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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州 省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厅
贵州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黔建人通〔2019〕22 号

关于开展2019 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

建筑师资格考试报名等工作的通知

各市(州)住房城乡建设局、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贵安新区规划

建设管理局、社会事务管理局，仁怀市、威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有关单位：

按《关于做好2019 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考

务工作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19〕3 号）要求，现正式启动考

试报名等工作，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考试形式

1．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考试为滚动考试,一级注册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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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师每八年为一个滚动周期，考生须在连续八个考试年度内通

过全部科目考试方可获得职业资格；二级注册建筑师每四年为一

个滚动周期，考生须在连续四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考试方

可获得职业资格。

2．所有科目均为闭卷考试，考生必须持法定有效身份证和准

考证才能参加考试。

3．考生应考时，须携带黑色墨水笔、2B 铅笔、橡皮、无声

无文本编辑功能计算器，作图题还须携带绘图仪器及工具（详见

附件5 有关部分），作图题所用草稿纸（A2 半透明的拷贝纸或薄硫

酸纸）由考试机构发放，应试人员可自备空白坐标纸参加考试，

但考试后须交监考老师与草图纸一同收回，不得带离考场。

二、报考条件

（一）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

1．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⑴ 本文附件1 所列学位或学历毕业人员按该表要求执行；

⑵ 不具备本文附件1所规定学历的申请报考人员应从事工程

设计工作满15 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a.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1 月1 日）之前，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目四

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b.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1 月1 日）之前，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上项

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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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民用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

家物价局、建设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

知》（〔1992〕价费字375 号）及《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 年修

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部分。

2．职业实践要求

按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申请报考人员应完成不

少于700 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报考人员应向考试资格审查部

门提供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统一印制或个人下载打印的

《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以供审查。

（二）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报考条件。

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首次报考人员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

1．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按本文附件2 要求执行；

2．具有助理建筑师、助理工程师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并从事

建筑设计或者相关业务3 年（含3 年）以上；

3．不具备本文附件2 所规定学历的申请报考人员应从事工程

设计工作满13 年且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⑴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1 月1 日）之前，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项目四

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⑵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1 月1 日）之前，作

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上项

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

三、考试时间及考点设置

2019 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职业资格考试定于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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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11、12 日，5 月18 日、19 日（详见附件3）举行。

本次考试考点设在贵阳市，详见考试准考证。

四、考试报名

（一）报名时间：2019 年2 月22 日上午9：00—3 月 6 日16:00。

（二）报名方式

本次考试采用网上报名及现场资格审查的方式进行，现场资

格审查合格的报名人员才能参加考试，对考试通过的考生直接颁

发资格证书。

（三）报名程序

2019 年度报考人员需逐项完成以下程序，方取得报名成功：

1.网上报名 2.现场资格审查资料上传及网上预约

3.现场资格审查通过 4.缴纳考试费 5.报名成功

6.打印准考证。

1.网上报名：

（1）照片处理

报考人员在报名前，必须预先使用中国人事考试网提供的“照

片审核处理工具”，进行照片处理。只有通过审核处理后新生成的

报名照片才能被网报平台识别，使用其它软件处理的照片将会无

法上传至报名系统从而导致报名失败。操作如下：

登录中国人事考试网（www.cpta.com.cn）进入首页（为保证

报名顺畅，推荐使用IE7 及以上版本浏览器），点击“网上报名”

按钮，进入“网上报名”页面后，点击上方“照片工具下载”按

钮，进入“照片工具下载”页面，下载运行“照片审核处理工具”，

进行照片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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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名要求

①老考生用此前注册的用户名直接登录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②新考生须先行完成考生注册，用注册成功后的用户名登录

系统进行网上报名。

③所有考生在报名系统中须按要求填写报名信息、上传处理

好的照片，进行报名信息确认并打印报名表。《报名表》须经本人

签字确认后交所在单位审核，并加盖单位行政印章或人力资源部

印章（填写单位与所留印章必须一致）。

2.现场资格审查资料上传及网上预约：

所有网上已经报名确认的考生，请于3 月7 日登录中国人事考

试信息网（www.cpta.com.cn）查询报名状态（是否资格审查通过)。

（1）状态显示审查通过的考生，不再进行现场资格审查，可

立即进行缴费，缴费成功即报名成功。

（2）状态显示待资格审查（底色为黄色）考生，请登录贵州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站（http://www.gzjs.gov.cn/），在“网

