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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考全科的报考条件 

级别 
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

济类学历 

工作满年限 

（年） 

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

理工作满年限（年） 

考全科 

专科 6 4 

本科 4 3 

双学士或研究生班 3 2 

硕士 2 1 

博士 1 1 

 

2、免二科的报考条件 

符合“考全科”报考条件，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前，取得建

设部颁发的《建筑业企业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并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人员，可免试《建设工程经济》和《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2 个科目，只参加《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和《专业

工程管理与实务》2 个科目的考试： 

（1）受聘担任工程或工程经济类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2）具有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并从事建

设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20 年。 

 

3、增报专业的报考条件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员，可选择“增报专业”报名参加考

试： 

（1）已通过考试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2）按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核认定办法》，经原人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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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部批准，通过考核认定取得了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

人员。 

 

4、报考专业、学历及专业工作年限的说明 

（1）报考条件中“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专业”的详细情况，

见《关于 2018 年度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工作的通知》（鄂人社

考„2018‟14 号，简称“考务文件”）附件 1：“工程类及工程

经济类专业对照表”。 

（2）报考条件中有关学历或学位的要求，是指经国家教育

行政部门承认的正规学历或学位。 

（3）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年限，是指取得规定

学历前后从事该项工作的时间总和，其计算截止日期为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全日制学历考生，未毕业期间经历不计入相关专业

年限。 

 

5、军校毕业证的使用 

军校毕业的相关专业，如毕业证可以通过“学信网”查询，

请提交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否则，请前往省教育厅学历

认证中心进行学历认证后再报名。 

 

6、湖北省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报名的时间安排 

网上报名时间: 7 月 12 日 09:00-7 月 24 日 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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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资格审核时间: 7月16日09:00-7月25日17:30(工作日：

08:30-11:30、15:00-17:30，双休除外）。 

网上缴费时间：7 月 12 日 09:00-7 月 26 日 17:30。 

准考证下载打印时间：9 月 7 日 09:00-9 月 16 日 14:00（中

国人事考试网，网址：http://www.cpta.com.cn）。 

 

7、考试级别、考试时间、考试科目、考区设置 

考试级别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 备注 

考全科 

9 月 15 日 09:00～11:00 建设工程经济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有 10 个专业： 

建筑工程 

公路工程 

铁路工程 

民航机场工程 

港口与航道工程 

水利水电工程 

市政公用工程 

通信与广电工程 

矿业工程 

机电工程 

9 月 15 日 14:00～17: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9 月 16 日 09:00～12:00 建设工程项目管理 

9 月 16 日 14:00～18: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免二科 

9 月 15 日 14:00～17:00 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 

9 月 16 日 14:00～18: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增报专业 9 月 16 日 14:00～18:00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2018 年度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湖北省只设省直考区和武

汉考区。 

 

8、“网报平台”无法注册怎么办？ 

全国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服务平台（简称“网报平

台”），不允许相同身份证号和姓名多次注册，请务必使用有效

身份证进行注册。如发现身份证号码和姓名无法网上注册，请

带有效身份证原件到就近的当地人事考试机构现场处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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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号相同，姓名不同，可以二次注册。 

 

9、注册时姓名有生僻字怎么办？ 

“网报平台”注册时，姓名之间不得有空格，如遇生僻字，

登陆“中国人事考试网”的考生问答，参考相关方法输入生僻字。 

 

10、如手机号码不能完成注册怎么办？ 

“网报平台”注册时，要求提交手机号码，提交的手机号

码在注册库中唯一，请考生填写本人真实有效的手机号码。如

手机号码不能完成注册，请更换手机号码。 

 

11、忘记用户名或密码怎么办？ 

“网报平台”的用户名或密码遗忘，可通过注册邮箱或手

机号找回，也可以本人持身份证到当地考试机构重臵密码。 

 

12、注册照片的更正 

“网报平台”新注册时，要求的照片为背景白色的半身免

冠正面证件照，以前注册的证件照可以继续使用。如要更正，

请在“网报平台”上报考一级建造师考试后，到对应的人事考

试机构现场处理（带有效期内身份证原件和背景白色的电子证

件照）。报名结束后，不受理照片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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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身份证号码的更正 

