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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节（2019 目录） 2020 年目录 2019 页码 2020 页码 变化内容

2Z20100

0 建设工

程基本

法律知

识

2Z201010建设工程法律体系 /

2Z201020建设工程法人制度 /

2Z201030建设工程代理制度 /

2Z201040建设工程物权制度 /

2Z201050建设工程债权制度 19 19 “不当得利”概念重新定义

2Z201060 建设工程知识产权

制度

22 22 《商标法》由 2013 年更新为 2019 年修改后规定“自然人、法人……

应当予以驳回”

2Z201070 建设工程担保制度 31 31 “抵押的效力”部分对抵押期间

2Z201080 建设工程保险制度 34 34 删除“人身保险包括人寿保险、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三种”

2Z201090 建设工程法律责任

制度

/

2Z20200

0 施工许

可法律制

度

2Z202010 建设工程施工许可

制度

P43 P43 删除：施工许可制度是由国家授权的……保证建设工程活动依法有

序进行

P44 P44 删除：为避免同一建设工程的开工由不同行政管理部门重复审批的

现象



P45 P45 2019 年：

(2)在城市规划区的建筑工程，已经取得规划许可证(5)

有满足施工需要的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

2020 年：

(2)依法应当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已经取得建设工程规划 许可

证

(5) 有满足施工需要的资金安排、施工图纸及技术资料删

除：

（7） 建设资金已经落实

（8）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P46 P46 删除：。房屋征收是一项复杂的综合性工作，必须按照计划和施工

进度进行，过早或过迟都会造成损失和浪费。

P47 P47 删除：掌握客观、准确、全面的技术.料，是实现建设工程质量和

安全的重要保证

P47 P47 新增：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可以与施工许可证或者开工报告合并办

理。

P47 P47 删除：在实践中，某些无视国家有关规定……也扰乱了建设市场的

秩序

P48 P47 2019 年：

依法应当经公安机关消防机构进行消防设计审核的建设工程，未经 依法

审核或者审核不合格的，负责审批该工程施工许可的部门不得 给予施工

许可，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不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取得施工许可后经

依法抽查不合格的，应当停止施工。

2020 年：

特殊建设工程未经消防设计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的，建设单位、施 工单

位不得施工;其他建设工程，建设单位未提供满足施工需要的消防设计

图纸及技术资料的，有关部门不得发放施工许可证或者批 准开工报告。

2Z202020 施工企业从业资格

制度

P51 P50 删除：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P51 P51 新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取消建筑业企业最低等级资质 标准现

场管理人员指标考核的通知~ (建办市( 2018 J 53 号)进一步要求，取

消建筑业企业最低等级资质标准中关于持有岗位证书现

场管理人员的指标考核。

P53 P53 删除：需要组织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许可时限内，但应

当明确告知申请人

P54 P53 新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试点的 通知>

国办发{2018 }3 号)规定，对通过事中事后监管能够纠正不符合审批条

件的行为且不会产生严重后果的审批事项，实行告知承 诺制。公布实行告

知承诺制的审批事项清单及具体要求，申请人按

照要求作出书面承诺的，审批部门可以直接作出审批决定。

P54 P54 2019 年：

企业申请建筑企业资质，应当提交……行政审批机关根据申请人承 诺直

接作出行政审批决定的制度。

2020 年：企业申请建筑业企业资质……并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

单"。

P58 P58 2019 年：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也能使实际是公认的 的合

法权益得到保证

2020 年：

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 设工

程价款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

P62 P61 删除：责令其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工程合同价款 0.5% 以上

1% 以下的罚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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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Z202030 建造师注册执业制度 P68 P68 新增：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等……以职业介绍为名提供"挂证"信 息服

务等违法违规行为。

新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有法律法规、国家政策依据的

其他情形。

P70 P70 删除：注册执业人员未执行法律法规及因过错造成质量事故应承担

的法律责任的全部内容



2Z20300

0 建设工

程发承包

法律制度

2Z203010 建设工程招标投标

制度

P80 P80 新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支持民营建筑企业发展的通

知》……不得对民营建筑企业与国有建筑企业采取不同的资格审查

或者评标标准等。

P83 P53-84 删除：对保留的保证金，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各地区、部门一 律不

