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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考生注意事项 

 

1.考试时间： 

6月 2日 上午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6月 2日 下午  14:00-16: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6月 3日 上午  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2.考试时请务必先在试卷、答题卡和答题纸的指定位置上填写姓名、单位、

准考证号、科目代码等。答题卡上考生姓名、准考证号要用黑色签字笔填写，试卷代

码、选择题选项用标准 2B铅笔填涂；考试规定在答题纸上作答的，一律用蓝、黑色签字

笔或圆珠笔作答；作答字迹要清楚、工整。未按规定用笔作答的，按零分处理。 

3.考生不得擅自交换试卷、答题纸、答题卡，或将试卷、答题纸、答题卡带出考场。

否则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 

4.考试开始 30分钟后不得入场，考试期间不得提前交卷。考试结束时，待

监考人员收齐试卷并清点完毕后，方可离场。考试时要防止他人抄袭，否则出

现雷同卷责任自负。 

5.试卷科目代码填涂必须与所分发的试卷上的科目代码一致，考生须仔细检查是否

填涂一致，若填涂不一致取消本次考试成绩。若考生恶意涂改试卷代码，按违纪处理。 

6.随试卷下发的“考场情况记录单”，上面详细的写有考生违规行为表现，监考老

师将对违规的考生写出“表现”作为阅卷时给予处罚的依据，考生务必注意考场纪律。 

7.本次考试考场处设有手机信号屏蔽器、金属探测仪和无线电信号监测车，考生一律

不得携带电子记事本、移动电话、耳机等任何电子产品（包括当作时钟使用）进入考场，

否则一经发现，按违纪处理。如有携带，放至监考人员指定位置。 

8.考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场。未带身份证，不得进入考场参加考试。

身份证丢失的，必须持派出所出具的带有本人照片的户籍证明或临时身份证方可

进入考场。 

9.考试时，考生不要携带贵重物品，如若丢失，损失自负。 

10.准考证上的姓名、单位、身份证号码有误或照片不清者，请务必于 5 月

28 号前派人持单位介绍信和考生本人身份证及准考证原件到烟台市住房和城乡

建设局建筑行业发展科纠错，以免影响入场考试。地址：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23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院内 2号楼 206室，纠错咨询电话：6917700。 

11.如果天气不好，请提前出发，以免耽误考试。 

12.考点名称：烟台职业学院（烟台市高新区滨海中路 20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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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场  规  则 
 

一、应考人员在考试前 15 分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进入考

场，在考场清单上签名后，对号入座，将准考证、身份证放在桌

面靠近通道上角。 

二、应考人员在考试开始 30 分钟后不得入场，考试结束前

不得离场。 

三、应考人员只准带黑色、蓝色钢笔、圆珠笔或无声、无编

辑功能的电子计算器，采用答题卡作答时须带 2B铅笔、橡皮、铅

笔刀进入考场。开考后应考人员不得传递任何物品。 

四、不得携带电子记事本、移动电话等进入考场，否则，按

违纪处理。 

五、考试开始时，应考人员应首先在试卷及答题纸、答题卡

规定的位置上准确填写（填涂）本人所在地区、单位、姓名或准

考证号、科目代码，但不得超过装订线，不得做任何标记，否则，

按违纪处理。 

六、不得要求监考人员解释试题，如遇试卷分发错误，页码

序号不对、字迹模糊或答题卡有折皱、污点等问题，应举手询问。 

七、考试规定在答题纸上作答的，一律用蓝、黑色钢笔或圆

珠笔作答；作答字迹要清楚、工整。在答题卡上填涂作答的，须

用 2B铅笔填涂。未按规定用笔作答的，按零分处理。 

八、考场内必须保持安静，禁止交头接耳、窥视他人试题答

案或交换试卷，禁止吸烟。 

九、考试结束铃响，立即停止答卷，并将试卷放在桌面上，

经监考人员检验后，方可离开考场。任何人不得将试卷、答题卡、

答题纸和草稿纸带出考场。 

十、服从考试工作人员管理，接受监考人员的监督和检查。

对无理取闹、辱骂、威胁、报复考试工作人员、作弊及违反考试

规定者，按有关纪律和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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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试人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 
 

