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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0200200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    

职职职职                        业业业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等等等等                        级级级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卷卷卷卷        册册册册        一一一一：：：：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    

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    

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注意事项::::1111、、、、考生应首先将自已的姓名考生应首先将自已的姓名考生应首先将自已的姓名考生应首先将自已的姓名、、、、准考证号等用钢笔准考证号等用钢笔准考证号等用钢笔准考证号等用钢笔、、、、圆珠圆珠圆珠圆珠    

笔等写在试卷册和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笔等写在试卷册和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笔等写在试卷册和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笔等写在试卷册和答题卡的相应位置上，，，，并用铅笔填并用铅笔填并用铅笔填并用铅笔填    

涂答题卡上的相应位置处涂答题卡上的相应位置处涂答题卡上的相应位置处涂答题卡上的相应位置处。。。。    

2 2 2 2 、、、、考生同时应将本页右上角的科目代码填涂在答题卡右考生同时应将本页右上角的科目代码填涂在答题卡右考生同时应将本页右上角的科目代码填涂在答题卡右考生同时应将本页右上角的科目代码填涂在答题卡右    

上角的相应位置处上角的相应位置处上角的相应位置处上角的相应位置处．．．．    

3 3 3 3 、、、、本试卷册包括职业道德和理论知识两部分本试卷册包括职业道德和理论知识两部分本试卷册包括职业道德和理论知识两部分本试卷册包括职业道德和理论知识两部分：：：：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1111 一一一一 25252525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为职业道德试题为职业道德试题为职业道德试题为职业道德试题；；；；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26262626    一一一一 111125252525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为理论知为理论知为理论知为理论知识试题识试题识试题识试题。。。。    

4 4 4 4 、、、、每小题选出答案后每小题选出答案后每小题选出答案后每小题选出答案后，，，，用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用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用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用铅笔将答题卡上对应题目的答    

案涂黑案涂黑案涂黑案涂黑。。。。如需改动如需改动如需改动如需改动、、、、用橡皮擦干净后用橡皮擦干净后用橡皮擦干净后用橡皮擦干净后，，，，再选涂其它答再选涂其它答再选涂其它答再选涂其它答    

案案案案。。。。所有答案均不得答在试卷上所有答案均不得答在试卷上所有答案均不得答在试卷上所有答案均不得答在试卷上。。。。    

5 5 5 5 、、、、考试结束时考试结束时考试结束时考试结束时，，，，考生务必将本卷册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生务必将本卷册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生务必将本卷册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考生务必将本卷册和答题卡一并交给监    

考人员考人员考人员考人员。。。。    

6 6 6 6 、、、、考生应按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按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按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考生应按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如果不按标准要求进如果不按标准要求进如果不按标准要求进如果不按标准要求进    

行填涂行填涂行填涂行填涂，，，，则均属作答无效则均属作答无效则均属作答无效则均属作答无效．．．．    

地地地地                区区区区：：：：    

姓姓姓姓                名名名名：：：：    

准考证号准考证号准考证号准考证号：：：：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监制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职业道德    

(1(1(1(1————25252525 题题题题，，，，共共共共 25252525 道题道题道题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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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职业道德基础理论与知识部分职业道德基础理论与知识部分职业道德基础理论与知识部分职业道德基础理论与知识部分（（（（第第第第 1~161~161~161~16 题题题题））））    

（（（（一一一一））））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第第第第 1111～～～～8888 题题题题））））    

        1111、、、、以下关于道德的说法中以下关于道德的说法中以下关于道德的说法中以下关于道德的说法中，，，，你认为正确的是你认为正确的是你认为正确的是你认为正确的是（（（（            ））））    

（（（（AAAA））））    就业成功取决于知识和技术就业成功取决于知识和技术就业成功取决于知识和技术就业成功取决于知识和技术，，，，道德不十分重要道德不十分重要道德不十分重要道德不十分重要    

（（（（BBBB））））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道德是做人的根本，，，，对才能起到统领作用对才能起到统领作用对才能起到统领作用对才能起到统领作用    

（（（（CCCC））））    强调道德会束缚人们的创新精神强调道德会束缚人们的创新精神强调道德会束缚人们的创新精神强调道德会束缚人们的创新精神    

（（（（DDDD））））    道德主要是说教道德主要是说教道德主要是说教道德主要是说教，，，，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不具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    

2222、、、、从内在属性上看从内在属性上看从内在属性上看从内在属性上看，，，，职业道德具有职业道德具有职业道德具有职业道德具有（（（（            ））））    

（（（（AAAA））））    社会功能上的无限性社会功能上的无限性社会功能上的无限性社会功能上的无限性    

（（（（BBBB））））    历史发展上的跳跃性历史发展上的跳跃性历史发展上的跳跃性历史发展上的跳跃性    

（（（（CCCC））））    职业内容上的稳定性职业内容上的稳定性职业内容上的稳定性职业内容上的稳定性    

（（（（DDDD））））    表现形式上的单一性表现形式上的单一性表现形式上的单一性表现形式上的单一性    

3333、、、、企业文化具有企业文化具有企业文化具有企业文化具有（（（（            ））））    

（（（（AAAA））））    娱乐功能娱乐功能娱乐功能娱乐功能    

（（（（BBBB））））    调教功能调教功能调教功能调教功能    

（（（（CCCC））））    异化功能异化功能异化功能异化功能    

（（（（DDDD））））    导向功能导向功能导向功能导向功能    

4444、、、、对于饮食行业的从业对于饮食行业的从业对于饮食行业的从业对于饮食行业的从业人员来说人员来说人员来说人员来说，，，，不符合仪表端庄具体要求的做法是不符合仪表端庄具体要求的做法是不符合仪表端庄具体要求的做法是不符合仪表端庄具体要求的做法是（（（（            ））））    

（（（（AAAA））））    着装简单着装简单着装简单着装简单、、、、朴素朴素朴素朴素    

（（（（BBBB））））    饰品较少饰品较少饰品较少饰品较少、、、、未充分突出个性未充分突出个性未充分突出个性未充分突出个性    

（（（（CCCC））））    男性不留胡须男性不留胡须男性不留胡须男性不留胡须，，，，女性不涂指甲女性不涂指甲女性不涂指甲女性不涂指甲    

（（（（DDDD））））    浓妆浓妆浓妆浓妆    

5555、、、、从业人员的下列几种做法中从业人员的下列几种做法中从业人员的下列几种做法中从业人员的下列几种做法中，，，，不适当的是不适当的是不适当的是不适当的是（（（（            ））））    

（（（（AAAA））））    对于不能干的工作对于不能干的工作对于不能干的工作对于不能干的工作，，，，向上级如实讲清楚向上级如实讲清楚向上级如实讲清楚向上级如实讲清楚    

（（（（BBBB））））    对上司有意见对上司有意见对上司有意见对上司有意见，，，，背后找上司交流看法背后找上司交流看法背后找上司交流看法背后找上司交流看法    

（（（（CCCC））））    维护上司的威信维护上司的威信维护上司的威信维护上司的威信，，，，一般不越级汇报工作一般不越级汇报工作一般不越级汇报工作一般不越级汇报工作    

（（（（DDDD））））    对上司的错误批评不予理睬对上司的错误批评不予理睬对上司的错误批评不予理睬对上司的错误批评不予理睬    

    

6666、、、、对于上司安排的工作对于上司安排的工作对于上司安排的工作对于上司安排的工作，，，，你认为下列员工你认为下列员工你认为下列员工你认为下列员工（（（（            ））））的认识是合适的的认识是合适的的认识是合适的的认识是合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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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小张小张小张小张：：：：上司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上司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上司的工作安排不合理上司的工作安排不合理，，，，可拒绝可拒绝可拒绝可拒绝    

（（（（BBBB））））    小王小王小王小王：：：：工作安排的工作安排的工作安排的工作安排的不合理也要干不合理也要干不合理也要干不合理也要干，，，，员工不能有自己的不同想法员工不能有自己的不同想法员工不能有自己的不同想法员工不能有自己的不同想法    

（（（（CCCC））））    小李小李小李小李：：：：员工应该服从企业上司的工作安排员工应该服从企业上司的工作安排员工应该服从企业上司的工作安排员工应该服从企业上司的工作安排，，，，不能挑肥拣瘦不能挑肥拣瘦不能挑肥拣瘦不能挑肥拣瘦    

（（（（DDDD））））    小赵小赵小赵小赵：：：：在法制社会在法制社会在法制社会在法制社会，，，，工作安排不合理可以直接以法律手段解决工作安排不合理可以直接以法律手段解决工作安排不合理可以直接以法律手段解决工作安排不合理可以直接以法律手段解决    

7777、、、、““““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句话是制药企业这句话是制药企业这句话是制药企业这句话是制药企业（（（（            ））））的价值观的价值观的价值观的价值观。。。。    