上报名，成绩查询”栏目下，点击“贵州省建设类资格考试现场

资格审查系统”（http://222.186.150.172/），进入系统页面后，

按照页面上“操作说明”提示的方法和步骤，进行现场资格审查

资料上传并预约现场资格审查时间， 打印预约审查单，按预约时

间携带好相关材料到现场进行资格审查。审查通过方能缴费，缴

费成功即报名成功。

3.现场资格审查：

（1）现场资格审查应提交材料（详见附件4）；

（2）现场资格审查时间：2019 年3 月7 日至3 月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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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场资格审查地址：贵阳市延安西路1 号贵州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2604 室；

（4）省外转入的老考生按新考生要求，重新参加我省现场资

格审查。

4.缴费时间：现场资格审查通过的考生须于2019 年3 月7 日至

3 月14 日16:00 前，在网上报名系统进行缴费确认，否则视为自

动放弃，不予补办。

5.发票开具时间：2019 年3 月7 日至19 日(凭缴费订单号到贵

阳市延安西路1 号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2609 室开具）。

6.准考证打印：考生缴费报名成功后，于2019 年5 月3 日至5

月10 日登录网上报名系统打印准考证，并认真阅读准考证上的考

试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详见附件5）。未在规定时间内打印准

考证而影响参加考试的，责任由考生自负。

7.网上报名技术咨询电话：0851-86810676，资格审查咨询电

话：0851-85360209。

（四）报名信息修改事宜：

1.报名信息未确认前，报考人员均可自行修改报名信息；

2.报名信息在确认后又修改的，须重新进行报名信息确认并

打印报名表，以免影响资格审查。

五、收费标准

相关科目考试费用以最新公布的收费标准为准。

六、成绩公布及证书发放

各项资格考试在统一网报平台发布成绩，请考生关注中国人

事考试网（www.cpta.com.cn），并在此网站上查询考试成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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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领证时间及要求另行通知，请关注贵州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网

站（http://www.gzjs.gov.cn/）和微信公众号“贵州省建设行业

职业技能管理中心”。

特别注意：考试结束后采用技术手段等甄别为雷同答卷的考

试答卷，将给予考试成绩无效处理，记为考试违纪。

七、关于考生信息修改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关于专业技术人

员资格考试信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人考中心函〔2010〕45

号）精神，应考人员身份证件信息发生变更，造成报考信息与身

份证件信息不一致，应考人员申请修改姓名或身份证号信息的按

如下处理：

（一）如应考人员已取得资格考试证书（包括证书已打印但

尚未领取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不予修改。如

应考人员在注册中因证书信息与身份证件信息不一致时，由相关

考试注册管理机构负责处理。

（二）因应考人员本人原因造成报考信息错误，需修改姓名

或身份证号信息的，从2010 年10 月起，不予修改。

（三）应考人员申请修改报考级别、报考专业信息的，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原则上不予受理；如确需变更报

考级别的，需重新审核报名条件、重新报名。

八、违规违纪行为处理

（一）凡在报名及资格审查中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者，即

予取消报考资格。

（二）对应试人员违规违纪行为，如提供虚假材料报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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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9 年度全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专 业 学位或学历

取得学位或

学历后从事

建筑设计的

最少时间

对应的最

迟毕业年

限

建筑学

建筑设计技术

（原建筑设计）

本科

及

以上

建筑学硕士或以上毕业 2年 2017年

建筑学学士 3年 2016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5年 2014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7年 2012年

专科

三年制毕业 9年 2010年

二年制毕业 10年 2009年

相近专业

本科

及

以上

工学博士 2年 2017年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 6年 2013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7年 2012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8年 2011年