第六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违纪违规行为之一

的，给予其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 

（一）携带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或者与考试内容

相关的资料进入座位，经提醒仍不改正的； 

（二）经提醒仍不按规定书写、填涂本人身份和考试信息的； 

（三) 在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规定以外位置标注本人信息

或者其他特殊标记的； 

（四）未在规定座位参加考试，或者未经考试工作人员允许

擅自离开座位或者考场，经提醒仍不改正的； 

（五）未用规定的纸、笔作答，或者试卷前后作答笔迹不一

致的； 

（六）在考试开始信号发出前答题，或者在考试结束信号发

出后继续答题的； 

（七）将试卷、答题卡、答题纸带出考场的； 

（八）故意损坏试卷、答题纸、答题卡、电子化系统设施的； 

（九）未按规定使用考试系统，经提醒仍不改正的； 

（十）其他应当给予当次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违纪违

规行为。 

第七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严重违纪违规行为

之一的，给予其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并将其违纪

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五

年： 

（一）抄袭、协助他人抄袭试题答案或者与考试内容相关资

料的； 

（二）互相传递试卷、答题纸、答题卡、草稿纸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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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持伪造证件参加考试的； 

（四）本人离开考场后，在考试结束前，传播考试试题及答

案的； 

（五）使用禁止带入考场的通讯工具、规定以外的电子用品

的； 

（六）其他应当给予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处理的严重

违纪违规行为。 

第八条 应试人员在考试过程中有下列特别严重违纪违规

行为之一的，给予其当次全部科目考试成绩无效的处理，并将其

违纪违规行为记入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诚信档案库，长期记

录： 

（一）串通作弊或者参与有组织作弊的； 

（二）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考试的； 

（三）其他情节特别严重、影响恶劣的违纪违规行为。 

第九条 应试人员应当自觉维护考试工作场所秩序，服从考

试工作人员管理，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终止其继续参加考试，并

责令离开考场；情节严重的，按照本规定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处理；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

交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故意扰乱考点、考场等考试工作场所秩序的； 

（二）拒绝、妨碍考试工作人员履行管理职责的； 

（三）威胁、侮辱、诽谤、诬陷工作人员或者其他应试人员

的； 

（四）其他扰乱考试管理秩序的行为。 

 

 

摘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  第 3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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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点路线示意图 
考点名称：烟台职业学院   地址：烟台市高新区滨海中路2018号 

 

公交车：可乘坐 17路、566、567、569路至学院西门下车。 

自驾车：1.烟台马山寨高尔夫酒店（滨海东路）东侧约 350 米交叉路口向南直行 700

米至第一个交叉路口，拐弯向东行驶 630米至学院北门。 

2.烟台马山寨高尔夫酒店（滨海东路）东侧约 350米交叉路口向南直行 1.1公

里可到学院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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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考场安排表 
 

考场 教学楼及楼层 教室号 

考试科目及时间 

6月 2日上午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6月 2日下午 14:00-16: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6月 3日上午 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1 一教一楼 A1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 一教一楼 A1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 一教一楼 A1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 一教一楼 A1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 一教一楼 A1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6 一教一楼 A1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7 一教一楼 A1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8 一教一楼 A1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9 一教一楼 A11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0 一教一楼 B10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1 一教一楼 B1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2 一教一楼 B1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3 一教一楼 B1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4 一教一楼 B1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5 一教一楼 B1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6 一教一楼 B1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7 
一教一楼 D108(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19 
一教一楼 D109(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1 一教二楼 A2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2 一教二楼 A2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3 一教二楼 A2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4 一教二楼 A2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5 一教二楼 A2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6 一教二楼 A2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7 一教二楼 A2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8 一教二楼 A2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29 一教二楼 A21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0 一教二楼 A21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1 一教二楼 A21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2 一教二楼 A21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3 一教二楼 B2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4 一教二楼 B2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5 一教二楼 B2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6 一教二楼 B2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7 一教二楼 B2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8 一教二楼 B2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39 一教二楼 B2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0 一教二楼 B2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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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 教学楼及楼层 教室号 

考试科目及时间 

6月 2日上午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6月 2日下午 14:00-16: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6月 3日上午 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41 一教二楼 B2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2 一教二楼 B2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3 一教二楼 C2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4 一教二楼 C2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5 一教二楼 C2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6 一教二楼 C2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7 一教二楼 C2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8 一教二楼 D21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49 
一教二楼 E208(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1 
一教二楼 E209(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3 一教三楼 A3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4 一教三楼 A3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5 一教三楼 A3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6 一教三楼 A3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7 一教三楼 A3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8 一教三楼 A3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59 一教三楼 A3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60 一教三楼 A3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61 一教三楼 A3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62 一教三楼 A31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63 一教三楼 A31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建筑工程 

