

C. 在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当事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

条件成就时，该合同生效 Ｄ．在附解除条件的合同，当事人

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时，该合同继续有效 15. 

当事人约定由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 正确的说法是( ) 。

A. 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以债务人和第三人的约定为前提

B. 第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因此而成为合同的当事人 C. 第

三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 不得损害债权人的利益 D. 第三人未

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应向债权人承担违约责任 16. 关于共同

投标协议的说法中错误的是 ( )。 A. 共同投标协议属于合同关

系 B. 共同投标协议必须详细、明确, 以免日后发生争议 C. 共

同协议不应同技标文件一并提交招标人 D. 联合体内部各方通

过共同投标协议明确约定各方在中标后要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17. 当事人在订立合同过程中, 一方故意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

的重要事实, 给对方造成损失的, 应承担 ( ) 责任。 A. 风险损害

赔偿 B. 双倍返还定金 C. 缔约过失 D. 违约赔偿 18. 甲乙两人签

订合同时对免责条款的约定如下 , 其中有效的免责条款是 ( )

。 A. 因乙的行为, 使甲的身体健康遭受损害, 免除责任 B. 因乙

的行为, 使甲的名誉遭受损害, 免除责任 C. 因乙的过失行为, 

使甲遭受财产损失, 免除责任 D. 因乙的重大过失行为, 使甲遭

受财产损失, 免除责任 19. 下列关于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 表

述正确的是 ( ) 。 A. 建设单位应当提供地下管线资料, 但通过

约定可以免除其保证资料真实准确完整的责任 B. 建设单位应

当提供施工现场的地下管线资料, 毗邻区域的地下管线资料由

施工单位负责收集 C. 建设单位经与施工单位协商后, 可以压

缩合同约定的工期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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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下列不属

于行政处罚的是（ ）。 A. 警告 B. 罚款 C. 没收违法所得 D. 没

收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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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