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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一级建造师报考指南

一、关于一级建造师

1.1 一级建造师简介

一级建造师，是一种建筑类执业资格，大中型施工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本专业注册建造师担任。

我们日常所说的项目经理是建设工程项目经理，指受企业法人代表人委托对工程项目施工过

程全面负责的项目管理者，是企业法定代表在工程项目上的代表人。

项目经理必须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才能上岗。项目经理需全面负责项目部各项管理工作，是

项目生产的第一责任人。即要有理论水平，也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较强的组织能力，因此

项目经理的必备条件：懂经济、懂法规、懂技术、懂管理、综合素质较高的复合型人员。

1.2 发展历程

1.2.1 国际背景

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起源于英国，迄今已有 150 余年历史。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建立

了该项制度，具有执业资格的建造师已有了国际性的组织——国际建造师协会。

1.2.2 国内制度构建

2002 年 12 月 5 日，人事部、建设部联合印发《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这标志

着我国建立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的工作正式建立。该《规定》明确规定，我国的建造师是指

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和施工管理关键岗位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我国一级建造师，是一种建筑类执业资格，大中型施工项目负责人必须由本专业注册建造

师担任。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合格者，由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颁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

一印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共同用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

师执业资格证书》或《中华人民共和国一级建造师专业类别考试合格证明》（增报专业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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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者），该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

1.3 如何成为一级建造师

1.3.1 考试——取得证书

要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必须参加并通过全国每年一次的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考试，

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实行全国统一大纲、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的考试制度，由人事部、建设

部共同组织实施，考试设 4 个科目，参加全部 4 个科目考试的人员必须在连续的两年考试

年度内通过全部科目（除可免试《建设工程经济》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2 个科目的特殊

技术人员外）。

1.3.2 注册（申请、审批、公示、下文）——取得执业资格

取得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且符合注册条件的人员，必须经过注册登记后，方可以建造师名

义执业。（含义就是一级建造师是一本证书，想以一级建造师名义开展工作，就先在一个建

筑公司名下后注册登记，就可以用一级建造师的身份当任公司旗下项目的项目经理）

1.4 历年开考情况

2004 年正式进行全国首次统一考试

2007 年出现全国考题泄露案（导致部分考生成绩作废）

2008 年停考一年

2017 年市政泄题严重，导致部分高分雷同试卷考生成绩作废

1.5 各科目考试内容

（1）《建设工程项目管理》：就是如何管理一个工程项目，包含成本管理、进度管理、质

量管理等，主要涉及工程中的“三控三管一协调”内容；

（2）《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考核关于建设工程国家或地方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有

一些工程涉及的法律规定；

（3）《建设工程经济》：工程经济所涉及的内容是工程经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分析现金

流量等情况，选择合适的技术方案，以获得最佳的经济效果；

（4）《专业实务》：施工技术，施工方法，施工管理验收等专业方面的知识内容（一般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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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业经验以及非本专业的考生考试有难度）。专业实务共有 10 个方向供考生进行选择：

《建筑工程》、《机电工程》、《市政工程》、《公路工程》、《矿业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铁路工程》、《民航机场工程》、《港口与航道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

科目名称及

专业类别
试卷满分 合格标准 考试时间 题型题量

建设工程经济 100 60 9：0-11:00（2 小时）

单项选择题 60 题，每题 1 分，

共 60 分；多项选择题 20 题，

每题 2 分，共计 40 分。

建设工程法规

及相关知识
130 78

14:00-17:00（3 小

时）

单项选择题 70 题，每题 1 分，

共 70 分；多项选择题 30 题，

每题 2 分，共计 60 分。

建设工程项目

管理
130 78 9：00-12:00（3 小时）

单项选择题 70 题，每题 1 分，

共 70 分；多项选择题 30 题，

每题 2 分，共计 60 分。

建设工程

160 96
14:00-18:00（4 小

时）

20 道单选题，10 道多选题，5

道综合分析题（案例）。其中单

选题每题 1 分，共 20 分；

多选题每道 2 分，共 20 分；

案例题前三个每道 20 分，后两

个每道 30 分，共计 1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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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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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报考人数及通过率

年份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参考人数 106 万 126 万 122 万 106 万 110 万 129 万 130 万