（（（（AAAA））））    同仁堂同仁堂同仁堂同仁堂    （（（（BBBB））））    九芝堂九芝堂九芝堂九芝堂    

（（（（CCCC））））    达仁堂达仁堂达仁堂达仁堂    （（（（DDDD））））    三奇堂三奇堂三奇堂三奇堂    

8888、、、、关于职业纪律关于职业纪律关于职业纪律关于职业纪律，，，，正确的认识是正确的认识是正确的认识是正确的认识是（（（（            ））））    

（（（（AAAA））））    职业纪律是用来管制员工的条条框框职业纪律是用来管制员工的条条框框职业纪律是用来管制员工的条条框框职业纪律是用来管制员工的条条框框    

（（（（BBBB））））    是否遵守职业纪律是否遵守职业纪律是否遵守职业纪律是否遵守职业纪律，，，，关系到职工的利益关系到职工的利益关系到职工的利益关系到职工的利益    

（（（（CCCC））））    只要认为职业纪律规定的不合理只要认为职业纪律规定的不合理只要认为职业纪律规定的不合理只要认为职业纪律规定的不合理，，，，职工可以不遵守职工可以不遵守职工可以不遵守职工可以不遵守    

（（（（DDDD））））    职业职业职业职业纪律由企业制定纪律由企业制定纪律由企业制定纪律由企业制定，，，，员工无权质疑员工无权质疑员工无权质疑员工无权质疑    

    

（（（（二二二二））））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第第第第 9999～～～～16161616 题题题题））））    

    9999、、、、从业人员之间做到和谐相处从业人员之间做到和谐相处从业人员之间做到和谐相处从业人员之间做到和谐相处，，，，具体要求是具体要求是具体要求是具体要求是（（（（            ））））    

（（（（AAAA））））    努力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努力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努力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努力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他人的事情不多过问他人的事情不多过问他人的事情不多过问他人的事情不多过问    

（（（（BBBB））））    对感情不融洽的同事对感情不融洽的同事对感情不融洽的同事对感情不融洽的同事，，，，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在工作上积极配合在工作上积极配合    

（（（（CCCC））））    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同事评头论足对同事评头论足对同事评头论足对同事评头论足    

（（（（DDDD））））    对同事故意的诽谤或伤害对同事故意的诽谤或伤害对同事故意的诽谤或伤害对同事故意的诽谤或伤害，，，，要以眼还眼要以眼还眼要以眼还眼要以眼还眼    

10101010、、、、关于职业道德的作用关于职业道德的作用关于职业道德的作用关于职业道德的作用，，，，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职业道德能够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职业道德能够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职业道德能够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职业道德能够（（（（            ））））    

（（（（AAAA））））    增强人们的服务意识增强人们的服务意识增强人们的服务意识增强人们的服务意识，，，，但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但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但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但不利于提高产品质量    

（（（（BBBB））））    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产品质量，，，，但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但不利于降低生产成本    

（（（（CCCC））））    提高人们的创新意识提高人们的创新意识提高人们的创新意识提高人们的创新意识，，，，促进企业的技术进促进企业的技术进促进企业的技术进促进企业的技术进步步步步    

（（（（DDDD））））    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帮助企业克服困难，，，，实现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实现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实现阶段性的发展目标实现阶段性的发展目标    

11111111、、、、下列做法中下列做法中下列做法中下列做法中，，，，符合诚实守信职业道德要求的是符合诚实守信职业道德要求的是符合诚实守信职业道德要求的是符合诚实守信职业道德要求的是（（（（            ））））        

（（（（AAAA））））    会计总是按照上司的要求上报统计数字会计总是按照上司的要求上报统计数字会计总是按照上司的要求上报统计数字会计总是按照上司的要求上报统计数字    

（（（（BBBB））））    客户反映电器质量问题客户反映电器质量问题客户反映电器质量问题客户反映电器质量问题，，，，该电器公司为其进行维修或更换该电器公司为其进行维修或更换该电器公司为其进行维修或更换该电器公司为其进行维修或更换    

（（（（CCCC））））    员工对企业上司早请示员工对企业上司早请示员工对企业上司早请示员工对企业上司早请示，，，，晚汇报晚汇报晚汇报晚汇报    

（（（（DDDD））））    某汽车公司实施招回制度某汽车公司实施招回制度某汽车公司实施招回制度某汽车公司实施招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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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1212、、、、下列说法中下列说法中下列说法中下列说法中，，，，不违背从业人员办事原则的是不违背从业人员办事原则的是不违背从业人员办事原则的是不违背从业人员办事原则的是（（（（            ））））    

（（（（AAAA））））    某汽车公司一款车型存在质量隐患某汽车公司一款车型存在质量隐患某汽车公司一款车型存在质量隐患某汽车公司一款车型存在质量隐患，，，，该公司只对部分地区实行招回制度该公司只对部分地区实行招回制度该公司只对部分地区实行招回制度该公司只对部分地区实行招回制度    

（（（（BBBB））））    某小学教师发现班内一学生有数学特长某小学教师发现班内一学生有数学特长某小学教师发现班内一学生有数学特长某小学教师发现班内一学生有数学特长，，，，给他给他给他给他““““开小灶开小灶开小灶开小灶””””辅导辅导辅导辅导    

（（（（CCCC））））    某百货公司对年长者实行优某百货公司对年长者实行优某百货公司对年长者实行优某百货公司对年长者实行优先购物先购物先购物先购物，，，，但对其他顾客没有这一优惠规定但对其他顾客没有这一优惠规定但对其他顾客没有这一优惠规定但对其他顾客没有这一优惠规定    

（（（（DDDD））））    某美容院只给女士提供服务某美容院只给女士提供服务某美容院只给女士提供服务某美容院只给女士提供服务，，，，不对男士开放不对男士开放不对男士开放不对男士开放    

13131313、、、、以下关于勤劳和节俭的说法中以下关于勤劳和节俭的说法中以下关于勤劳和节俭的说法中以下关于勤劳和节俭的说法中，，，，你认为正确的是你认为正确的是你认为正确的是你认为正确的是（（（（            ））））    

（（（（AAAA））））    勤劳和节俭应该结伴而行勤劳和节俭应该结伴而行勤劳和节俭应该结伴而行勤劳和节俭应该结伴而行    

（（（（BBBB））））    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经济条件下，，，，鼓励勤劳鼓励勤劳鼓励勤劳鼓励勤劳，，，，反对节俭反对节俭反对节俭反对节俭    

（（（（CCCC））））    勤劳节俭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勤劳节俭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勤劳节俭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勤劳节俭在知识经济时代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DDDD））））    节省了一元钱节省了一元钱节省了一元钱节省了一元钱，，，，就等于赚了一元钱就等于赚了一元钱就等于赚了一元钱就等于赚了一元钱    

（（（（根据下列案例和所学职业道德知识根据下列案例和所学职业道德知识根据下列案例和所学职业道德知识根据下列案例和所学职业道德知识，，，，回答第回答第回答第回答第 14~1614~1614~1614~16 题题题题））））    

            爱迪生曾多次表示爱迪生曾多次表示爱迪生曾多次表示爱迪生曾多次表示，，，，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无论是睡眠还是饮食，，，，都应该尽量节约都应该尽量节约都应该尽量节约都应该尽量节约，，，，他希望人们少睡觉多工作他希望人们少睡觉多工作他希望人们少睡觉多工作他希望人们少睡觉多工作，，，，

1871187118711871 年圣诞节年圣诞节年圣诞节年圣诞节，，，，是爱迪生和玛丽小姐结婚的日子是爱迪生和玛丽小姐结婚的日子是爱迪生和玛丽小姐结婚的日子是爱迪生和玛丽小姐结婚的日子，，，，婚礼的一切都婚礼的一切都婚礼的一切都婚礼的一切都准备就绪准备就绪准备就绪准备就绪，，，，但这时爱迪生在但这时爱迪生在但这时爱迪生在但这时爱迪生在

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上产生了灵感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上产生了灵感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上产生了灵感一个思考很久的问题上产生了灵感，，，，于是他跑到到实验室工作去了于是他跑到到实验室工作去了于是他跑到到实验室工作去了于是他跑到到实验室工作去了，，，，有人算过有人算过有人算过有人算过，，，，爱迪生在实爱迪生在实爱迪生在实爱迪生在实

验室里度过的验室里度过的验室里度过的验室里度过的 50505050 年年年年，，，，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 125125125125 年年年年。。。。    

14141414、、、、关于爱迪生撇开新娘跑到实验室工作一事关于爱迪生撇开新娘跑到实验室工作一事关于爱迪生撇开新娘跑到实验室工作一事关于爱迪生撇开新娘跑到实验室工作一事，，，，你不赞同的说法是你不赞同的说法是你不赞同的说法是你不赞同的说法是：：：：    