专科

三年制毕业 10年 2009年

二年制毕业 11年 2008年

其它工科
本科

及

以上

工学硕士或研究生毕业 7年 2012年

五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8年 2011年

四年制工学士或毕业 9年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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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部令第 167号）、《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

年版、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

录》（2004年版）等相关规定，“相近专业”：本科及以上为城乡

规划（原城市规划）、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

筑工程）、风景园林、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

专科为城镇规划（原城乡规划）、建筑工程技术（原房屋建筑工

程）、园林工程技术（原风景园林）、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原建

筑装饰技术）、环境艺术设计（原环境艺术）。

2.由于教育部专业名称调整及高校自设专业的影响，难以列举所有

专业名称。如专业名称不在本表内的，可由应试人员提供学校专

业课程设置、培养计划等材料，按下列情况审核处理：

（1）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建筑学专业一致，可参照建筑学（工

学）、建筑设计技术专业相关规定报考；

（2）多数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建筑学专业一致，可参照相近专

业相关规定报考；

（3）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相近专业基本一致，可参照相近专业

相关规定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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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9 年度全国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专业、学历及工作时间要求

专 业 学 历
取得学历后
从事建筑设计
的最少时间

对应的
最迟毕
业年限

本科
及以上

建筑学 大学本科（含以上）毕业 2年 2017年

相近专业 大学本科（含以上）毕业 3年 2016年

专科

建筑设计技术
（原建筑学、
原建筑设计）

毕业 3年 2016年

相近专业 毕业 4年 2015年

中专

原建筑学、原
建筑设计技术、
原建筑设计

四年制（含高中起点三年
制）毕业

5年 2014年

三年制（含高中起点二年
制）毕业

7年 2012年

相近专业

四年制（含高中起点三年
制）毕业

8年 2011年

三年制（含高中起点二年
制）毕业

10年 2009年

原建筑学、原
建筑设计技术、
原建筑设计

三年制成人中专毕业 8年 2011年

相近专业 三年制成人中专毕业 10年 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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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建筑师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

和国建设部令第 167号）、《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

年版、2012年版）、《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

录》（2004年版）、《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2010年版）等

相关规定，“相近专业”：本科及以上为城乡规划（原城市规划）、

土木工程（原建筑工程、原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风景园林、

环境设计（原环境艺术、原环境艺术设计）；专科为城镇规划（原

城乡规划）、建筑工程技术（原房屋建筑工程）、园林工程技术

（原风景园林）、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原建筑装饰技术）、环境

艺术设计（原环境艺术）；中专为建筑装饰、建筑工程施工（原

工业与民用建筑）、城镇建设、古建筑修缮与仿建（原古建筑营

造与修缮）。

2.由于教育部专业名称调整及高校自设专业的影响，难以列举所有

专业名称。如专业名称不在本表内的，可由应试人员提供学校专

业课程设置、培养计划等材料，按下列情况审核处理：

（1）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建筑学专业一致，可参照建筑学专业

相关规定报考；

（2）多数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建筑学专业一致，可参照相近专

业相关规定报考；

（3）主干课程设置及学时与相近专业基本一致，可参照相近专业

相关规定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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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9 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科目时间表

级

别 日期 考试时间 科 目

一

级

5月
11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设计

13:30-15:30(2.0小时) 建筑经济、施工与设计业务管理

16:00-18:00(2.0小时) 设计前期与场地设计

5月
12日

8:00-11:30(3.5小时) *场地设计（作图题）

13:30-17:30(4.0小时) 建筑结构

5月
18日

8:00-10:30(2.5小时) 建筑材料与构造

12:30-18:30(6.0小时) *建筑方案设计（作图题）

5月
19日

8:00-10:30(2.5小时) 建筑物理与建筑设备

12:30-18:30(6.0小时) *建筑技术设计（作图题）

二

级

5月
11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构造与详图（作图题）

13:30-16:30(3.0小时) 法律、法规、经济与施工

5月
12日

8:00-11:30(3.5小时) 建筑结构与设备

12:30-18:30(6.0小时) *场地与建筑设计（作图题）

注：带*号的 5个作图题考试科目的应试人员于考试前 30分钟进

入考场做准备。



附件 4：

现场资格审查资料清单

本人应提交审核资料 备注

预约审查单

报名表原件
报名表“单位意见”加盖单位

行政公章。

身份证原件

毕业证原件

工作经历证明原件
模板见下方，根据自身情况选

择一种模板出具即可。

《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

登记手册》原件
一级注册建筑师报考人员提供



具备附件 1所列学位或学历毕业人员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一级建筑师工作经历证明