通过率 8% 8% 8% 8% 7.8% 8% 10%

说明：历年考试缺考率 30%左右。

1.7 各科目难度排名（排序由易到难）

1.7.1 公共课难易程序排名

根据考试年份公共科目的难易程度不一样，但普遍情况下难易度排名如下：

工程法规＜工程经济＜项目管理

1.7.2 实务难易程序排名

建筑工程（大概通过率 7%） ＜机电工程（大概通过率 4%） ＜公路工程＜市政工程（大

概通过率 3%）＜铁路工程＜水利水电工程＜通信与广电工程＜民航机场工程＜港口与航道

工程＜矿业工程

1.8 专业选择和考试涉及内容

（1）市政：城镇道路、城市桥梁、城市轨道交通、城市水处理场站工程、城市管道工程、

生活垃圾填埋处理工程、

（2）公路：公路施工（路基、路面、桥涵、隧道）、

（3）机电：机电工程常用材料、机电工程专业技术、安装技术、建筑机电施工技术

（管道、电气、通风与空调、建筑智能化、消防工程、电梯工程）

（4）建筑：建筑工程技术要求、建筑工程专业施工技术（施工测量技术、地基与基础工程、

主体结构工程、防水与保温、装饰装修工程、建筑工程季节性施工要求）

（5）矿业：矿业工程施工技术、爆破工程、矿业建筑工程、井巷工程、

（6）水利水电：水利水电工程建筑物及建筑材料、施工导流、河道截流、水利水电主体工

程（土石方开挖、地基处理、土石方填筑、混凝土工程、水利水电设备及金属结构安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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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安全技术）

（7）铁路工程：铁路工程施工测量、铁路工程材料、铁路路基工程、铁路桥涵工程、铁路

隧道工程、铁路轨道工程、铁路“四电”工程（铁路电力、铁路电力牵引供电、铁路通信、

铁路信号）

民航机场工程：民航机场的功能与构成、民航机场航站区、民航机场场道工程、民航空管工

程、民航机场弱电系统工程、民航机场目视助航工程。

（8）港口与航道工程：重力式码头、高桩码头、板桩码头、斜坡堤、船闸、航道整治、疏

浚与吹填、环保疏浚与疏浚环保；

（9）通信与广电工程：通信网、光传输系统、微波和卫星传输系统、蜂窝移动通信系统、

通信电源系统、光（电）缆特点及应用、广播电视系统、广播电视中心关键技术、广播电视

传输和监测系统。

1.9 挂靠

1.9.1 资质挂靠：是给建筑公司升等级用的

总承包企业资质分为：特级、一级、二级、三级。

每个等级的审批条件都不一样，比如，水利水电总承包商申请一级资质标准：需要本专业一

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15 人。

申请二级资质标准：需要本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10 人。

申请三级资质标准：需要本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不少于 6 人。

说明：还有很多其它条件，只列举了一级注册建造人数的要求。

1.9.2 项目挂靠：是用来承接工程项目的，要对项目全面负责任（每个工程项目都需要配备

1 名一级注册建造师任职项目经理）

1.9.3 安全员 B 证：任职项目经理都需要考取安全员 B 证，是建造师证的配套证书。

1.10 国家为什么要打击挂靠？

（1）挂靠的实质是弄虚作假，挂靠人往往都是没有取得资质的人员，没有取得资质肯定是

因为挂靠人的某项硬性条件没有通过国家相关部门的条件，可能专业水平、施工经验和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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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难以满足工程的需要，或者管理水平落后，甚至有过大量违规施工的行为。这样的项目

经理在承接工程项目后很有可能发生弄虚作假、以次充好的行为，工程的质量、安全、进度

等方面根本没法控制，给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

（2）挂靠会导致责任主体不明确，挂靠人用的是被挂靠人的名义，在施工组织管理的全过

程中产生经济往来的民事行为往往都是以被挂靠人的名义实施的，一旦发生纠纷或对外债务

不能清偿等，因涉嫌及主体众多、法律关系复杂，若处理不好，极有可能因此影响社会稳定

与和谐。

（3）不断攀升的违规招投标、各类工程事故、豆腐渣工程案例，面对这触目惊心的数字，

住建部如何能坐视不管，到 2018 年年末这才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定要从挂证开始，从建

筑业乱象的源头开始，进行全面整治。如果再放任不管，建筑业只会偏离正确的轨道越走越

远。通过整治，要让真正的有证有能力的人才， 走上重要的岗位，只有这样，建筑业才会

健康良性发展!

