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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文件
豫建监协〔2021〕21 号

关于举办第三届河南省建设监理行业工程

质量安全监理知识竞赛的通知

各省辖市建设监理协会、各会员单位: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安全生产的重大决策部

署，按照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 2021 年“安全生产月”

系列活动的部署要求，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和全省建设

工程质量安全监理工作实际，进一步引导监理从业人员牢固

树立工程质量安全为监理工作之要的核心价值理念，提升我

省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理工作水平，经研究，拟定于 10 月

份举办第三届河南省建设监理行业工程质量安全监理知识

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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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竞赛目的

不忘监理初心，牢记监理使命，勇于担当，敢于作为，

切实履行工程质量安全监理工作职责，弘扬工程监理从业人

员履职尽责、勤勉服务的职业操守，营造人人重视质量、处

处讲求安全的工作氛围，唱响工程质量安全主旋律，以工程

质量安全监理工作的高质量提升献礼建党 100 周年。

二、竞赛主题

履行工程质量安全监理职责 推动建设监理企业安全发展

三、竞赛组织

主办单位：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协办单位：河南省光大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四、参赛人员

会员监理企业的总监理工程师、专业监理工程师和监理

员。

五、组队要求

会员监理企业自愿参加知识竞赛，选派 1 名总监理工程

师、1 名专业监理工程师和 1 名监理员组队参加比赛，分别

为 1 号、2 号、3 号竞赛选手。

六、竞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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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赛试题的内容来源于《关于征集第三届工程质量安全

监理知识竞赛试题库试题的通知》（豫建监协〔2021〕20 号）

中所列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

七、试题来源

1.会员监理单位推荐的试题和专家委员会推荐的试题。

2.第一届和第二届知识竞赛试题库优选的部分试题。

本届知识竞赛形成的试题题库入库之后至竞赛决赛结

束之前，不对参赛单位和选手公开，为保密状态。决赛结束

之后，协会组织出版发行，公益用于河南省建设监理行业工

程质量安全监理水平的提升和建设。

八、竞赛规则

见附件 1

九、奖项设置

团体奖设一等奖 3 名（冠、亚、季军），二等奖 5 名，

三等奖 8 名，最佳组织奖若干名；个人奖设最佳选手奖若干

名，优秀选手奖若干名。

十、相关要求

1.参加竞赛的监理企业请于 2021 年 9月 20 日前填写参

赛报名表（附件 2）和参赛选手有关证书（1 号选手注册监

理工程师执业证书、2 号选手的专业监理工程师证书和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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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手的监理员证书）扫描件报至组委会，报名邮箱：

hnjsjlxh@163.com。

2.各会员单位要高度重视两年一届的行业工程质量安

全知识竞赛活动，认真做好参赛选手的选拔、学习、培训和

报名等工作。

3.参赛选手资格由企业根据诚信原则自行审核，并在报

名时提供证书扫描件，在报名过程中发现选手资格存在异议

的，协会秘书处调查核实，在比赛当中发现选手资格存在异

议的，由大赛裁判组调查核实，资格弄虚作假者取消比赛成

绩和继续参赛资格。

联系人：省监理协会 杨春爱 0371-63936639

光大管理公司 王雪芹 0371-66329668-0

附件 1：知识竞赛规则

附件 2：知识竞赛参赛报名表

附件 3：知识竞赛试题题型介绍

2021 年 8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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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知识竞赛规则

一、竞赛方式

竞赛分预选赛和决赛两个阶段。

二、知识竞赛评分规则

1.预选赛采取笔试形式，参赛队选手在规定时间内答

题，3 位选手的总计得分为该参赛队预选赛最后得分，以参

赛队分数从高到低取前 16 名进入决赛。如果第 16 名有多名

参赛单位分数相同，则抽签赢者进入决赛。

2.决赛采取现场问答和抢答的形式，分 4 个环节进行，

即：个人必答题环节、小组必答题环节、抢答题环节、风险

题环节。

3.决赛环节每个参赛队正式参赛前给予基本分 100 分。

第一轮：个人必答题。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或填

空题，3 名选手依次各回答 3 道问题，每题分值 10 分，每题

答题限时 30 秒，答题时其他人员不得补充和提示，违反规

则不得分并扣小组 10 分，答对加 10 分，答错、超时、补充、

提示均不得分，计时从主持人读题完毕发出答题指令后开

始。

第二轮：小组必答题。题型为判断题、单项选择题或填

空题，每组共有 6 道小组必答题，小组可以选派任何选手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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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任何一道问题，每题分值 10 分，每题答题限时 30 秒。答