（（（（AAAA））））    这个故事不真实这个故事不真实这个故事不真实这个故事不真实，，，，难以置信难以置信难以置信难以置信    

（（（（BBBB））））    爱迪生是个只懂工作爱迪生是个只懂工作爱迪生是个只懂工作爱迪生是个只懂工作，，，，不懂爱情的人不懂爱情的人不懂爱情的人不懂爱情的人    

（（（（CCCC））））    可能爱迪生对玛丽小姐根本没有感情可能爱迪生对玛丽小姐根本没有感情可能爱迪生对玛丽小姐根本没有感情可能爱迪生对玛丽小姐根本没有感情    

（（（（DDDD））））    爱迪生对工作非常执着爱迪生对工作非常执着爱迪生对工作非常执着爱迪生对工作非常执着    

15151515、、、、读了上述短文读了上述短文读了上述短文读了上述短文，，，，你能赞同的说法是你能赞同的说法是你能赞同的说法是你能赞同的说法是（（（（            ））））    

（（（（AAAA））））    爱迪生希望他人少睡觉多工作爱迪生希望他人少睡觉多工作爱迪生希望他人少睡觉多工作爱迪生希望他人少睡觉多工作，，，，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不合情理不合情理    

（（（（BBBB））））    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会找到很多乐趣会找到很多乐趣会找到很多乐趣会找到很多乐趣    

（（（（CCCC））））    少睡一点觉是勤劳节俭的一种具体体现少睡一点觉是勤劳节俭的一种具体体现少睡一点觉是勤劳节俭的一种具体体现少睡一点觉是勤劳节俭的一种具体体现    

（（（（DDDD））））    促进事业成功促进事业成功促进事业成功促进事业成功，，，，必然不能太多的顾及家庭必然不能太多的顾及家庭必然不能太多的顾及家庭必然不能太多的顾及家庭    

16161616、、、、通过上述短文通过上述短文通过上述短文通过上述短文，，，，你认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你认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你认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你认为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    

（（（（AAAA））））    具有天赋的人具有天赋的人具有天赋的人具有天赋的人，，，，同样需要勤劳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样需要勤劳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样需要勤劳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同样需要勤劳才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BBBB））））    人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人有了追求，，，，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就会产生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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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现在倡导以人为本现在倡导以人为本现在倡导以人为本现在倡导以人为本，，，，所以不应该总是强调克制自己所以不应该总是强调克制自己所以不应该总是强调克制自己所以不应该总是强调克制自己，，，，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努力奋斗努力奋斗    

（（（（DDDD））））    ““““爱迪生工作爱迪生工作爱迪生工作爱迪生工作 50505050 年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年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年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年相当于普通人工作了 125125125125 年年年年””””的说法过于夸张的说法过于夸张的说法过于夸张的说法过于夸张    

    

二二二二、、、、    职业道德个人表现部分职业道德个人表现部分职业道德个人表现部分职业道德个人表现部分（（（（第第第第 17171717～～～～25252525 题题题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    

17171717、、、、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通常情况下，，，，每天起床时每天起床时每天起床时每天起床时，，，，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我感到自己的心情我感到自己的心情（（（（            ））））    

（（（（AAAA））））    沉闷沉闷沉闷沉闷    

（（（（BBBB））））    轻松轻松轻松轻松    

（（（（CCCC））））    有点别扭有点别扭有点别扭有点别扭    

（（（（DDDD））））    起伏不大起伏不大起伏不大起伏不大    

18181818、、、、在日常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在日常工作中，，，，同事们找我帮忙做的事情同事们找我帮忙做的事情同事们找我帮忙做的事情同事们找我帮忙做的事情（（（（            ））））    

（（（（AAAA））））    非常少非常少非常少非常少    

（（（（BBBB））））    比较多比较多比较多比较多    

（（（（CCCC））））    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比较少    

（（（（DDDD））））    极少极少极少极少    

19191919、、、、我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单位工作我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单位工作我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单位工作我之所以在目前这个单位工作，，，，是因为这个单位是因为这个单位是因为这个单位是因为这个单位（（（（            ））））    

（（（（AAAA））））    工资待遇还可以工资待遇还可以工资待遇还可以工资待遇还可以    

（（（（BBBB））））    离家比较近离家比较近离家比较近离家比较近    

（（（（CCCC））））    同事们比较有爱心同事们比较有爱心同事们比较有爱心同事们比较有爱心    

（（（（DDDD））））    领导待人好领导待人好领导待人好领导待人好    

20202020、、、、你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电话交流的话题更多的是你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电话交流的话题更多的是你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电话交流的话题更多的是你在业余时间与同事们电话交流的话题更多的是（（（（            ））））    

（（（（AAAA））））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BBBB））））    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户外活动    

（（（（CCCC））））    家庭琐事家庭琐事家庭琐事家庭琐事    

（（（（DDDD））））    最近读过的书最近读过的书最近读过的书最近读过的书    

21212121、、、、每天下班时每天下班时每天下班时每天下班时，，，，我通常会我通常会我通常会我通常会（（（（            ））））    

（（（（AAAA））））    准时离开准时离开准时离开准时离开    

（（（（BBBB））））    避开下避开下避开下避开下班人流高峰再走班人流高峰再走班人流高峰再走班人流高峰再走    

（（（（CCCC））））    把明天的工作想想再离开把明天的工作想想再离开把明天的工作想想再离开把明天的工作想想再离开    

（（（（DDDD））））    整理一下今天的工作再离开整理一下今天的工作再离开整理一下今天的工作再离开整理一下今天的工作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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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222、、、、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在日常生活中，，，，我对那种我对那种我对那种我对那种““““马拉松马拉松马拉松马拉松””””式的聊天聚会的感受是式的聊天聚会的感受是式的聊天聚会的感受是式的聊天聚会的感受是（（（（            ））））    

（（（（AAAA））））    紧张工作的有效放松方式紧张工作的有效放松方式紧张工作的有效放松方式紧张工作的有效放松方式    

（（（（BBBB））））    纯粹是浪费时间纯粹是浪费时间纯粹是浪费时间纯粹是浪费时间    

（（（（CCCC））））    虽然没意思虽然没意思虽然没意思虽然没意思，，，，但只能应付但只能应付但只能应付但只能应付    

（（（（DDDD））））    聊天聚会有必要聊天聚会有必要聊天聚会有必要聊天聚会有必要，，，，但不应成为但不应成为但不应成为但不应成为““““马拉松马拉松马拉松马拉松””””式的式的式的式的    

23232323、、、、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在路上遇到熟人时在路上遇到熟人时在路上遇到熟人时在路上遇到熟人时，，，，我会我会我会我会（（（（            ））））    

（（（（AAAA））））    等对方发现我时等对方发现我时等对方发现我时等对方发现我时，，，，我再打招呼我再打招呼我再打招呼我再打招呼    

（（（（BBBB））））    一般会低头走过去一般会低头走过去一般会低头走过去一般会低头走过去    

（（（（CCCC））））    点点头点点头点点头点点头，，，，各走各的路各走各的路各走各的路各走各的路    

（（（（DDDD））））    主动与对方寒暄上几句主动与对方寒暄上几句主动与对方寒暄上几句主动与对方寒暄上几句    

24242424、、、、小李与张奶奶是隔壁邻居小李与张奶奶是隔壁邻居小李与张奶奶是隔壁邻居小李与张奶奶是隔壁邻居，，，，张奶奶已张奶奶已张奶奶已张奶奶已 80808080 多岁了多岁了多岁了多岁了。。。。小李因工作忙每天下班回家晚小李因工作忙每天下班回家晚小李因工作忙每天下班回家晚小李因工作忙每天下班回家晚，，，，她需她需她需她需

要休息要休息要休息要休息。。。。但最近张奶奶家总是传来但最近张奶奶家总是传来但最近张奶奶家总是传来但最近张奶奶家总是传来““““咔咔咔咔咔咔咔咔””””的声音的声音的声音的声音。。。。原来原来原来原来，，，，张奶奶患有失眠症张奶奶患有失眠症张奶奶患有失眠症张奶奶患有失眠症，，，，有人告诉张有人告诉张有人告诉张有人告诉张

奶奶一个偏方奶奶一个偏方奶奶一个偏方奶奶一个偏方：：：：每晚吃每晚吃每晚吃每晚吃 3333 个核桃可解决问题个核桃可解决问题个核桃可解决问题个核桃可解决问题。。。。加入你是小李加入你是小李加入你是小李加入你是小李，，，，你会你会你会你会（（（（            ）。）。）。）。    

（（（（AAAA））））    表达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不满表达自己的不满，，，，告诉张奶奶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告诉张奶奶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告诉张奶奶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告诉张奶奶不能影响别人的休息    

（（（（BBBB））））    反正就反正就反正就反正就 3333 个核桃个核桃个核桃个核桃，，，，忍耐一下吧忍耐一下吧忍耐一下吧忍耐一下吧    

（（（（CCCC））））    向张奶奶提议向张奶奶提议向张奶奶提议向张奶奶提议，，，，要她白天砸核桃要她白天砸核桃要她白天砸核桃要她白天砸核桃，，，，晚上吃晚上吃晚上吃晚上吃    

（（（（DDDD））））    给她买个核桃夹子给她买个核桃夹子给她买个核桃夹子给她买个核桃夹子    

25252525、、、、最近一个时期最近一个时期最近一个时期最近一个时期，，，，我感到每一天时间过得我感到每一天时间过得我感到每一天时间过得我感到每一天时间过得（（（（            ））））    