二、发展趋势

2.1 市场需求量巨大

2.1.1 建筑市场人才需求量巨大，建造师就业面广

截止 2020 年 6 月底，建筑业从业人数 4120 万人，建筑企业单位数 102712 个，而建筑项

目必须有注册建造师担任项目管理人员。

2.1.2 持证范围加大，项目需证数目增加

2017 年 7 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已执行 10 年的《注册建造师管理规定》公开征求修改

意见，重大决策变革为建造师的适用范围，由”大中型建设工程项目“修改为”建设工程项

目“，去除“大中型”，即所有项目都需要注册建造师证书执业。

以前一个项目上，只要求项目经理有建造师执业资格，以后项目负责人、技术负责人、施工

单位技术负责人均需要建造师证书，且一岗一证，项目负责人和技术负责人不得用一个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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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建造师供给短缺

截止至 2020 年 6 月，全国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人数超过 69W。2019 年 7 月住建部印发了

《关于取消一级建造师临时执业证书的通知》，对一建的需求量更大。

2.2 证书含金量高

2.2.1 考试性质

建造师考试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和住建部共同负责的执业资格（准入类）考试，不同于

水平的职业资格的考试。是担任施工项目经理的必备条件，是施工领域业务竞争力的最好体

现。

职业资格是水平类考试，国家划定合格线（一般是固定合格线），只要达到合格线即可。

执业资格是准入类考试，国家固定录取人数，就像高考录取分数线，合格分数线会根据当年

的考试难易程度而改变。（也就是说只录取前面的多少名）

2.2.2 发展前景

建筑行业发展趋势，与国际接轨。弱化企业责任，强化个人责任。

2014 年 9 月，住建部印发《建筑工程五方责任主体项目负责人质量终身责任追究暂行办法》，

工程项目设计使用年限内发生质量事故或者严重质量问题时，追究五方项目负责人的终身责

任。项目经理将承担大额的罚款（单位罚款数额 5%-10%的罚款）。

2.2.3 后挂证时代，从业必须，别无选择

2016 年 10 月 14 日，住建部发布了《关于简化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部分指标的通知》，规

定在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中，除各类别最低等级资质外，取消关于注册建造师、中级以上职

称人员、持有岗位证书的现场管理人员、技术工人的指标考核。项目上无证项目经理大量存

在，这个群体目前须绝地求生，背水一战。

2.2.4 不求上位只求温饱，还需要考建造师吗？——求职敲门砖

不当项目经理，不当技术负责人，就作个普通的工程人员，就业也得有证。好单位 HR 的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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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标准（三看） 看学历背景 、看证书、看业绩。

三、报考信息

3.1 报名条件

3.1.1 报考条件

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以申请报考一建。

① 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工作满 4 年;

② 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4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

工作满 3 年;

③ 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工作满 3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

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2 年;

④ 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硕士学位，工作满 2 年，其中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

满 1 年;

⑤ 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博士学位，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1 年。

3.1.2 工作年限算法

开始计算时间：不管你是几月份毕业，以当年 12 月 31 日为节点开始计算工作年限；

截止计算时间：以报考当年 12 月 31 日为截止时间。

比如：你是 2019 年 6 月份毕业，2020 年 4 月份报考，工作年限为 1 年，具体计算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施工工作年限算法：新的规定是不需要开出证明，自己做个书面承诺，单位盖章即可；

施工管理工作经验解释：并非一定得在施工现场做施工管理工作，可以为施工现场服务或者

做相关的工作都可以，比如合同管理等等……

3.1.3 免试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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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一级建造师报考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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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专以上学历并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工作满 20 年。

▲ 国家为什么是免试《建设工程经济》和《建设工程项目管理》这两科呢？

①这两个科目只与所属"项目"有关：《建设工程经济》是管项目是否赚钱的，《建设工程师

项目管理》对项目的管理水平。

②国家层面只把控底线：《建设工程法规及相关知识》是考国家法律法规的，不能违反国家

法律法规。《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是考核专业技术，国家需要考核你对专业人员技术能力

情况。

3.1.4 增报专业报考条件

已经取得一级建造师资格证书的人员，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专业工程管理与实务》

科目的相应专业进行报考，报考级别为“增报专业”。

注意：只要增加一门专业课就行，三门公共课不需要再考了。

3.2 报考准备

3.2.1 报考流程

进官网：中国人事考试网

报名流程详解——考生注册——上传照片——填写信息——照片审核——打印报名表—

—审核、缴费

3.2.2 两种资格审查方式

考前审核---先买票再上车（最好保险的方式，确定你报考成功了，再考试） 考后审核---

先上车再买票（先考，考过后再进行审核，会出现考过了报考条件不符合就拿不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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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审核的资料准备