非本人原因导致的身份号码变更，如有有效成绩，考生按

新的身份证号重新注册，带有效身份证、2017 年度准考证、派

出所证明原件及复印件，到当地的人事考试机构办理身份证号

码的更正。报名结束后，不受理身份证号码的更正。 

没有有效成绩，考生直接重新注册即可。 

 

14、什么是 “老考生”和“异地考生”？ 

“老考生”是指成功报考过 2016 年、2017 年度一级建造师

资格考试（最后一次报考须在湖北省内）且报考级别不变的考

生。老考生不需要现场资格审核，直接通过“网报平台”在规定

的时间内进行网上缴费即可。 

“异地考生”是指 2017 年在湖北省以外的其他省市地区参加

过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的老考生。异地考生需在所选报考地区

的审核点，重新按新考生报名条件进行资格审核。 

 

15、有《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有效成绩的考生，能不能

换专业报考？ 

不能，2017 年度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中已通过《专业工程

管理与实务》科目的考生，在 2018 年报考时不可以修改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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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增报专业不能在“网报平台”上顺利报名,怎么办？  

“网报平台”里，除了带“*”的必填项外，增报专业的考

生，还必须填写两项：“建造师专业通过年度”和“已获证书管

理号”，全部填写完整后，能顺利报名。 

 

17、《报名表》如何单位盖章？ 

具有独立法人的工作单位，需要单位人事部门审核盖章（如

单位没有独立的人事部门，直接盖公章）；没有工作单位，由档

案托管单位审核盖章。 

 

18、考全科的新考生现场资格审核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考全科的新考生，本人持以下资料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1）《报名表》； 

（2）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学历或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4）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考务文件附件 2）。 

 

19、增报专业的新考生现场资格审核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增报专业的新考生，本人持以下资料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1）《报名表》； 

（2）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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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免二科的新考生现场资格审核需要准备哪些资料？ 

免二科的新考生，本人持以下资料进行现场资格审核： 

（1）《报名表》； 

（2）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3）学历或学位证原件及复印件； 

（4）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证明（考务文件附件 2）。 

（5）一级项目经理资质证原件及复印件； 

（6）职称证原件及复印件（该项作为免考依据需提供）。 

 

21、湖北省的现场资格审核点 

考生到相应地点（《报名表》第一行字），现场办理资格审

核手续。 

报考级别 审核点 审核部门 

考全科 

增报专业 

省直审核点 
省住建厅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武昌区东湖西路特 1 号，省人社厅

综合大楼附楼二楼） 

市州审核点 当地住建或人社部门（地点详见报名表） 

免二科 

省直审核点 

①资格审核：省住建厅执业资格注册中心（武昌区东湖西路特 1

号，省人社厅综合大楼附楼二楼） 

②复核：省人事考试院（武昌区东湖西路特 1 号，省人社厅综合

大楼附楼二楼） 

市州审核点 

①资格审核：当地住建或人社部门（地点详见报名表）    

②复核：市州人事考试院（局、中心） 

 

22、资格审核时不能提供有效身份证怎么办？ 

本次考试报名资格审核时，仅以考生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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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效期内临时身份证为有效证件，其他证件一律不予认可。

如身份证失效、遗失或更换中的，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申请办

理临时居民身份证。 

 

23、毕业证等有关证件丢失怎么办？ 

国内毕业证等有关证件如有丢失，有 3 个办法可供参考： 

（1）请去原毕业学校或有关发证机关补办后，再来进行资

格审核； 

（2）如毕业证可以通过“学信网”查询，请提交学历证书电

子注册备案表； 

（3）以上两条都不行，请前往省教育厅学历认证中心进行

学历认证后，再报名。 

国外留学的毕业证、学位证等，必须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

心做学历认证，才能在报名中使用。 

 