（（（（AAAA））））    很快很快很快很快    

（（（（BBBB））））    比较快比较快比较快比较快    

（（（（CCCC））））    很慢很慢很慢很慢    

（（（（DDDD））））    与往常一样与往常一样与往常一样与往常一样    

    

    

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理论知识    

（（（（26262626～～～～111125252525 题题题题，，，，共共共共 100100100100 分分分分））））    

一一一一、、、、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单项选择题((((26262626----85858585 题题题题，，，，每题每题每题每题 1111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60606060 分分分分。。。。每小题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答案每小题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答案每小题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答案每小题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答案，，，，请在答题请在答题请在答题请在答题

卡上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卡上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卡上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卡上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 ) ) )     

26262626、、、、劳动法是从劳动法是从劳动法是从劳动法是从（（（（            ））））中分离出来的法律中分离出来的法律中分离出来的法律中分离出来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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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民法民法民法民法（（（（BBBB））））工会法工会法工会法工会法    （（（（CCCC））））宪法宪法宪法宪法    （（（（DDDD））））工厂立法工厂立法工厂立法工厂立法    

27272727、、、、下列社会关系中下列社会关系中下列社会关系中下列社会关系中，，，，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是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是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是属于劳动法调整的劳动关系是（（（（            ））））    

（（（（AAAA））））    某公司向职工集资而发生的关系某公司向职工集资而发生的关系某公司向职工集资而发生的关系某公司向职工集资而发生的关系    

（（（（BBBB））））    劳动者甲与劳动者乙发生借款关系劳动者甲与劳动者乙发生借款关系劳动者甲与劳动者乙发生借款关系劳动者甲与劳动者乙发生借款关系    

（（（（CCCC））））    两企业之间签订劳务输出的合同关系两企业之间签订劳务输出的合同关系两企业之间签订劳务输出的合同关系两企业之间签订劳务输出的合同关系    

（（（（DDDD））））    某民工被个体餐馆录用为服务员产生的关系某民工被个体餐馆录用为服务员产生的关系某民工被个体餐馆录用为服务员产生的关系某民工被个体餐馆录用为服务员产生的关系    

    28282828、、、、下列不参与集体谈判的是下列不参与集体谈判的是下列不参与集体谈判的是下列不参与集体谈判的是（（（（            ））））    

（（（（AAAA））））    企业雇主企业雇主企业雇主企业雇主    

（（（（BBBB））））    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公司董事会    

（（（（CCCC））））    工会代表工会代表工会代表工会代表    

（（（（DDDD））））    单位行政部门单位行政部门单位行政部门单位行政部门    

29292929、、、、依照社会保险制度的规定依照社会保险制度的规定依照社会保险制度的规定依照社会保险制度的规定，，，，社会保险不具有社会保险不具有社会保险不具有社会保险不具有（（（（            ））））特征特征特征特征。。。。    

（（（（AAAA））））    强制性强制性强制性强制性    

（（（（BBBB））））    社会性社会性社会性社会性    

（（（（CCCC））））    经济性经济性经济性经济性    

（（（（DDDD））））    差别性差别性差别性差别性    

30303030、、、、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是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是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是处理劳动争议的程序是（（（（            ））））    

（（（（AAAA））））    调解调解调解调解、、、、诉讼诉讼诉讼诉讼、、、、仲裁仲裁仲裁仲裁    

（（（（BBBB））））    调解调解调解调解、、、、仲裁仲裁仲裁仲裁、、、、诉讼诉讼诉讼诉讼    

（（（（CCCC））））    仲裁仲裁仲裁仲裁、、、、调解调解调解调解、、、、诉讼诉讼诉讼诉讼    

（（（（DDDD））））    仲裁仲裁仲裁仲裁、、、、诉讼诉讼诉讼诉讼、、、、调解调解调解调解    

31313131、、、、““““安全重于生产安全重于生产安全重于生产安全重于生产””””所体现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所体现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所体现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所体现的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为（（（（            ））））    

（（（（AAAA））））    全面保护全面保护全面保护全面保护    

（（（（BBBB））））    绝对保护绝对保护绝对保护绝对保护    

（（（（CCCC））））    优先保护优先保护优先保护优先保护    

（（（（DDDD））））    偏重保护偏重保护偏重保护偏重保护    

3232323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属于劳动力资源宏不属于劳动力资源宏不属于劳动力资源宏不属于劳动力资源宏观配置的是观配置的是观配置的是观配置的是（（（（            ））））    

（（（（AAAA））））    定期举办的各类人力资源招聘会定期举办的各类人力资源招聘会定期举办的各类人力资源招聘会定期举办的各类人力资源招聘会    

（（（（BBBB））））    某部门主管调至子公司任总经理某部门主管调至子公司任总经理某部门主管调至子公司任总经理某部门主管调至子公司任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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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用人单位到学校招聘应届毕业生    

（（（（DDDD））））    某劳动者从一单位跳槽到另一单位某劳动者从一单位跳槽到另一单位某劳动者从一单位跳槽到另一单位某劳动者从一单位跳槽到另一单位    

33333333、、、、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劳动法律关系的主体是指（（（（            ））））    

（（（（AAAA））））    工会代表与用人单位工会代表与用人单位工会代表与用人单位工会代表与用人单位    

（（（（BBBB））））    工会与用人单位工会与用人单位工会与用人单位工会与用人单位    

（（（（CCCC））））    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职工代表与用人单位    

（（（（DDDD））））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34343434、、、、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制定程序不包括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制定程序不包括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制定程序不包括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制定程序不包括（（（（            ））））    

（（（（AAAA））））    用人单位事先拟定劳动合同细则用人单位事先拟定劳动合同细则用人单位事先拟定劳动合同细则用人单位事先拟定劳动合同细则    

（（（（BBBB））））    职工通过职代会职工通过职代会职工通过职代会职工通过职代会、、、、工会组织等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工会组织等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工会组织等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工会组织等方式参与规则的制定    

（（（（CCCC））））    报送审查和备案报送审查和备案报送审查和备案报送审查和备案，，，，以保证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以保证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以保证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以保证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的合法性的合法性的合法性的合法性    

（（（（DDDD））））    以公开和正式的用人单位行政文件公布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以公开和正式的用人单位行政文件公布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以公开和正式的用人单位行政文件公布企业内部劳动规则以公开和正式的用人单位行政文件公布企业内部劳动规则    

35353535、、、、设某市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为设某市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为设某市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为设某市劳动适龄人口总量为 aaaa，，，，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为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为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为其中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为 bbbb，，，，劳动适龄人口之外具有劳动适龄人口之外具有劳动适龄人口之外具有劳动适龄人口之外具有

劳动能力的人口为劳动能力的人口为劳动能力的人口为劳动能力的人口为 cccc，，，，则该市人力资源的数量则该市人力资源的数量则该市人力资源的数量则该市人力资源的数量 dddd 为为为为（（（（            ））））    

（（（（AAAA））））    d=ad=ad=ad=a－－－－bbbb－－－－cccc    

（（（（BBBB））））    d=ad=ad=ad=a－－－－bbbb＋＋＋＋cccc    

（（（（CCCC））））    d=ad=ad=ad=a＋＋＋＋bbbb＋＋＋＋cccc    

（（（（DDDD））））    d=ad=ad=ad=a＋＋＋＋bbbb－－－－cccc    

36363636、、、、有关人力资源的叙述不正确的是有关人力资源的叙述不正确的是有关人力资源的叙述不正确的是有关人力资源的叙述不正确的是（（（（            ））））    

（（（（AAAA））））    通过人力投资通过人力投资通过人力投资通过人力投资，，，，可使劳动力供给质量得到提高可使劳动力供给质量得到提高可使劳动力供给质量得到提高可使劳动力供给质量得到提高    

（（（（BBBB））））    用人单位如果进行人力投资用人单位如果进行人力投资用人单位如果进行人力投资用人单位如果进行人力投资，，，，就会获得较高的回报就会获得较高的回报就会获得较高的回报就会获得较高的回报    

（（（（CCCC））））    投资的直接成本可以从以后的工作中收回投资的直接成本可以从以后的工作中收回投资的直接成本可以从以后的工作中收回投资的直接成本可以从以后的工作中收回，，，，而机会成本则而机会成本则而机会成本则而机会成本则不能收回不能收回不能收回不能收回    

（（（（DDDD））））    从个人角度看从个人角度看从个人角度看从个人角度看，，，，若自身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比例相当时若自身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比例相当时若自身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比例相当时若自身投资的成本与收益比例相当时，，，，就不会进行人力投资就不会进行人力投资就不会进行人力投资就不会进行人力投资    

37373737、、、、统计分析阶段是统计认识过程中统计分析阶段是统计认识过程中统计分析阶段是统计认识过程中统计分析阶段是统计认识过程中（（（（            ））））阶段阶段阶段阶段    