① 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② 学历学位原件、复印件

③ 学信网证明

④ 网上下载打印的报名表（含单位意见与工作年限）

⑤ 工作经历证明（申请人书面承诺）

⑥ 社保证明（部分省份）

3.2.4 社保证明：

有异议的（省直），抽查（扬州），全面核查（泰州、无锡等）

3.2.5 重要时间节点

月份 事件

6-7 月份 开始报名

9 月 15 日左右 打印准考证

9 月 21 日、22 日 考试

12 月底、1 月初 成绩查询

次年 6 月 领取证书

约 6 个月 执业注册（申请、审批、公示、下文）

3.3 注册与执业

①执业范围：主要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管理

②初次执业：终身有效，超出 3 年的（未执业或间隔执业的）需继续教育

③继续教育：上课+考试

④资质挂靠：安全 B 证（就算不考建设单位也可以直接给你弄到）

⑤项目挂靠：质量终身负责，安全主要负责，尽量杜绝

⑥中介服务：慎之又慎，不把你压榨干决不罢休

⑦证明材料：人证合一、社会保险、劳动合同，戏要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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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因为需要“人证合一”，因此打击掉很大一批挂靠的，现在各建筑单位都非常缺证书，

好多企业着急得不得了，只要有证就可以录用，所以现在都刚需时代，真正需要证的人考一

建的时代。

▲ 江苏省一建挂靠费用：

①房建：1.2-3w/年；②机电：2-3.3w/年；

③公路：4-5w/年；④市政：3.8/4w/年；

⑤港口航道：6.2-6.5w/年；⑥水利水电：4-5w/年；

⑦矿业：2.1-3.1w/年；⑧铁路：4-5w/年

⑨通信与广电：2.8-3.8/年；⑩民航：8.6-15w/年

四、用户常见问题

1、网络工程、中药制药专业是否可以报名？

答：可以（对应专业与相近专业可直接报名）。

2、英语专业是否可以报名？

答：不可以（理论上面不可以，但是有可能各个省份会出现报考审核不严谨，也报名审核通

过的情况）。

3、工商管理专业是否可以报名？

答：可以。

4、没有本科学位是否可以？

答：可以。本科要求“学历”，如因本科期间犯规把“学位”搞没了，有学历就可以报考。

5、成人本科/专科是否可以？

答：可以（脱产、在职），但是如果是脱产的成人本科，工作年限的累积毕业之前的不能算，

如果是在职的反而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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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作年限怎么算？

答：正规大学全日制毕业，工作年限的计算方式为：取得相应的学历/学位后， 再计算工作

年限。

7、实习期算不算？

答：不算（因为实习期没有毕业，与毕业之后的实习期不是一个概念）

8、如何界定建设工程项目施工管理年限？

答：不需要开出证明，自己做个承诺，单位盖章即可

9、考一级前必须要考过二建吗？

答：不需要，可以直接考一建。

10、哪些单位可以开证明

答：一建主要是施工工程类型单位，例如：设计经研院、某某建设集团、水电厂、某某房建

集团、咨询公司、能源工程、地质勘测局等等...只要是建设施工单位都可以。

11、证书有效期限是多少？

答：一旦考过证书终生有效。执业范围主要还是从事建设工程施工管理，取得证书三年未注

册需要参加继续教育，初始注册有效期为三年，三年之后可以办理延期注册，一直到 65 岁

为止就不允许注册了。

12、已经考过２门，打算更换工作单位是否可以。

答：分两种情况

①考前审核的省份：已经过了 2 门的话，不建议此时更换工作单位，因为再过 2 门就可以

拿证了，如果此时更换会非常麻烦。

②考后审核的省份：可以更换，考完审核的时候直接填写现在就职的单位即可。

13、增项的挂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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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按价位高的专业给挂靠费，即就高不就低。以前的专业仍然可以挂靠在同一单位，但

没有或给少量挂靠费。主要原因是两本证书不能同时使用，一个项目只能使用一本证书。

14、没有工作证明怎么办？

答：2019 年实行承诺制报考，不需要提供纸质工作证明和现场审核，报名表上填写单位信

息即可。

15、新老考生怎么报名

答：新考生：是指未在当地成功报考过一级建造师或级别有变的人员，首次报考的考生。

老考生：是指在当地成功报考过一级建造师考试且级别不变的人员。

“老考生”于规定时间登录平台，按要求直接办理网上报名和缴费。

16、学历及工作年限算法

答：全日制学历(以学历证书上标注的“全日制学历”或“脱产学习”为准)的学习年限(含实

习期限)，不计算为从事专业的工作年限。在职人员考取硕士生，学习时间计算工作年限(须

有人社部门核准的连续就业社保证明)；非在职人员硕士生学习时间不计算工作年限。

参加非全日制函授、自考等成人类中专、大专、本科、硕士等后续学历学习年限可累计计算

工作年限。

17、新老考生的认定及是否重复审核？

答：新老考生参考标准为上一年度是否参考，如果上一年度审核通过，今年就不需要审核。

但是不排除一种特例，就是上一年度报考了 4 门，但是全部缺考，不排除会被认定为新考

生。

18、关于证书挂靠的前景

答：一建采用承诺制报名，大大提高了代报名的风险，建议不要选择代报名服务。并且查的

非常严格，很多证书都被注销了，现在行业其实存在非常大的证书缺口。所以此时其实是非

常非常需要证书的时候，属于考证的黄金时间，可以通过考证更好的提升自己，在未来换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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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等都更加有利。