题时其他人员不得补充和提示，违反规则不得分并扣小组 10

分。答对加 10 分，答错、超时、补充、提示不得分。计时

从主持人读题完毕发出答题指令后开始。

第三轮：抢答题。题型为多项选择题，共 10 题，每题分

值为 20 分，选项全部选对方可得分，多选少选均不得分。

计时从主持人读题完毕发出抢答指令后，各队方可抢答，同

时计时开始。抢答题时限 60 秒，答对加 20 分，答错、超时

或不答扣 10 分。抢答时，一名队员主答，同队队员可以提

示、补充，选手答完题后，要说“回答完毕”，不得再进行

补充。违规抢答的参赛队第一次违规抢答将取消本题抢答资

格，其他队继续就本题抢答。同一参赛队出现第二次违规抢

答，扣除 20 分。宣布抢答后 15 秒无人抢答，本题作为观众

题。

第四轮：小组风险题。题型为多项选择题和简答题，风

险题共 30 题，分 10 分题、20 分题、30 分题 3 种，其中 1

—10 题 10 分；11—20 题 20 分；21—30 题 30 分，每队有 2

次选题机会（可不选），分值由各队自由选择，由一名队员

主答，其他队员可提示、补充，选手答完题后，要说“回答

完毕”，不得再进行补充。风险题限时 60 秒，答对加对应

分值。答错、不答、超时扣除对应分值。计时从读题完毕后

开始。前三轮分值最高的参赛队首先选题，然后轮流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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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出现分值并列情况，进行加试赛，共设 1 道多项选

择题的附加题。加试赛不计分值只定胜负。每队通过抽签的

规则派一名代表作答，答对胜出，答错、超时、违规，对方

胜出。

三、题库的生成

大赛成立题库管理委员会。题库管理委员会的专家委员

以回避为原则，由非参赛监理单位的技术专家担任。各会员

单位推荐的试题、专家委员会提供的试题以及第一届和第二

届竞赛试题库优选的试题组成备选试题，经题库管理委员会

整理、分类、编码后入库并生成为保密状态。

四、规则的解释

大赛成立评判委员会，负责解释本规则，并有权对本规

则进行符合实际的更新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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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知识竞赛参赛报名表

参赛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教练员 联系电话

姓名 工作岗位 证书号

1 号选手 总监理工程师

2 号选手 专业监理工程师

3 号选手 监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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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知识竞赛试题题型介绍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 1个最符合题意)。

【例题】依据《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规定，

监理规划可在（ ）编制。（推荐单位：XXXXXXXXXXX 公司）

A.接到监理中标通知书及签订监理合同后

B.签订监理合同及收到施工组织设计文件后

C.签订监理合同及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

D.递交监理投标文件时

【参考答案】C

解析:《建设工程监理规范》（GB/T50319-2013）4.2.1，监

理规划可在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及收到工程设计文件后由总

监理工程师组织编制。

二、多项选择题(每题的五个备选项中，有 2个或 2个以上选项

符合题意，至少有 1 个错项)。

【例题】工程监理单位与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

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责令改正，可（ ）。（推荐

单位：XXXXXXXXXXX 公司）

A.处以罚款 B.停业整顿 C.降低资质等级

D.限制招投标 E.吊销资质证书

【参考答案】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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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第 69 条：工程监理单位与

建设单位或者建筑施工企业串通，弄虚作假、降低工程质量的，

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降低资质等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有违法

所得的，予以没收；造成损失的，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工程监理单位转让监理业务的，责令改

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责令停业整顿，降低资质等级；情节严

重的，吊销资质证书。

三、判断题（判断题意表述的对错，表述正确划“√”，表述错

误划“X”）

【例题】住房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规定》所称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是指在施工过程中，

容易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分部分项工程。

（推荐单位：XXXXXXXXXXX 公司） （ ）

【参考答案】X

解析:住房城乡建设部《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

理规定》所称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是指房屋建筑和市政

基础设施工程在施工过程中，容易导致人员群死群伤或者造成重

大经济损失的分部分项工程。本题中没有限定房屋建筑和市政基

础设施工程，没有限定范围，故表述错误。

四、填空题（在空格处填上空缺的内容，使题意表述完整准确）

【例题】工程监理单位应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 ）或者

（ ）是否符合工程建设性强制标准。（推荐单位：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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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参考答案】安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

解析：《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工程监理

单位应当审查施工组织设计中的安全技术措施或者专项施工方

案是否符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

五、问答题（请完整准确回答题干的问题）

【例题】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就《关于落实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监

理责任的若干意见》有关问题答记者问中，当记者问监理单位应

该如何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作时，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将工程

监理单位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作概括为哪四个方面？（推荐

单位：XXXXXXXXXXX 公司）

【参考答案】 一是要制定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二是审查全面；

三是检查督促到位；四是正确行使停工指令，并及时报告。

解析：记者：监理单位应该如何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

作？

新闻发言人：工程监理单位实施建设工程安全监理工作概括

为四个方面：一是要制定监理规划和实施细则，二是审查全面，

三是检查督促到位，四是正确行使停工指令，并及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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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建设监理协会 2021 年 8 月 2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