（（（（AAAA））））    定性认识定性认识定性认识定性认识    

（（（（BBBB））））    定性认识到定量认识的过渡定性认识到定量认识的过渡定性认识到定量认识的过渡定性认识到定量认识的过渡    

（（（（CCCC））））    定量认识定量认识定量认识定量认识    

（（（（DDDD））））    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相结合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相结合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相结合定性认识与定量认识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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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383838、、、、保证调查工作质量的关键是保证调查工作质量的关键是保证调查工作质量的关键是保证调查工作质量的关键是（（（（            ））））    

（（（（AAAA））））    调查资料的汇总调查资料的汇总调查资料的汇总调查资料的汇总    

（（（（BBBB））））    调查资料的搜集调查资料的搜集调查资料的搜集调查资料的搜集    

（（（（CCCC））））    调查资料的审核调查资料的审核调查资料的审核调查资料的审核    

（（（（DDDD））））    调查资料的分组调查资料的分组调查资料的分组调查资料的分组    

39393939、、、、计算机病毒按传染方式分为计算机病毒按传染方式分为计算机病毒按传染方式分为计算机病毒按传染方式分为（（（（            ））））    

（（（（AAAA））））    拷贝型病毒和网络病毒拷贝型病毒和网络病毒拷贝型病毒和网络病毒拷贝型病毒和网络病毒    

（（（（BBBB））））    良性病毒和恶性病毒良性病毒和恶性病毒良性病毒和恶性病毒良性病毒和恶性病毒    

（（（（CCCC））））    引导型病毒引导型病毒引导型病毒引导型病毒、、、、系统型病毒和应系统型病毒和应系统型病毒和应系统型病毒和应用程序型病毒用程序型病毒用程序型病毒用程序型病毒    

（（（（DDDD））））    接触型病毒接触型病毒接触型病毒接触型病毒、、、、辐射性病毒辐射性病毒辐射性病毒辐射性病毒    

40404040、、、、word2000word2000word2000word2000 中需要以页面方式显示文本时中需要以页面方式显示文本时中需要以页面方式显示文本时中需要以页面方式显示文本时，，，，应选择应选择应选择应选择（（（（            ））））    

（（（（AAAA））））    普通视图普通视图普通视图普通视图    

（（（（BBBB））））    页面视图页面视图页面视图页面视图    

（（（（CCCC））））    大纲视图大纲视图大纲视图大纲视图    

（（（（DDDD））））    webwebwebweb 板式视图板式视图板式视图板式视图    

41414141、、、、关于复句说法错误的是关于复句说法错误的是关于复句说法错误的是关于复句说法错误的是（（（（            ））））    

（（（（AAAA））））    复句是相对于单句而言的复句是相对于单句而言的复句是相对于单句而言的复句是相对于单句而言的    

（（（（BBBB））））    一个复句至少可以拆成两个主谓单句一个复句至少可以拆成两个主谓单句一个复句至少可以拆成两个主谓单句一个复句至少可以拆成两个主谓单句    

（（（（CCCC））））    复句中各分句都是独立的句子复句中各分句都是独立的句子复句中各分句都是独立的句子复句中各分句都是独立的句子    

（（（（DDDD））））    复句里的分句可通过复句里的分句可通过复句里的分句可通过复句里的分句可通过““““语序语序语序语序””””或或或或““““关联词语关联词语关联词语关联词语””””联系起来联系起来联系起来联系起来    

42424242、、、、下列关联词不是用于表示因果关系的是下列关联词不是用于表示因果关系的是下列关联词不是用于表示因果关系的是下列关联词不是用于表示因果关系的是（（（（            ））））    

（（（（AAAA））））    假设假设假设假设……………………则则则则……………………    

（（（（BBBB））））    因为因为因为因为……………………所以所以所以所以……………………    

（（（（CCCC））））    既然既然既然既然……………………就就就就……………………    

（（（（DDDD））））    ……………………使得使得使得使得……………………    

43434343、（、（、（、（            ））））不是行政公文一般格式要求的内容不是行政公文一般格式要求的内容不是行政公文一般格式要求的内容不是行政公文一般格式要求的内容    

（（（（AAAA））））    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名称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名称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名称主送机关和抄送机关名称    

（（（（BBBB））））    发文机关名称和发文日期发文机关名称和发文日期发文机关名称和发文日期发文机关名称和发文日期    

（（（（CCCC））））    发文字号发文字号发文字号发文字号、、、、机密级和阅读范围机密级和阅读范围机密级和阅读范围机密级和阅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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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称呼和结束语称呼和结束语称呼和结束语称呼和结束语    

44444444、（、（、（、（            ））））是将企业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是将企业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是将企业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是将企业内外部条件各方面内容进行综合和概括，，，，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进而分析组织的优劣势、、、、面临面临面临面临

的机会和威胁的一种方法的机会和威胁的一种方法的机会和威胁的一种方法的机会和威胁的一种方法。。。。    

（（（（AAAA））））    数理统计分析数理统计分析数理统计分析数理统计分析    

（（（（BBBB））））    swortswortswortswort 分析分析分析分析    

（（（（CCCC））））    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分析财务报表分析    

（（（（DDDD））））    市场预测分析市场预测分析市场预测分析市场预测分析    

45454545、、、、组织设计的首要内容与步骤就是按照企业计划任务和目标的要求组织设计的首要内容与步骤就是按照企业计划任务和目标的要求组织设计的首要内容与步骤就是按照企业计划任务和目标的要求组织设计的首要内容与步骤就是按照企业计划任务和目标的要求，，，，建立合理的建立合理的建立合理的建立合理的（（（（            ））））    

（（（（AAAA））））    信息渠道信息渠道信息渠道信息渠道    

（（（（BBBB））））    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管理体制管理体制    

（（（（CCCC））））    技术组织技术组织技术组织技术组织    

（（（（DDDD））））    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组织结构    

46464646、、、、工作岗位信息的收集主要是通过工作岗位信息的收集主要是通过工作岗位信息的收集主要是通过工作岗位信息的收集主要是通过（（（（            ））））实现的实现的实现的实现的。。。。    

（（（（AAAA））））任务分析任务分析任务分析任务分析（（（（BBBB））））岗位分析岗位分析岗位分析岗位分析（（（（CCCC））））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抽样调查抽样调查（（（（DDDD））））全面调查全面调查全面调查全面调查    

47474747、、、、在进行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分析时要考虑在进行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分析时要考虑在进行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分析时要考虑在进行企业内部人力资源供给预测分析时要考虑（（（（            ））））    

（（（（AAAA））））    人力资源流动情况人力资源流动情况人力资源流动情况人力资源流动情况    

（（（（BBBB））））    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程度    

（（（（CCCC））））    劳动力市场发育情况劳动力市场发育情况劳动力市场发育情况劳动力市场发育情况    

（（（（DDDD））））    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劳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    

48484848、、、、工资项目的预算首先应当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工资项目的预算首先应当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工资项目的预算首先应当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工资项目的预算首先应当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            ））））对工资预算的影对工资预算的影对工资预算的影对工资预算的影

响响响响，，，，如有变化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有变化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有变化应进行必要的调整如有变化应进行必要的调整。。。。    

（（（（AAAA））））    平均工资标准平均工资标准平均工资标准平均工资标准    

（（（（BBBB））））    最高工资标准最高工资标准最高工资标准最高工资标准    

（（（（CCCC））））    最低工最低工最低工最低工资标准资标准资标准资标准    

（（（（DDDD））））    消费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消费物价指数    

49494949、（、（、（、（            ））））是指为了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必须付出的费用是指为了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必须付出的费用是指为了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必须付出的费用是指为了获得和开发人力资源所必须付出的费用，，，，通常包括企业在人员招募通常包括企业在人员招募通常包括企业在人员招募通常包括企业在人员招募、、、、选选选选

拔拔拔拔、、、、录用录用录用录用、、、、安置安置安置安置、、、、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经费和人力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经费和人力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经费和人力考核等一系列管理活动过程中所投入的经费和人力。。。。    

（（（（AAAA））））    人力资源原始成本人力资源原始成本人力资源原始成本人力资源原始成本    

（（（（BBBB））））    人力资源重置成本人力资源重置成本人力资源重置成本人力资源重置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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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人力资源直接成本人力资源直接成本人力资源直接成本人力资源直接成本    

（（（（DDDD））））    人力资源间接成本人力资源间接成本人力资源间接成本人力资源间接成本    

50505050、、、、一个好的招聘系统一个好的招聘系统一个好的招聘系统一个好的招聘系统，，，，表现在效益上就是用最少的招聘成本获得表现在效益上就是用最少的招聘成本获得表现在效益上就是用最少的招聘成本获得表现在效益上就是用最少的招聘成本获得（（（（            ））））的过程的过程的过程的过程。。。。    