19、假设工作单位在南京，去云南考试是否可以。

答：原则上一建没有规定报考地域，但是保险起见，社保在哪里，就在哪里报名，将来考试

也在那里考，报考地区和工作证明需在同一个省份就可以。如果工作证明是分公司，上面写

了“XXX 分公司”这种是可以异地的。

20、没有学位证可以报考吗？

答：可以报名。

21、注册问题

答：自 2018 年 10 月 22 日起，一级建造师初始注册、增项注册、重新注册、注销等申请

事项通过新版一级建造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实行网上申报、网上审批。

一级建造师注册管理信息系统官网：

http://www.coc.gov.cn/coc/webview/systemEntrance.jspx

（1）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认定实行承诺制。申请人和其聘用企业对申报信息真实性和有效

性进行承诺，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或取得一级建造师注册证书的人员及其聘用企业在办理

注册业务前，须在新系统中完成实名认证。实名认证可选择现场实名认证，也可选择新系统

网上认证。

（3）取得一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应通过新系统提出注册申请，其聘用企业确认后，

通过新系统上报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在 20 个工作日内做出书面决定，并向社

会公告，不再公示审核意见。涉及铁路、公路、港口与航道、水利水电、通信与广电、民航

专业的，住房城乡建设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审查。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 10 个工作日内

审查完毕。申请注册的人员及企业可通过中国建造师网（www.coc.gov.cn）查询相关审批

工作进度。

http://www.coc.gov.cn/coc/webview/systemEntrance.jspx
http://www.coc.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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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级注册建造师变更执业单位，应通过新系统先完成注销手续再申请重新注册。对于

注册人员或企业基本信息变更的，须通过新系统提交相关材料。

（5）一级注册建造师办理注销手续的，应通过新系统提交注销申请，其聘用企业完成确认

后，即为完成注销。

22、实行承诺制后报名具体流程

（1）选择考试、报名地

登录网上报名系统，选择所报的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 试名称，进入网上报名界面。选择省(市)

后，提示栏中将显示报考人员姓名、报考考试名称、报考地区、缴费方式和咨询电话。

注意：未进行身份、学历、学位核验的考生无法选择考试进行报名。

（2）阅读《告知书》和《报考须知》

报考人员阅读《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告知书》和《报考须知》，

点击“已阅读并知晓”后进入报考信息录入界面。

（3）录入、检查并保存报名信息

报考人员依次选择考试所在地(市)、核查点、报考级别和报考专业，系统显示所报级别和专

业对应的科目名称，前面带“√”标识的代表已选择的报考科目(成绩有效期为一年的无需手

工选择)。

报考人员在填报信息时，姓名、身份证号、学历及学位信息自动调用用户注册信息，填报的

信息项中带“*”的为必录项，填写完成后，输入验证码，点击“保存”按钮。网上报名系

统将对考生所学专业及年限等报考条件进行在线核验，并根据不同的情况提示报考人员进行

相应的操作。

注意：成绩有效期大于 1 年的考试，在录入或修改报名信息时，如报考人员在成绩有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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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存在已经通过的科目，将在科目名称后面显示其通过时间。

（4）签署《报考承诺书》

报考人员填报相关信息后，系统生成《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报考

承诺书》（电子文本），报考人员由本人签署（提交）承诺书，不允许代为承诺。

（5）报名信息确认

报考人员点击“报名信息确认”，表示报考人员确认提交的报名信息完整准确。报名信息一

经确认后，报考人员将无法再次修改报名信息，报考人员应认真仔细检查录入的信息。

注意： 报名期间，报考人员在未确认报名信息前，可以点击考试状态流程中的“信息维护”

对报名信息进行修改。

（6）特别情况审核

对于在线无法核验以及核验不通过的，须进行人工核查，报考人员按报名地资格审核部门（机

构）规定办理报考相关事项。

（7）支付考试费用

通过资格核验后，报考人员可按报名地考试组织机构规定的缴费方式，到指定地点现场缴费

或通过网上支付平台进行支付，费用支付完成后报名工作结束。

关注微信公众号「豆腐网」（微信号：DOUF666），获取更多江苏省建造师相关最新资讯

和干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