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9年江西二级建造师报名时间6月2230日二级建造师考试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6/2021_2022_2009_E5_B9_

B4_E6_B1_9F_c55_586704.htm 百考试题（www.100test.com）讯

：网上报名时间：6月22日9：006月30日17：00报考人员登陆

江西人事考试网（www.jxpta.com）查看有关考试文件及报名

流程。准考证打印时间：10月26日9：0010月30日17：00 为帮

助参加考试的学员有效备考，百考试题特推出09年二级建造

师网校辅导。本次辅导由权威辅导专家赵彦玲，刘国通，黄

志勇，师树东等担任主讲，全部采用视频授课的形式呈现给

广大学员，考生可以随时报名参加学习，所有课程自付费之

日起都可以随时随地任意多次反复学习，直到当期考试结束

后两周关闭。点击进入课程免费试听gt. 关于做好江西省2009

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的通知各设区市人事

局、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建设局（建委）、省直有关单位人

事（干部）处： 根据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建造师执

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2002]111号）、《江

西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赣人字[2005]183

号） 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关于2008年度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建注函[2009]18

号）精神，为做好我省的考试考务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考试安排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住房和城

乡建设厅共同负责江西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考

务工作由省人事考试中心负责，考点统一在南昌设置。 考试

时间为： 10月31日 上午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下午

15：0017：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11月1日 上午 9：0012



：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请各地按照《江西省2009年度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计划》（附件1）认真做好相关

工作。 二、报名条件 报名条件和资格审查按照人事部、建设

部《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

人发[2002]111号）的有关规定执行（附件2）。 三、报名办

法 本考试实行网上报名，考后资格审查，具体为网上注册登

记、照片核查、网上缴费、网上打印准考证、考后资格审查

五个阶段。考生注册登记前，要认真对照报考条件进行报名

，不符合报考条件报名参加考试者，成绩无效，考务费用不

予退还，所产生的后果由考生本人负责。 （一）网上注册登

记。报考人员登陆江西人事考试网（www.jxpta.com）查看有

关考试文件及报名流程。进入考生注册页面，填写本人真实

情况及拟报考的级别、专业、科目，核对信息无误后，上传

考生本人近期（一年以内）电子照片，记下系统自动生成的

报名序号（报名序号及本人身份证号将作为考生登录标识）

，打印《报名表》备考后资格审查用。 （二）照片核查。考

试报名管理机构将对考生网上提供的照片进行核查。考生可

使用身份证号及报名序号登录考生详细信息页面查看照片核

查结果，核查通过的考生，可进入缴费页面进行缴费。 （三

）网上缴费。通过照片核查的考生，可进入缴费页面进行缴

费。未通过照片核查的考生将无法进入缴费页面。已缴费的

考生可使用身份证号及报名序号登陆考生详细信息页面，查

看缴费是否成功。未在网上缴费的考生报名无效。 （四）网

上打印准考证。缴费成功的考生可按附件一规定的时间登录

江西人事考试网打印准考证。 （五）资格审查。实行考后资

格审查。全科成绩合格，符合领取资格证书或相应专业合格



证明的考生，须按附件一规定的时间携带打印的《报名表》

参加资格审查，逾期不到者，视为放弃合格资格。 设区市及

以下报考人员由所在单位审核并在《报名表》上盖章后，到

设区市人事部门进行资格审查；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件的报

考人员，应先持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到设区市建设行政主管部

门进行确认后，再到设区市人事部门进行资格审查。 省直、

中直单位的报考人员由所在单位审核并在《报名表》上盖章

后，到省人事考试中心进行资格审查；符合免试部分科目条

件的报考人员，应先持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到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建管处进行确认后，再到省人事考试中心进行资格审查