兹证明________同志，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自_____年_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在我单位从事建筑设计

工作满_____（大写）年，并且按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

标准，已完成_____（大写）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随附《一

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同意推荐其报名参加一

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我单位承诺上述证明内容均真实，并愿承担因上述证明

内容不实导致的相关连带责任。

特此证明。

工作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工作经历证明相关年限（单元数量）满足报考条件即可，无需出具

所有工作经历。若本人因工作单位变动，需累计计算多家单位工作经

历的，则应出具对应工作经历的多家单位证明。

2、本证明手写或打印均可，涂改无效。



具备附件 1所列学位或学历毕业人员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二级建筑师工作经历证明

兹证明________同志，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自_____年_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在我单位从事建筑设计

工作满_____（大写）年。同意推荐其报名参加二级注册建筑

师考试。

我单位承诺上述证明内容均真实，并愿承担因上述证明

内容不实导致的相关连带责任。

特此证明。

工作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工作经历证明相关年限（单元数量）满足报考条件即可，无需出具

所有工作经历。若本人因工作单位变动，需累计计算多家单位工作经

历的，则应出具对应工作经历的多家单位证明。

2、本证明手写或打印均可，涂改无效。



不具备附件 1 所列学位或学历毕业人员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一级建筑师工作经历证明
兹证明________同志，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自_____年_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在我单位从事工程设计

工作满_____（大写）年，按照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标准，

已完成_____（大写）个单元的职业实践训练（随附《一级注

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并且满足以下两类条件的第

____类条件（填“一”或“二”，不满足请打“/”）。同意

推荐其报名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 1 月 1 日）之前，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三级及以上项

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二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二. 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 1 月 1 日）之前，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中型及以

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大型项目或特种建筑项目不少于

一项。

（说明：民用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局、建设

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 375 号）及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 年修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部分。）

我单位承诺上述证明内容均真实，并愿承担因上述证明

内容不实导致的相关连带责任。

特此证明。

工作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工作经历证明相关年限（单元数量）满足报考条件即可，无需出具

所有工作经历。若本人因工作单位变动，需累计计算多家单位工作经

历的，则应出具对应工作经历的多家单位证明。

2、本证明手写或打印均可，涂改无效。



不具备附件 1 所列学位或学历毕业人员工作经历证明模板

二级建筑师工作经历证明

兹证明________同志，身份证号____________________,

自_____年_____月至_____年_____月在我单位从事工程设计

工作满_____（大写）年，并且满足以下两类条件的第____类

条件（填“一”或“二”，不满足请打“/”）。同意推荐其

报名参加二级注册建筑师考试。

一、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 1 月 1 日）之前，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民用建筑设计四级及以上项

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三级以上项目不少于一项。

二、在注册建筑师执业制度实施（1997 年 1 月 1 日）之前，

作为项目负责人或专业负责人完成其它类型建筑设计小型及以

上项目四项全过程设计，其中中型项目不少于一项。

（说明：民用建筑设计、其它类型建筑设计等级的划分参见国家物价局、建设

部《关于发布工程勘察和工程设计收费标准的通知》（〔1992〕价费字 375 号）及

《工程设计收费标准（1992 年修订本）》中的工程等级划分部分。）

我单位承诺上述证明内容均真实，并愿承担因上述证明内

容不实导致的相关连带责任。

特此证明。

工作单位（盖章）：

证明日期： 年 月 日

注意：
1、工作经历证明相关年限（单元数量）满足报考条件即可，无需出具

所有工作经历。若本人因工作单位变动，需累计计算多家单位工作经

历的，则应出具对应工作经历的多家单位证明。

2、本证明手写或打印均可，涂改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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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9年度全国一、二级注册建筑师资格考试