得以任何形式在工程建设领域新设保证金项目。

新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将其不良行为记人信用记录。

2Z203020 建设工程承包制度 P94 P94 2019 年：属于违法发包……(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发包行为

2020 年：属于违法发包……(5 )建设单位将一个单位工程的施工分解成

若干部分发包给不同的施工总承包或专业承包单位的。

P98-99 P98-99 转包、违法分包和挂靠行为的界定改

2Z203030 建筑市场信用体系

建设

P103 P103 新增：一、基本信息

2019 年：

一、良好行为记录内容

2020 年

优良信用信息

优良信用信息是指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在工程建设活动中获得的县 级以上

行政机关或群团组织表彰奖励等信息。

P105 P106 新增：《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不得泄露国家秘密、

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2Z20400

0 建设工

程合同和

劳动合同

法律制度

2Z204010 建设工程合同制度 110-112 111-112 “建设工程工期”整个小点发生变化。

114 115 “2.对工程量有争议的工程款结算”增加两段内容“《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审理建设...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17 117 “四、约定赔偿损失与法定赔偿损失”中删除第三段最后部分“例

如，双方事先约定...实际遭受的损害。”

127 127 “一、合同示范文本的作用”中第二段“在全国推行经济合同示范 文本

制度”改为“推行这一制度，一方面”；“仲裁”改为“合同

仲裁”。

2Z204020 劳动合同及劳动关

系制度

127 128 “一、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守的原则”中增加第三段“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与建筑作业相关的活动”。



135 135 “(五)劳动合同的终止”第三段中（2）增加“难以安排工作的，

由用人单位按月发给伤残津贴”。

135 136 删除““包工头”作为自然人的民事主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

响”。

140 141 “2009 年 8 月”变为“2018 年 12 月”

141 141 “《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规定”变为“1994 年2 月

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中规定”。

144 145 新增一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效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144 145 删除“按照《体力劳动强度分级》CB 3869- -1997,体力劳动强度

按劳动强度指数大小分为 4 级。”

145 146 “2010 年 10 月”变为“2018 年 12 月”

2Z204030 相关合同制度 161 162 新增一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妥善...建立民间借贷纠纷防

范和解决机制。”

2Z20500

0 建设

工程施

工环境

保护、节

约能源

和文物

保护法

律制度

2Z205010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

制度

/ 173 174 删除：国家对环境噪声污染严重的落后设备实行淘汰制度............禁
止进口的环境噪声污染严重的设备名录。

27205012 施工现场大气污染防

治的规定

/ - 177 新增：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施工工地和道

路扬尘管控工作的通知》(建办质(2019)23号)规定..........鼓励施工

工地安装在线监测和视频监控设备，并与当地有关主管部门联网。 当

环境空气质量指数达到中度及以_上污染时，施工现场应增加洒水

频次，加强覆盖措施，减少易造成大气污染的施工作业。(共 8

个段落)

176 177 删除：对于施工现场的的大气污染防治..........（七）在场界四周隔

挡高度........差值不大于 0.08m/m³。

2Z205013 施 工现场水污染防

治的规定

/ 179 178 删除：建设单位在江河、湖泊新建、改建、扩建排污口的..........水
污染防治设施应当符合..........评价文件的要求。（整个段落已删）

2Z205015 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 / 186 新增：五、施工现场土壤污染防治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律责任 2018年 8月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规定，有下

列行为之一的，由地方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他负有土

壤污染防治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责令改正，处以罚款;拒不改正的，

责令停产整治:....................... 严重后果的，处 20 万元以上 2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186 187 变动：由 2019 年的“五、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规定”变更为“六、

按日连续处罚的法律规定”

2Z205020 施工节约能源制度

2Z205021 施工合理使用与节约

能源的规定

/ 186-187 187-188 一、合理使用与节约能源的-般规定中：

由 2019 年的 186 页“2016 年7 月经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节约能源法》”变成 2020 年187 页“2018 年10 月经修改后公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

由 2019 年的 187 页“2008 年8 月经修改后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