。 各地资格审查地点详见江西人事考试网。 资格审查时，报

考人员须提交身份证、毕业证复印件各一张（贴在报名表上

），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毕业证、从事建设工程工作年

限证明及有关证件（均为原件）备审。 凡符合免试部分科目

的报考条件者，除提供有关资格证件外，还须提交本人人事

档案中的工作经历、资历栏原始复印件，并加盖所在单位人

事职称管理部门和业务管理部门印章。 四、考试科目 二级建

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共设三个科目，其中《建设工程法规及相

关知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二个科目为客观题，用2B

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包括

主观题和客观题，客观题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主观题

用黑色墨水笔作答。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

每两年为一个滚动周期），即参加3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

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为合格；符合免试部分科

目的人员必须在一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为合格。 “二

级建造师相应专业考试”为单独列项考试，按非滚动形式实



行管理。已取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可根据实

际工作需要，参加二级建造师相应专业考试（级别为增报专

业）。成绩合格后核发统一印制的相应专业合格证明。该证

明作为注册时增加执业专业类别的依据。按新考生处理，使

用新的档案号。 考生应考时，须携带身份证和准考证，并应

携带黑色墨水笔（用于主观题作答）、2B铅笔、橡皮、计算

器（无声无编程无存储功能）。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

用，考后收回，不再另发草稿纸。 五、信息管理 二级建造师

执业资格考试和二级建造师相应专业考试仍采用《人事考试

管理信息系统PTMIS》进行管理，考试类别、级别、专业及

科目代码见附件3、附件4. 六、考试收费 按照江西省发改委、

江西省财政厅《关于重新核定人事厅人事考试中心考试收费

标准的通知》（赣发改收费字[2006]80号）的规定执行，每人

每科60元。 请各地按本通知精神，认真做好各环节工作，确

保考试顺利进行。 附件： 1、江西省2009年度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计划 2、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

条件（摘录） 3、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代码及名称表 4、

二级建造师相应专业考试代码及名称表 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厅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二OO九年五月二十二日 

附件1：江西省2009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务工作计

划6月22日9：006月30日17：00考生网上注册登记及下载报名

表通过照片审核至7月2日考生网上缴费10月26日9：0010月30

日17：00考生网上打印准考证考试时间10月31日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15：0017：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11

月1日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12月10日前完成评

卷12月31日公布考试成绩2010年1月18至2月1日（正常上班时



间）全科考试通过、符合领取资格证书或相应专业合格证的

考生进行资格审查 附件2：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

件（摘录） 根据人事部、建设部《关于印发（建造师执业资

格制度暂行规定）的通知》（人发[2002]111号）规定，二级

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报考条件如下： 1、凡遵纪守法并具备

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等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管理工作满2年的人员，可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考试（级别为考3科）。 2、对取得二级及以上资质证书的建

筑施工企业项目经理，符合报名条件并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

免试相关科目： （1）具有中级及以上技术职称，从事建设

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可免试《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科目（级别为考2科）。 （2）取得一级资质项目经理证书

，并具有中级及以上工程或工程经济专业技术资格，或取得

一级资质项目经理证书，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

满15年，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和《建设工程法规及相

关知识》2个科目的考试（级别为考1科）。 附件3：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代码及名称表类 别级 别专 业科 目二 级 建 造

师3. 考 3 科11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建筑工程

）02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2 建设工

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03 二

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2 建设工程法

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12 二

级建造师 （矿山工程）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2 建设工程法规及

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山工程）08 二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



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13 二级建造师 

（机电工程）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

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2. 考 2 科11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

务（建筑工程）02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2 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03 二级建造

师 （水利水电工程）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

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12 二级建造师 （矿山工程）2 建

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山工程）08

二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

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13 二级建造师 （机电工

程）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

工程）1. 考 1 科11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建筑工程）02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3 专业工程

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03 二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12 二级建造师 （矿山

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山工程）08 二级建造师（

市政公用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市政公用工程）13 

二级建造师（机电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

） 附件4：二级建造师相应专业考试代码及名称表类 别级 别

专 业科 目二 级 建 造 师1.增报专业11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建筑工程）02 二级建造师 （公路

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03 二级建造师（

水利水电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水利水电工程）12 

二级建造师 （矿山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山工程

）08 二级建造师（市政公用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市政公用工程）13 二级建造师（机电工程）3 专业工程管理

与实务（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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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