（（（（AAAA））））    短缺人才短缺人才短缺人才短缺人才    

（（（（BBBB））））    最优秀人才最优秀人才最优秀人才最优秀人才    

（（（（CCCC））））    大量人才大量人才大量人才大量人才    

（（（（DDDD））））    适合岗位所需人才适合岗位所需人才适合岗位所需人才适合岗位所需人才    

51515151、、、、““““没有无用之人没有无用之人没有无用之人没有无用之人、、、、只有没用好之人只有没用好之人只有没用好之人只有没用好之人””””体现体现体现体现（（（（            ））））深刻内涵深刻内涵深刻内涵深刻内涵。。。。    

（（（（AAAA））））    要素有用原理要素有用原理要素有用原理要素有用原理    

（（（（BBBB））））    能位对应原理能位对应原理能位对应原理能位对应原理    

（（（（CCCC））））    互补增值原理互补增值原理互补增值原理互补增值原理    

（（（（DDDD））））    弹性冗余原理弹性冗余原理弹性冗余原理弹性冗余原理    

    

    

52525252、、、、对操作员工作进行岗位分析对操作员工作进行岗位分析对操作员工作进行岗位分析对操作员工作进行岗位分析，，，，最适合的工作分析方法是最适合的工作分析方法是最适合的工作分析方法是最适合的工作分析方法是（（（（            ））））    

（（（（AAAA））））    观察法观察法观察法观察法    

（（（（BBBB））））    工作实践法工作实践法工作实践法工作实践法    

（（（（CCCC））））    面谈法面谈法面谈法面谈法    

（（（（DDDD））））    工作日志法工作日志法工作日志法工作日志法    

53535353、、、、职位分析问卷法职位分析问卷法职位分析问卷法职位分析问卷法（（（（PAQPAQPAQPAQ））））是以是以是以是以（（（（            ））））为重点的工作分析方法为重点的工作分析方法为重点的工作分析方法为重点的工作分析方法。。。。    

（（（（AAAA））））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    

（（（（BBBB））））    岗位特征岗位特征岗位特征岗位特征    

（（（（CCCC））））    绩效绩效绩效绩效    

（（（（DDDD））））    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个人特征个人特征    

54545454、、、、选择招聘渠道的首要步骤是选择招聘渠道的首要步骤是选择招聘渠道的首要步骤是选择招聘渠道的首要步骤是（（（（            ））））    

（（（（AAAA））））    分析招聘人员的特点分析招聘人员的特点分析招聘人员的特点分析招聘人员的特点    

（（（（BBBB））））    确定适合的招聘来源确定适合的招聘来源确定适合的招聘来源确定适合的招聘来源    

（（（（CCCC））））    分析单位的招聘要求分析单位的招聘要求分析单位的招聘要求分析单位的招聘要求    

（（（（DDDD））））    选择适合的招聘方法选择适合的招聘方法选择适合的招聘方法选择适合的招聘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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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5555、、、、初步筛选方法是对应聘者是否符合职位初步筛选方法是对应聘者是否符合职位初步筛选方法是对应聘者是否符合职位初步筛选方法是对应聘者是否符合职位（（（（            ））））的一种资格审查的一种资格审查的一种资格审查的一种资格审查。。。。    

（（（（AAAA））））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BBBB））））    全面要求全面要求全面要求全面要求    

（（（（CCCC））））    根本要求根本要求根本要求根本要求    

（（（（DDDD））））    主要要求主要要求主要要求主要要求    

56565656、、、、在情景模拟测试中在情景模拟测试中在情景模拟测试中在情景模拟测试中，，，，要考察一个人的部门之间协调能力要考察一个人的部门之间协调能力要考察一个人的部门之间协调能力要考察一个人的部门之间协调能力，，，，要对其进行要对其进行要对其进行要对其进行（（（（            ））））    

（（（（AAAA））））    事务处理能力测试事务处理能力测试事务处理能力测试事务处理能力测试    

（（（（BBBB））））    组织能力测试组织能力测试组织能力测试组织能力测试    

（（（（CCCC））））    语言表达能力测试语言表达能力测试语言表达能力测试语言表达能力测试    

（（（（DDDD））））    沟通能力测试沟通能力测试沟通能力测试沟通能力测试    

57575757、（、（、（、（            ））））是指对招聘中的费用进行调查核实是指对招聘中的费用进行调查核实是指对招聘中的费用进行调查核实是指对招聘中的费用进行调查核实，，，，并对照预算进行评价的过程并对照预算进行评价的过程并对照预算进行评价的过程并对照预算进行评价的过程。。。。    

（（（（AAAA））））    招聘数量质量评估招聘数量质量评估招聘数量质量评估招聘数量质量评估    

（（（（BBBB））））    招聘信度效度评估招聘信度效度评估招聘信度效度评估招聘信度效度评估    

（（（（CCCC））））    招聘成本效益评估招聘成本效益评估招聘成本效益评估招聘成本效益评估    

（（（（DDDD））））    招聘方式方法评估招聘方式方法评估招聘方式方法评估招聘方式方法评估    

    

58585858、、、、在招聘评在招聘评在招聘评在招聘评估中估中估中估中，，，，应聘比等于应聘人数与应聘比等于应聘人数与应聘比等于应聘人数与应聘比等于应聘人数与（（（（            ））））之比之比之比之比。。。。    

（（（（AAAA））））    录用人数录用人数录用人数录用人数    

（（（（BBBB））））    计划招聘人数计划招聘人数计划招聘人数计划招聘人数    

（（（（CCCC））））    选中人数选中人数选中人数选中人数    

（（（（DDDD））））    选拔录用人数选拔录用人数选拔录用人数选拔录用人数    

59595959、、、、培训管理的首要制度是培训管理的首要制度是培训管理的首要制度是培训管理的首要制度是（（（（            ）。）。）。）。    

（（（（AAAA））））    培训服务制度培训服务制度培训服务制度培训服务制度    

（（（（BBBB））））    培训考核制度培训考核制度培训考核制度培训考核制度    

（（（（CCCC））））    培训激励制度培训激励制度培训激励制度培训激励制度    

（（（（DDDD））））    培训奖惩制度培训奖惩制度培训奖惩制度培训奖惩制度    

60606060、、、、企业防范培训风险企业防范培训风险企业防范培训风险企业防范培训风险，，，，应根据应根据应根据应根据（（（（            ））））原则考虑培训成本的分摊原则考虑培训成本的分摊原则考虑培训成本的分摊原则考虑培训成本的分摊。。。。    

（（（（AAAA））））    利益获得利益获得利益获得利益获得    

（（（（BBBB））））    利益补偿利益补偿利益补偿利益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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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利益均沾利益均沾利益均沾利益均沾    

（（（（DDDD））））    利益均等利益均等利益均等利益均等    

61616161、、、、培训取得高层领导支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份详细的培训取得高层领导支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份详细的培训取得高层领导支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份详细的培训取得高层领导支持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提供一份详细的（（（（            ））））    

（（（（AAAA））））    培训实施计划培训实施计划培训实施计划培训实施计划    

（（（（BBBB））））    培训制度说明培训制度说明培训制度说明培训制度说明    

（（（（CCCC））））    培训项目评估报告培训项目评估报告培训项目评估报告培训项目评估报告    

（（（（DDDD））））    培训经费预算报告培训经费预算报告培训经费预算报告培训经费预算报告    

62626262、、、、价值观调查是通过价值观调查是通过价值观调查是通过价值观调查是通过（（（（            ））））收集员工职业发展信息的方法收集员工职业发展信息的方法收集员工职业发展信息的方法收集员工职业发展信息的方法。。。。    

（（（（AAAA））））    自我评价自我评价自我评价自我评价    

（（（（BBBB））））    主管评价主管评价主管评价主管评价    

（（（（CCCC））））    部门评价部门评价部门评价部门评价    

（（（（DDDD））））    组织评价组织评价组织评价组织评价    

63636363、、、、为了保证培训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保证培训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保证培训取得预期的效果为了保证培训取得预期的效果，，，，就必须对培训进行就必须对培训进行就必须对培训进行就必须对培训进行（（（（            ））））监控和评估监控和评估监控和评估监控和评估。。。。    

（（（（AAAA））））    重点重点重点重点    

（（（（BBBB））））    全程全程全程全程    

（（（（CCCC））））    针对性针对性针对性针对性    

（（（（DDDD））））    参与性参与性参与性参与性    

    

64646464、、、、对生产对生产对生产对生产、、、、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分别设计不同的绩效考评方案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分别设计不同的绩效考评方案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分别设计不同的绩效考评方案技术和管理人员应分别设计不同的绩效考评方案，，，，这体现了制定绩效管理制度这体现了制定绩效管理制度这体现了制定绩效管理制度这体现了制定绩效管理制度

的的的的（（（（            ））））原则原则原则原则。。。。    

（（（（AAAA））））    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可行性    

（（（（BBBB））））    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可靠性    

（（（（CCCC））））    实用性实用性实用性实用性    

（（（（DDDD））））    全面性全面性全面性全面性    

65656565、、、、在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在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在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在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最最最最直接影响绩效考评结果的是直接影响绩效考评结果的是直接影响绩效考评结果的是直接影响绩效考评结果的是（（（（            ））））    