循环经济促进法》”变成了 2020 年的“2018 年10 月经修改后公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

188 189 删除：实施既有建筑节能改造..........既有建筑围护结构的改造和供

热系统的改造应当同时进行。（整个段落）

189 189 （一）节材与材料资源利用的中第三小段-删除：此外，还分别就 结

构材料、围护材料....数字化技术，对大体积混凝土、..............进
行优化。

2Z205030 施工文物保护制度

2Z20600

0 建设

工程安

全生产

法律制

度

2Z206010 施工安全生产许可

证制度

/

2Z206020 施工安全生产责任

和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

/

2Z206030 施工现场安全防护

制度

/

2Z206031 编制安 全技术措施、

专项施工方案和安全技术交底

的规定

/ 219 219 变动：由 2019 年的“(一)危大工程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 2018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经修改后发布的”变成了“(一)危大工程

安全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 2019 年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经修改后

发布的”

2Z206040 施工安全事故的应

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

27206042 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

急救援预案的规定

/ 240 240 删除：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具有突发性........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

失........并定期组织演练。（2个段落）



240 新增：《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制定本单位生产安

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安全事故应急工作全面负责。

241 241 一、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

删除：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当符合下列要求（整个段落）。

241 241 一、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的编制

变动：由 2019 年的“2017 年11 月经修改后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病防治法》”变成了 2020 年的“2018 年12 月经修改后公布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241-242 241-242 变动：2020 年变成了二、施工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修订、教育

培训和演练

、三、应急救援队伍与应急值班制度、四、应急救援的组织实施。

19 年版对应的二三四项的内容的发生了较大变化。

2Z206050 建设单位和相关单

位的建设工程安全责任制度

/

2Z20700

0 建设

工程质

量法律

制度

2Z207010 工程建设标准 /

2Z207020 施工单位的质量责

任和义务

/

2Z207030 建设单位及相关单

位的质量责任和义务

/

2Z207031 建设单位相关的质量

责任和义务

/ 277 277 变动：六、依法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手续（所含两段内容变化）

2Z207040 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制度

/

2Z207042 施工单位应提交的档

案资料

/ 287 287 变动：“2011 年 11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经修改后发布的《城市建

设档案管理规定》中规定”变成了“2019 年 3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经修改后发布的《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中规定”



287 287 新增：《建设工程文件归档规范》GB/T 50328- -2014 规定， 勘察、

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应将本单位形成的工程文件立卷后向建设单

位移交。建设工程项目实行总承包管理的，总包单位应负责收集、 汇总各

分包单位形成的工程档案，并应及时向建设单位移交;各分包单位应将

本单位形成的工程文件整理、立卷后及时移交总包单 位。建设工程项

目由几个单位承包的，各承包单位应负责收集、整理立卷其承包项目

的工程文件,并应及时向建设单位移交。

287 287 删除：施工单位应当按照归档要求制定统一目录..........竣工图等。

2Z207043 规划、消防、节能、

环保等验收的规定

287-288 287-288 变动：一、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

二、建设工程竣工消防验收

2Z207050 建设工程质量保修

制度

/

2Z20800

0 解决

建设工

程纠纷

法律制

度

2Z208010 建设工程纠纷主要

种类和法律解决途径

302 302 “其受理案件的管辖权来自双方协议。”变为“其受理案件的管辖

权来自当事人的授权。”

302-303 302-303 “(一)自愿性”“(二)专业性”“(六)执行的强制性和域外执行力”

内容变化

303 303 删除“民事诉讼主要是法院与纠纷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当事人之

间的关系。”

2Z208020 民事诉讼制度 305 305 “一、级别管辖”内容变化

310 311 新增一段“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

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 24 条规定，2019 年 2 月 1

日后受理该案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追加 B 建筑公司为本案的第三人。”

2Z208030 仲裁制度 333 334 “申请仲裁的方式”改为“申请仲裁的文件”

336 336 删除“仲裁裁决…和执行”改为“涉外案件…和执行”

2Z208040 调解与和解制度 /

2Z208050 行政强制、行政复议

和行政诉讼制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