应试人员注意事项

一、报考

应试人员应按考务文件的规定报名参加考试，严禁在专业、学历、

工作经验及职业实践等方面弄虚作假，骗取报考资格。对弄虚作假取

骗取考试资格的，依据《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

定》处理。

二、禁止携带通讯工具、有照相或摄像功能的电子用品进入考场

禁止携带通讯工具、有照相或摄像功能的电子用品进入考场。应

试人员不得摄录试题，试卷及作答情况，更不得对外发布。一旦发现

应试人员有此行为的，将依照《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

处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31号）严肃

处理。

三、职业实践要求

根据《关于<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有关事项的通知》

（注建秘〔2015〕4号），全国注册建筑师管理委员会不再统一印制《一

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报考人员可在住房城乡建设部执

业资格注册中心网站（www.pqrc.org.cn）上下载《一级注册建筑师职

业实践登记手册》标准格式的电子文档，打印后按照职业实践内容填

写，已经持有的《一级注册建筑师职业实践登记手册》可继续使用。

四、参加知识题考试

1．应试人员应携带 2B铅笔、橡皮、无声及无文本编辑功能的计

算器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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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答题前，应试人员必须认真阅读印于试卷封二的“应试人员

注意事项”，必须将工作单位、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规定的

栏目内，将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并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在其

它位置书写单位、姓名、准考证号等信息的按违纪违规行为处理。

3．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选项对应的信息点用 2B铅笔涂黑。

如有改动，必须用橡皮擦净痕迹，以防电脑阅卷时误读。

五、参加作图题考试

1．应试人员于考试前 30分钟进入考场做准备。

2．应试人员应携带以下工具和文具参加作图题考试：无声及无文

本编辑功能的计算器，三角板一套，圆规，丁字尺，比例尺，建筑模板，

绘图笔一套，铅笔，橡皮，订书机，刮图刀片，胶带纸、空白坐标纸等，

其中坐标纸考试后须交监考老师收回，不得带离考场。不得携带有内容

的草图纸、涂改液、涂改带等。参加一级注册建筑师“建筑技术设计”和

“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应试人员还应携带 2B铅笔。

3．正式答题前，应试人员必须认真阅读本作图题考试科目的“应

试人员注意事项”，将姓名、准考证号如实填写在试卷封面规定的栏目

内,姓名、准考证号应用正体书写，清晰并易于辨识。参加“建筑技术设

计”和“场地设计”科目考试的应试人员，还须将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并

填涂在答题卡相应的栏目内。

4．作图题必须按规定的比例用黑色绘图笔绘制在试卷上。所有线

条应光洁、清晰，不易擦去。各科目里若有允许徒手绘制的线条，其

有关说明见相应作图题科目“应试人员注意事项”中的规定。

5．应试人员可将试卷拆开以便作答，作答完毕后由应试人员本人

将全部试卷按照页码编号顺序用订书机重新装订成册，订书钉应订在

封面指定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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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建筑技术设计”和“场地设计”两个作图题考试科目试卷上有选

择题，应试人员按下列三个步骤完成作答：1.作图；2.根据作图情况完

成选择题；3.根据选择题作答结果填涂答题卡，按题号在答题卡上将所

选选项对应的信息点用 2B铅笔涂黑。漏做其中任一步骤均视为无效

卷，不予评分。

7．作图题试卷有下列情形之一，造成无法评分的，后果由个人负

责：

（1）姓名和准考证号填写错误的；

（2）试卷缺页的；

（3）“建筑技术设计”或“场地设计”科目的答题卡作答空缺的；

8．特别提请注意，作图题试卷有下列情况之一的，按违纪违规行

为处理：

（1）用彩色笔、铅笔、非制图用圆珠笔及泛蓝色钢笔等非黑色绘

图笔制图的；

（2）将草图纸夹带或粘贴在试卷上的；

（3）在试卷指定位置以外书写姓名、准考证号，或在试卷上做与

答题无关标记的；

（4）使用涂改液或涂改带修改图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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