（（（（AAAA））））    直接主管直接主管直接主管直接主管    

（（（（BBBB））））    一般员工一般员工一般员工一般员工    

（（（（CCCC））））    高层领导高层领导高层领导高层领导    

（（（（DDDD））））    人力资源部人员人力资源部人员人力资源部人员人力资源部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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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66666、（、（、（、（            ））））是衡量销售人员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是衡量销售人员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是衡量销售人员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是衡量销售人员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    

（（（（AAAA））））    月度营业额月度营业额月度营业额月度营业额    

（（（（BBBB））））    年度销售量年度销售量年度销售量年度销售量    

（（（（CCCC））））    产品废品率产品废品率产品废品率产品废品率    

（（（（DDDD））））    顾客投诉率顾客投诉率顾客投诉率顾客投诉率    

67676767、、、、品质主导型考评的特点是品质主导型考评的特点是品质主导型考评的特点是品质主导型考评的特点是（（（（            ））））    

（（（（AAAA））））    效度较差效度较差效度较差效度较差    

（（（（BBBB））））    标准易于确定标准易于确定标准易于确定标准易于确定    

（（（（CCCC））））    可操作性强可操作性强可操作性强可操作性强    

（（（（DDDD））））    重在工作结果重在工作结果重在工作结果重在工作结果    

68686868、、、、关于关键事件法叙述不正确的是关于关键事件法叙述不正确的是关于关键事件法叙述不正确的是关于关键事件法叙述不正确的是（（（（            ）。）。）。）。    

（（（（AAAA））））    关键事件对事不对人关键事件对事不对人关键事件对事不对人关键事件对事不对人    

（（（（BBBB））））    该方法要考虑行为的情景该方法要考虑行为的情景该方法要考虑行为的情景该方法要考虑行为的情景    

（（（（CCCC））））    该方法只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该方法只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该方法只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该方法只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    

（（（（DDDD））））    关键事件是指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关键事件是指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关键事件是指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关键事件是指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    

69696969、、、、薪酬水平低的企业应注意薪酬水平低的企业应注意薪酬水平低的企业应注意薪酬水平低的企业应注意（（（（            ））））点处的薪酬水平点处的薪酬水平点处的薪酬水平点处的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应注意中点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应注意中点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应注意中点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应注意中点薪酬水平。。。。    

（（（（AAAA））））    15151515％％％％    

（（（（BBBB））））    25252525％％％％    

（（（（CCCC））））    35353535％％％％    

（（（（DDDD））））    45454545％％％％    

70707070、、、、技术等级工资制属于技术等级工资制属于技术等级工资制属于技术等级工资制属于（（（（            ））））    

（（（（AAAA））））    能力工资制能力工资制能力工资制能力工资制    

（（（（BBBB））））    组合工资制组合工资制组合工资制组合工资制    

（（（（CCCC））））    工作工资制工作工资制工作工资制工作工资制    

（（（（DDDD））））    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制绩效工资制    

71717171 适当拉开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体现了适当拉开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体现了适当拉开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体现了适当拉开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体现了（（（（            ））））原则原则原则原则。。。。    

（（（（AAAA））））    对外具有竞争力对外具有竞争力对外具有竞争力对外具有竞争力    

（（（（BBBB））））    对内具有公正性对内具有公正性对内具有公正性对内具有公正性    

（（（（CCCC））））    对员工具有激励性对员工具有激励性对员工具有激励性对员工具有激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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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吸引人才吸引人才吸引人才吸引人才    

72727272、（、（、（、（            ））））不是影响企业薪酬的主要外部因素不是影响企业薪酬的主要外部因素不是影响企业薪酬的主要外部因素不是影响企业薪酬的主要外部因素。。。。    

（（（（AAAA））））    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劳动力市场    

（（（（BBBB））））    工资形式工资形式工资形式工资形式    

（（（（CCCC））））    相关的劳动法规相关的劳动法规相关的劳动法规相关的劳动法规    

（（（（DDDD））））    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水平    

73737373、、、、岗位评价的结果可以是分值形式岗位评价的结果可以是分值形式岗位评价的结果可以是分值形式岗位评价的结果可以是分值形式、、、、等级形式等级形式等级形式等级形式、、、、也可以是排序形式也可以是排序形式也可以是排序形式也可以是排序形式，，，，但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但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但是我们最为关心的但是我们最为关心的

是是是是（（（（            ）。）。）。）。    

（（（（AAAA））））    岗位与职务的相关度岗位与职务的相关度岗位与职务的相关度岗位与职务的相关度    

（（（（BBBB））））    岗位等级高低岗位等级高低岗位等级高低岗位等级高低    

（（（（CCCC））））    岗位与薪酬的对应关系岗位与薪酬的对应关系岗位与薪酬的对应关系岗位与薪酬的对应关系    

（（（（DDDD））））    岗位与绩效的对应关系岗位与绩效的对应关系岗位与绩效的对应关系岗位与绩效的对应关系    

74747474、、、、在我们进行岗位评价工作在我们进行岗位评价工作在我们进行岗位评价工作在我们进行岗位评价工作，，，，选取基准岗位时选取基准岗位时选取基准岗位时选取基准岗位时，，，，一般选取的数量为一般选取的数量为一般选取的数量为一般选取的数量为（（（（            ））））关键岗位关键岗位关键岗位关键岗位。。。。    

（（（（AAAA））））    4444－－－－6666 个个个个    

（（（（BBBB））））    6666－－－－8888 个个个个    

（（（（CCCC））））    8888－－－－10101010 个个个个    

（（（（DDDD））））    10101010－－－－15151515 个个个个    

75757575、、、、岗位分类法和要素比较法在岗位分析中是常用的方法岗位分类法和要素比较法在岗位分析中是常用的方法岗位分类法和要素比较法在岗位分析中是常用的方法岗位分类法和要素比较法在岗位分析中是常用的方法，，，，它们两者的它们两者的它们两者的它们两者的共同特点是共同特点是共同特点是共同特点是（（（（        ））））    

（（（（AAAA））））    把岗位细分为要素把岗位细分为要素把岗位细分为要素把岗位细分为要素    

（（（（BBBB））））    都要确立标准都要确立标准都要确立标准都要确立标准    

（（（（CCCC））））    分析结果相同分析结果相同分析结果相同分析结果相同    

（（（（DDDD））））    没有共同点没有共同点没有共同点没有共同点    

76767676、、、、选择关键评价要素和权重选择关键评价要素和权重选择关键评价要素和权重选择关键评价要素和权重，，，，对各要素划分等级对各要素划分等级对各要素划分等级对各要素划分等级，，，，并分别赋予分值并分别赋予分值并分别赋予分值并分别赋予分值，，，，然后对每个岗位进行然后对每个岗位进行然后对每个岗位进行然后对每个岗位进行

估值的方法是估值的方法是估值的方法是估值的方法是（（（（            ））））    

（（（（AAAA））））    岗位排列法岗位排列法岗位排列法岗位排列法    

（（（（BBBB））））    岗位分类法岗位分类法岗位分类法岗位分类法    

（（（（CCCC））））    要素比较法要素比较法要素比较法要素比较法    

（（（（DDDD））））    要素计点法要素计点法要素计点法要素计点法    

77777777、、、、在进行工资奖金调整方案测算的时候在进行工资奖金调整方案测算的时候在进行工资奖金调整方案测算的时候在进行工资奖金调整方案测算的时候，，，，如果出现员工的薪酬等级降低如果出现员工的薪酬等级降低如果出现员工的薪酬等级降低如果出现员工的薪酬等级降低，，，，同时工资也降低同时工资也降低同时工资也降低同时工资也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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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的情况，，，，一般应采取一般应采取一般应采取一般应采取（（（（            ））））    

（（（（AAAA））））    按照新的方案执行按照新的方案执行按照新的方案执行按照新的方案执行    

（（（（BBBB））））    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不降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不降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不降维持现有工资水平不降    

（（（（CCCC））））    折中的办法折中的办法折中的办法折中的办法    

（（（（DDDD））））    和员工沟通和员工沟通和员工沟通和员工沟通，，，，执行新的执行新的执行新的执行新的标准标准标准标准    

78787878、、、、当经济效益或个人业绩表现发生变化时当经济效益或个人业绩表现发生变化时当经济效益或个人业绩表现发生变化时当经济效益或个人业绩表现发生变化时，，，，企业所进行的薪资调整属于企业所进行的薪资调整属于企业所进行的薪资调整属于企业所进行的薪资调整属于（（（（            ））））    

（（（（AAAA））））    奖励性的调整奖励性的调整奖励性的调整奖励性的调整    

（（（（BBBB））））    生活指数调整生活指数调整生活指数调整生活指数调整    

（（（（CCCC））））    工龄工资调整工龄工资调整工龄工资调整工龄工资调整    

（（（（DDDD））））    特殊性的调整特殊性的调整特殊性的调整特殊性的调整    

79797979、、、、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制定是企业内部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制定是（（（（            ））））相结合的产物相结合的产物相结合的产物相结合的产物。。。。    