24、如何进行信息更正？ 

（1）资格审核前，可以自行取消确认，修改报名信息。 

（2）网上缴费前，可以修改报考级别，需按新考生重新进

行资格审核。 

（3）网上缴费后，不允许修改报名点、报考级别、报考科

目等报考信息；其他有关个人信息的更正，需持本人身份证、

报名表到当地人事考试机构现场办理。 

lenovo
High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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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网上支付的异常情况 

考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支付，未在规定时间内完

成缴纳考试费用，视为自动放弃本次考试。 

（1）网上支付成功，但报名系统显示还未完成报名，请先

核查银行卡是否成功扣款，若未扣款，请重新缴费。如果确认

银行已付款，请记录支付单号，联系湖北省人事考试院进行支

付记录核对。 

（2）点击“支付”进入支付宝系统出现“错误代码 ILLEG

AL_EXTERFACE”，无法进行支付，原因是报名电脑相关设臵引起

的，考生可换其它电脑登录系统进行支付。 

（3）点击“支付”按钮，无法跳转至支付平台，是由于考

生报名电脑 IE浏览器安全设臵造成的，请按以下步骤操作：IE

浏览器菜单栏→工具选项下“Internet 选项”→隐私选项卡中

将倒数第二个复选框“启用弹出窗口阻止程序”取消勾选，最

后点击“确定”。 

 

26、外地考生能不能在湖北省报名？ 

2018 年度湖北省的一级建造师资格考试，采取属地化管理。

工作地或户籍所在地为湖北省的方可在湖北省内报名参加考试，

其他的不能在湖北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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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网上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如何咨询？ 

（1）中国人事考试网的“考生问答”，能够解答注册和考试

报名中的常见问题。 

（2）相关报名政策、考务问题，请咨询报名审核点对应的

人事考试机构。  

武汉市：027-82618011 

省直：027-87325060 

黄石：0714-6510809、6511782 

十堰：0719-8650722  

随州：0722-3257595 

宜昌：0717-6056410、0717-6748848 

襄阳：0710-3605050 

鄂州：0711-3381516 

荆门：0724-2331135、2633800 

仙桃：0728-3323319 

天门：0728-5257899 

潜江：0728-6235833 

黄冈：0713-8355561 0713-8390375 

孝感：0712-2702432 

咸宁：0715-8126367 

荆州：0716-8259263，8278477 

恩施：0718-8246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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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架：07193335184 

江汉油田：0728-6581991 

 

28、考试题型 

应试人员必须同时持准考证和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方可

参加考试。 

《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为主、客观题混合，共包括

10 个专业，在专用答题卡上作答，注意如下事项： 

（1）答题前要仔细阅读应试人员注意事项（试卷封二）和

作答须知（答题卡首页），正确填（涂）客观题科目试卷代码。 

（2）使用规定的作答工具作答。 

（3）在答题卡划定的区域内作答。 

《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建设工

程项目管理》3 个科目为客观题，在答题卡上作答。 

 

29、答题方式 

考生应试时，应携带黑色墨水笔，2B 铅笔，无声无文本编

程功能的计算器。考场上备有草稿纸，供考生使用，考后收回。 

 

30、成绩管理 

“考全科”的人员必须在连续 2 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

可获得资格证书； “免二科”或“增报专业”的人员，必须在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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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年度内通过应试科目，可获得资格证书。 

考试将采用“大规模考试中选择题抄袭作弊的考生甄别和

考场监测技术”，在考试结束后对雷同试卷进行检测和认定，认

定为雷同试卷或发现违纪违规行为，将依据《专业技术人员资

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人社部令第 31 号）进行处理。 

 

31、考试收费标准和发票 

（1）考试收费标准：《建设工程经济》、《建设工程法规及

相关知识》、《建设工程项目管理》3 个科目收费标准为 61 元/

人·科；《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科目收费标准为 70 元/人·科。 

（2）发票：需要发票的考生，请于 2018 年 9 月 24 日-12

月 24日工作日期间持本人身份证到省人社厅综合大楼附楼二楼

（或当地考试机构）领取，代领人请携带代领人本人身份证原

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