64 一教三楼 A31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65 一教三楼 B30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66 一教三楼 B3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67 一教三楼 B3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68 一教三楼 B3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69 一教三楼 B3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0 一教三楼 B3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1 一教三楼 B3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2 一教三楼 B3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3 一教三楼 B3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4 一教三楼 B3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5 一教三楼 C3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6 一教三楼 C3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7 一教三楼 C3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8 一教三楼 C3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79 一教三楼 C3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0 
一教三楼 D313(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2 
一教三楼 D315(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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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 教学楼及楼层 教室号 

考试科目及时间 

6月 2日上午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6月 2日下午 14:00-16: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6月 3日上午 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84 一教三楼 
E302(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5 一教三楼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6 一教三楼 
E307(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7 一教三楼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8 一教四楼 A4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89 一教四楼 A4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0 一教四楼 A4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1 一教四楼 A4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2 一教四楼 A4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3 一教四楼 A4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4 一教四楼 A4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5 一教四楼 A4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6 一教四楼 A4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7 一教四楼 A41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8 一教四楼 A41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99 一教四楼 A41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0 一教四楼 B4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1 一教四楼 B40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2 一教四楼 B4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3 一教四楼 B4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4 一教四楼 B4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5 一教四楼 B4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6 一教四楼 B4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机电工程 

107 一教四楼 B4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08 一教四楼 B4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09 一教四楼 B4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0 一教四楼 C4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1 一教四楼 C4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2 一教四楼 C4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3 一教四楼 C40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4 一教四楼 C4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5 一教四楼 C4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6 
一教四楼 E403(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8 
一教四楼 E407(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1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0 
一教四楼 E408(大)(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2 一教五楼 A5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3 一教五楼 A5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4 一教五楼 A505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5 一教五楼 A507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6 一教五楼 A508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7 一教五楼 A509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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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场 教学楼及楼层 教室号 

考试科目及时间 

6月 2日上午 9:00-12:0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6月 2日下午 14:00-16: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6月 3日上午 9:00-12: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128 一教五楼 A510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29 一教五楼 A51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0 一教五楼 A51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1 一教五楼 A51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2 一教五楼 A51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3 一教五楼 A516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4 一教五楼 B501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5 一教五楼 B502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6 一教五楼 B503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7 一教五楼 B504 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8 一教五楼 B505 

2日上午空，无考试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39 一教五楼 B506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40 一教五楼 B507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41 一教五楼 B509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42 一教五楼 B511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43 一教五楼 C505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市政公用工程 

144 
一教五楼 E502(大)(2)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公路工程 

145 

2日下午空，无考试 

公路工程 

146 
一教五楼 E503(大)(2) 

公路工程 

147 公路工程 

148 
一教五楼 E508(大)(2) 

公路工程 

149 公路工程 

150 二教一楼 2A101 公路工程 

151 二教一楼 2A103 公路工程 

152 二教一楼 2A104 公路工程 

153 二教一楼 2A105 水利水电工程 

154 二教一楼 2A106 水利水电工程 

155 二教一楼 2A107 水利水电工程 

156 二教一楼 2A108 水利水电工程 

157 二教一楼 2A110 水利水电工程 

158 二教一楼 2A112 水利水电工程 

159 二教二楼 2A204 水利水电工程 

160 二教二楼 2A205 水利水电工程 

161 二教二楼 2A206 水利水电工程 

162 二教二楼 2A207 建筑工程(1-26) 

163 二教二楼 2A208 公路工程(1-21) 

164 二教二楼 2A210 水利水电工程（1-9） 

165 二教二楼 2A212 市政公用工程(1-17) 

166 二教二楼 2A214 矿业工程(1-23) 

167 二教二楼 2A216 机电工程(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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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务办公室：一号教学楼一层：D101； 

一号教学楼二层：D201； 

一号教学楼三层：E308； 

一号教学楼四层：E402； 

一号教学楼五层：E507； 

二号教学楼：2C201。 

值班室：一号教学楼二层：D208；值班电话：6927306； 

医务室：一号教学楼二层：D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