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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及相关知识》考试大纲（完整版） ※2Z200000 建设工程

法规及相关知识 ※2Z201000 建设工程法律制度 ※2Z201010 建

造师相关管理制度 2Z201011 了解建造师制度框架体系

2Z201012 掌握考试管理 2Z201013 掌握注册管理 2Z201014 掌握

执业管理 2Z201015 掌握继续教育管理 2Z201016 掌握信用档案

管理 2Z201017 掌握监督管理 ※2Z201020 法律体系和法的形式

2Z201021 掌握法律体系 2Z201022 熟悉法的形式 ※2Z201030 宪

法 2Z201031 掌握公民的基本权利 2Z201032 掌握公民的基本义

务 ※2Z201040 民法 2Z201041 掌握民事法律关系 2Z201042 掌

握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要件 2Z201043 掌握代理 2Z201044 掌握

债权、知识产权 2Z201045 掌握诉讼时效 ※2Z201050 物权法

2Z201051 掌握抵押权 2Z201052 掌握质权 2Z201053 掌握留置权

2Z201054 熟悉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 2Z201055 熟悉

建设用地使用权 2Z201056 了解物权的保护 ※2Z201060 建筑法

2Z201061 掌握施工许可制度 2Z201062 掌握企业资质等级许可

制度 2Z201063 掌握专业人员执业资格制度 2Z201064 掌握工程

发包制度 2Z201065 掌握工程承包制度 2Z201066 掌握工程分包

制度 2Z201067 掌握工程监理制度 ※2Z201070 招标投标法

2Z201071 掌握招标投标活动原则及适用范围 2Z201072 掌握投

标的要求 2Z201073 掌握联合体投标 2Z201074 掌握禁止投标人

实施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规定 2Z201075 掌握开标程序

2Z201076 掌握评标委员会的规定和评标方法 2Z201077 掌握中



标的要求 2Z201078 熟悉招标程序 2Z201079 了解招标组织形式

和招标代理 ※2Z201080 安全生产法 2Z201081 掌握生产经营单

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2Z201082 掌握从业人员安全生产的权利和

义务 2Z201083 掌握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处理 2Z201084 

熟悉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2Z201090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

条例 2Z201091 掌握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制度 2Z201092 掌握

建设单位的安全责任 2Z201093 掌握工程监理单位的安全责任

2Z201094 掌握施工单位的安全责任 2Z201095 熟悉勘察、设计

单位的安全责任 2Z201096 熟悉其他相关单位的安全责任 

※2Z201100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 2Z201101 掌握安全生产许可

证的取得条件 2Z201102 熟悉安全生产许可证的管理规定 

※2Z201110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Z201111 掌握建设单位的

质量责任和义务 2Z201112 掌握施工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2Z201113 掌握工程监理单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2Z201114 掌握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制度 2Z201115 熟悉勘察、设计单位的质量

责任和义务 2Z201116 熟悉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2Z201120 产品质量法 2Z201121 掌握生产者的产品质量责任

和义务 2Z201122 掌握销售者的产品质量责任和义务 

※2Z201130 标准化法 2Z201131 掌握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实

施 2Z201132 熟悉工程建设标准的分类 ※2Z201140 环境保护法

2Z201141 掌握建设工程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2Z201142 掌

握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 2Z201143 熟悉水、大气、噪声和

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 ※2Z201150 节约能源法 2Z201151 掌握

民用建筑节能的有关规定 2Z201152 熟悉建设工程项目的节能

管理 2Z201153 了解建设工程节能的规定 ※2Z201160 消防法

2Z201161 掌握消防设计的审核与验收 2Z201162 掌握工程建设



中应采取的消防安全措施 ※2Z201170 劳动法 2Z201171 掌握劳

动保护的规定 2Z201172 熟悉劳动争议的处理 ※2Z201180 劳动

合同法 2Z201181 掌握劳动合同的订立 2Z201182 掌握劳动合同

的履行和变更 2Z201183 掌握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终止 2Z201184 

熟悉集体合同、劳务派遣、非全日制用工 ※2Z201190 档案法

2Z201191 掌握建设工程档案的种类 2Z201192 掌握建设工程档

案的移交程序 ※2Z201200 税法 2Z201201 熟悉纳税人的权利和

义务 2Z201202 了解税务管理的制度 ※2Z201210 建设工程法律

责任 2Z201211 掌握民事责任的种类和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

2Z201212 掌握工程建设领域常见行政责任种类和行政处罚程

序 2Z201213 掌握犯罪构成与刑罚种类 2Z201214 熟悉工程建设

领域犯罪构成 ※2Z202000 合同法 ※2Z202010 合同法原则及合

同分类 2Z202011 熟悉合同法原则及调整范围 2Z202012 了解合

同的分类 ※2Z202020 合同的订立 2Z202021 掌握要约 2Z202022

掌握承诺 2Z202023 掌握合同的一般条款 2Z202024 掌握合同的

形式 2Z202025 掌握缔约过失责任 ※2Z202030 合同的效力

2Z202031 掌握合同的生效 2Z202032 掌握无效合同 2Z202033 掌

握可变更、可撤销合同 2Z202034 掌握效力待定合同 2Z202035 

了解附条件和附期限合同 ※2Z202040 合同的履行 2Z202041 掌

握合同履行的规定 2Z202042 掌握抗辩权 2Z202043 熟悉代位权

2Z202044 了解撤销权 ※2Z202050 合同的变更、转让与权利义

务终止 2Z202051 掌握合同的变更 2Z202052 掌握合同的转让

2Z202053 掌握合同的权利义务终止 ※2Z202060 违约责任

2Z202061 掌握违约责任的承担方式 2Z202062 掌握不可抗力及

违约责任的免除 ※2Z202070 合同的担保 2Z202071 掌握保证

2Z202072 掌握定金 2Z202073 了解担保方式及特点 ※2Z203000 



建设工程纠纷的处理 ※2Z203010 民事纠纷处理方式 2Z203011 

掌握民事诉讼的特点 2Z203012 掌握仲裁的特点 2Z203013 熟悉

和解与调解 ※2Z203020 证据 2Z203021 掌握证据的种类

2Z203022 熟悉证据的保全和应用 ※2Z203030 民事诉讼法

2Z203031 掌握诉讼管辖与回避制度 2Z203032 掌握诉讼参加人

的规定 2Z203033 掌握财产保全及先予执行的规定 2Z203034 掌

握审判程序 2Z203035 熟悉执行程序 ※2Z203040 仲裁法

2Z203041 掌握仲裁协议 2Z203042 掌握仲裁程序 2Z203043 了解

仲裁裁决的撤销 2Z203044 了解仲裁裁决的执行 ※2Z203050 行

政复议法与行政诉讼法 2Z203051 熟悉行政复议范围 2Z203052 

熟悉行政复议程序 2Z203053 熟悉行政诉讼受理范围 2Z2030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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