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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6/2021_2022__E6_B9_96_E

5_8C_97_E7_9C_812_c55_586721.htm 百考试题

（www.100test.com）讯：具体网上报名、缴费、准考证下载

办法请登陆湖北人事考试网（网址：www.hbrsks.gov.cn）查询

。网上报名时间：2009年6月2日9：006月11日16：00.资格审查

时间为2009年6月2日9：006月12日16：00（双休日除外）省直

缴费确认时间为2009年6月2日9：006月13日16：00.准考证下载

时间为2009年10月26日10月30日。 百考试题环球网校2009年二

级建造师VIP班全新上线了！！！ VIP班：同科目精讲班 冲刺

班 习题班 内部课件 教材 在线模考(在习题班上线前三天时间

内，优先提供3套全真模拟试题测试)=600元/科,点击这里查看

详细情形gt. 关于2009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通

知鄂人职管[2009]16号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人事局

、建委（建设局），省直有关部门、企事业单位： 根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执业资格注册中心《关于二OO九年度二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考试有关工作的通知》（建注函[2009]18号）及省

人事厅、省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北省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

制度暂行办法〉的通知》（鄂人职管[2005]24号）等文件精神

，为做好我省2009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报考条件 （一）凡遵守国家法律、

法规，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中等专科以上学历，从事建

设工程项目管理工作满2年，可以报名参加二级建造师执业资

格考试。 （二）2003年12月31日前取得建筑施工二级以上项

目经理资质证书，并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达到下列条件之



一，可免试相应科目： 1．具有中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从

事建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15年，可免《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科目的考试。 2．取得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具有中级

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取得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从事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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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取得

某一个专业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可选择《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的相应专业，作

为首次报名参加考试。考试合格后核发由省人事厅颁发由国

家统一格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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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考试科目及专业设置 二级建造师执

业资格考试设：《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建设工程法规及

相关知识》、《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3个科目。其中《专业

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设置6个专业类别：建筑工程、公路工

程、水利水电工程、市政公用工程、矿业工程和机电工程。 

三、报名程序及报名办法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全省统

一实行网上报名。所有报考人员须在规定的报名时间内，登

陆湖北人事考试网（网址：www.hbrsks.gov.cn），填写报考信

息，上传1寸近期正面免冠电子彩照（jpg格式，照片大小

在8Kb－10Kb之间，五官轮廓清晰，占满图片框） （一）首

次报考人员，在网上准确、完整提交报名信息后，下载打印

资格考试报名表，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人事档案管理机

构）审核同意（盖章）后，持身份证、学历、从事专业工作

年限证明原件办理资格审查手续。 省直单位报考全科和相应

专业人员，由省建设厅人教处（到省人事考试院一楼大厅）

进行资格审查，并在网上做资格审查确认标记后，在湖北人



事考试网缴费。 市州以下报考全科和相应专业人员，经市、

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建设主管部门和政府人事职改办进

行资格审查后，到当地人事考试中心（院）现场确认和缴费

。 （二）续报考生 已参加过全科考试的人员，在网上报名系

统中，点击老生报考图标，凭档案号提交报考信息。省直考

生，由省人事考试院考评一处在网上做信息审核确认标记后

，在湖北人事考试网上缴费；市州以下考生，到当地人事考

试中心（院）现场确认和缴费。 （三）免试科目人员 符合免

试科目的新老报考人员，在网上准确、完整提交报名信息后

，下载打印资格考试报名表，经所在单位人事部门（或人事

档案代理机构）审核同意（盖章）后，持身份证、学历、从

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职称证、二级及以上项目经理资质证

等原件办理资格审查手续。省直考生，经省建设厅人教处和

省职改办审查（盖章），由省人事考试院考评一处在网上做

信息审核确认标记后，在湖北人事考试网缴费。市州以下考

生，由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建设主管部门和政府人

事职改办审查后，到当地人事考试中心（院）现场确认和缴

费。 具体网上报名、缴费、准考证下载办法请登陆湖北人事

考试网（网址：www.hbrsks.gov.cn）查询。 国务院各部门所

属单位和中央管理企业的在鄂报考人员，按属地管理原则进

行报名。 四、考务日程安排 （一）网上报名时间 2009年6月2

日9：006月11日16：00. （二）资格审查时间 省直单位资格审

查时间为2009年6月2日9：006月12日16：00（双休日除外） 各

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资格审查时

间，并予以公布。 （三）缴费确认时间 省直缴费确认时间

为2009年6月2日9：006月13日16：00. 各市、州、直管市、神



农架林区根据实际情况安排现场缴费确认时间，并予以公布

。 （四）准考证下载时间 2009年10月26日10月30日。 （五）

考试时间 2009年10月31日 上午 0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

管理 下午 15：00～17：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2009年11

月1日 上午 0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各地务必

于2009年7月10日前，将报名信息数据库及试卷预订单报省人

事考试院考评一处。 五、考试题型及作答方式 《建设工程法

规及相关知识》、《建设工程施工管理》两个科目为客观题

，用2B铅笔在答题卡上作答。《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

共包括6个专业，试卷包括主观题和客观题，客观题用2B铅笔

作答；主观题用黑色墨水笔作答。 考生应考时，应携带黑色

墨水笔，2B铅笔、橡皮和无声无编程功能的计算器。客观题

各科试卷卷本可作草稿纸使用，不再另发草稿纸；主观题由

考务部门配发草稿纸，考后收回。 六、考试成绩及信息管理 

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参加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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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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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能取

得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 “二级建造师相应专业考试”

为单独列项考试，按非滚动形式进行管理，报考人员须提供

资格证书方能报考，各地在组织报名时要严格审查报考条件

。 考试信息采用《人事考试管理信息系统PTMIS》进行管理

。为了便于考后的信息统计、分析及，报名时必须采集报考

人员的学历、所学专业、性别、出生年月等信息。考前规则

模板中增加了上述信息的必录设置。 七、考试报名费 根据湖

北省物价局、湖北省财政厅鄂价费[2005]266号文件规定：《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建设工程施工管理》两个科



目按每人每科60元收取；《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按每

人每科110元收取。 各地人事、建设部门要高度重视，安排好

资格审查和网上报名工作，考区要加强考场管理，严肃考风

考纪，按要求培训监考人员，确保考试安全实施。 附件：二

级建造师资格考试考试代码及名称表湖 北 省 人 事 厅湖 北 省

建 设 厅二○○九年五月十五日 附件：二级建造师资格考试考

试代码及名称表考试名称及代码 级别名称及代码 专业名称及

代码 科目名称及代码 58.二级建造师 1.考一科 02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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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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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二级建造师（建筑工程） 3 专业工程管

理与实务（建筑工程） 16 二级建造师（矿业工程） 3 专业工

程管理与实务（矿业工程） 17 二级建造师（机电工程） 3 专

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机电工程） 2.考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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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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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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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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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二级建造师（矿业工程） 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

知识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矿业工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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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考三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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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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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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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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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二级建造师（矿业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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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

工程） 17二级建造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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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名称 及代码 级别名称 及代码 专业名称 及代码 科目名称

及代码 58.二级建造师 4.增报专业 02 二级建造师 （公路工程

）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公路工程）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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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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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二级建造师 （建筑工程）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建筑工程） 16 二级建造师 （矿业工程） 3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

务（矿业工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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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