（（（（AAAA））））    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和经营权所有权和经营权    

（（（（BBBB））））    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管理权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管理权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管理权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管理权    

（（（（CCCC））））    经营权和劳动权经营权和劳动权经营权和劳动权经营权和劳动权    

（（（（DDDD））））    所有权和企业用工权所有权和企业用工权所有权和企业用工权所有权和企业用工权    

80808080、、、、企业各直线部门企业各直线部门企业各直线部门企业各直线部门、、、、职能部门或各组成部分及各类层级权责结构之间的指挥职能部门或各组成部分及各类层级权责结构之间的指挥职能部门或各组成部分及各类层级权责结构之间的指挥职能部门或各组成部分及各类层级权责结构之间的指挥、、、、服从服从服从服从、、、、接受接受接受接受

监督等规定一般属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中监督等规定一般属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中监督等规定一般属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中监督等规定一般属于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中（（（（            ））））的内容的内容的内容的内容。。。。    

（（（（AAAA））））    组织规则组织规则组织规则组织规则    

（（（（BBBB））））    编制定员规则编制定员规则编制定员规则编制定员规则    

（（（（CCCC））））    时间规则时间规则时间规则时间规则    

（（（（DDDD））））    岗位规范制定原则岗位规范制定原则岗位规范制定原则岗位规范制定原则    

    

    

    

81818181、（、（、（、（            ））））可以在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协商确定可以在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协商确定可以在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协商确定可以在订立劳动合同的同时协商确定，，，，也可以在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间因满足主客也可以在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间因满足主客也可以在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间因满足主客也可以在劳动合同的履行期间因满足主客

观情况变化的需要而订立观情况变化的需要而订立观情况变化的需要而订立观情况变化的需要而订立。。。。    

（（（（AAAA））））    专项协议专项协议专项协议专项协议    

（（（（BBBB））））    集体合同集体合同集体合同集体合同    

（（（（CCCC））））    劳务合同劳务合同劳务合同劳务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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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补充协议    

82828282、、、、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既未终止又未续订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既未终止又未续订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既未终止又未续订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期限届满既未终止又未续订，，，，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仍存在劳动关系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仍存在劳动关系

的的的的，，，，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用人单位用人单位（（（（            ））））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与劳动者续订劳动合同。。。。    

（（（（AAAA））））    可不可不可不可不    

（（（（BBBB））））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CCCC））））    无需无需无需无需    

（（（（DDDD））））    应当应当应当应当    

83838383、、、、劳动行政部门在收到集体合同后的劳动行政部门在收到集体合同后的劳动行政部门在收到集体合同后的劳动行政部门在收到集体合同后的（（（（            ））））内将审核意见书送达内将审核意见书送达内将审核意见书送达内将审核意见书送达。。。。    

（（（（AAAA））））    3333 日日日日    

（（（（BBBB））））    7777 日日日日    

（（（（CCCC））））    15151515 日日日日    

（（（（DDDD））））    30303030 日日日日    

84848484、（、（、（、（            ））））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就是通过一定的方法，，，，了解员工对组织运行的某一方面的主观心理感受了解员工对组织运行的某一方面的主观心理感受了解员工对组织运行的某一方面的主观心理感受了解员工对组织运行的某一方面的主观心理感受，，，，对调查对调查对调查对调查

结果进行评估结果进行评估结果进行评估结果进行评估、、、、分析并提出相关判断分析并提出相关判断分析并提出相关判断分析并提出相关判断。。。。    

（（（（AAAA））））    领导满意度调查领导满意度调查领导满意度调查领导满意度调查    

（（（（BBBB））））    工会满意度调查工会满意度调查工会满意度调查工会满意度调查    

（（（（CCCC））））    员工满意度调查员工满意度调查员工满意度调查员工满意度调查    

（（（（DDDD））））    各行政部门满意度调查各行政部门满意度调查各行政部门满意度调查各行政部门满意度调查    

85858585、（、（、（、（            ））））不是矿山安全规程的内容不是矿山安全规程的内容不是矿山安全规程的内容不是矿山安全规程的内容。。。。    

（（（（AAAA））））    防止有毒有害物质危害防止有毒有害物质危害防止有毒有害物质危害防止有毒有害物质危害    

（（（（BBBB））））    矿山设计的安全要求矿山设计的安全要求矿山设计的安全要求矿山设计的安全要求    

（（（（CCCC））））    矿山开采的安全要求矿山开采的安全要求矿山开采的安全要求矿山开采的安全要求    

（（（（DDDD））））    作业场所的安全要求作业场所的安全要求作业场所的安全要求作业场所的安全要求    

    

    

    

二二二二、、、、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86 86 86 86 ----    125 125 125 125 题题题题，，，，每题每题每题每题 1111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40404040 分分分分，，，，每题有多个答案正每题有多个答案正每题有多个答案正每题有多个答案正确确确确，，，，请在答题卡上请在答题卡上请在答题卡上请在答题卡上

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错选错选错选错选、、、、多选多选多选多选、、、、少选均不得分少选均不得分少选均不得分少选均不得分））））    

86868686、、、、劳动法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中起到的作用是劳动法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中起到的作用是劳动法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中起到的作用是劳动法在劳动力市场的运作中起到的作用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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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平衡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水平平衡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水平平衡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水平平衡各地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水平    

（（（（BBBB））））    使劳动力在使用和流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使劳动力在使用和流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使劳动力在使用和流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使劳动力在使用和流动过程中得到基本保障    

（（（（CCCC））））    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方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方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方主体地位使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处于供方主体地位    

（（（（DDDD））））    规范企业雇主的用工行为规范企业雇主的用工行为规范企业雇主的用工行为规范企业雇主的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EEEE））））    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条件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条件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条件为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在市场上自由流动提供了法律条件    

87878787、、、、促进就业制度包括促进就业制度包括促进就业制度包括促进就业制度包括（（（（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AAAA））））    国家的就业方针国家的就业方针国家的就业方针国家的就业方针    

（（（（BBBB））））    退役军人再就业的促进措施退役军人再就业的促进措施退役军人再就业的促进措施退役军人再就业的促进措施    

（（（（CCCC））））    维护农民工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农民工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农民工的正当合法权益维护农民工的正当合法权益    

（（（（DDDD））））    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失业保护的措施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失业保护的措施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失业保护的措施政府有关部门实施失业保护的措施    

（（（（EEEE））））    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就业服务的措施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就业服务的措施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就业服务的措施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就业服务的措施    

88888888、、、、关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关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关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关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叙述正确的是（（（（            ））））    

（（（（AAAA））））    它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所形成的它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所形成的它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所形成的它是通过签订劳动合同所形成的    

（（（（BBBB））））    企业职工和用人单位都属于劳动行政相对人企业职工和用人单位都属于劳动行政相对人企业职工和用人单位都属于劳动行政相对人企业职工和用人单位都属于劳动行政相对人    

（（（（CCCC））））    某公司聘用李某为车间总顾问某公司聘用李某为车间总顾问某公司聘用李某为车间总顾问某公司聘用李某为车间总顾问，，，，这种行为是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这种行为是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这种行为是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这种行为是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    

（（（（DDDD））））    小王于小王于小王于小王于 2222 月初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月初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月初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月初与单位解除了劳动合同，，，，这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这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这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这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    

（（（（EEEE））））    职介机构被授权行使某些劳动行政职能时职介机构被授权行使某些劳动行政职能时职介机构被授权行使某些劳动行政职能时职介机构被授权行使某些劳动行政职能时，，，，它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它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它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它属于劳动行政法律关系的客体    

89898989、、、、下列符合劳动标准制度内容的是下列符合劳动标准制度内容的是下列符合劳动标准制度内容的是下列符合劳动标准制度内容的是（（（（            ））））    

（（（（AAAA））））    最短工作时间最短工作时间最短工作时间最短工作时间    

（（（（BBBB））））    劳动安劳动安劳动安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全卫生标准全卫生标准全卫生标准    

（（（（CCCC））））    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标准    

（（（（DDDD））））    未成年工的劳动条件未成年工的劳动条件未成年工的劳动条件未成年工的劳动条件    

（（（（EEEE））））    最低就业年龄最低就业年龄最低就业年龄最低就业年龄    

90909090、、、、有助于预防劳动争议发生的手段是有助于预防劳动争议发生的手段是有助于预防劳动争议发生的手段是有助于预防劳动争议发生的手段是（（（（            ））））    

（（（（AAAA））））    集体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制度集体谈判制度（（（（BBBB））））    完善的劳动立法和执法完善的劳动立法和执法完善的劳动立法和执法完善的劳动立法和执法    

（（（（CCCC））））    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集体合同制度    （（（（DDDD））））    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干预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干预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干预当地劳动行政部门干预    

（（（（EEEE））））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职工代表大会    

    

91919191、、、、关于关于关于关于《《《《劳动法劳动法劳动法劳动法》》》》的叙述正确的是的叙述正确的是的叙述正确的是的叙述正确的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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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核心是调整劳动关系核心是调整劳动关系核心是调整劳动关系核心是调整劳动关系    

（（（（BBBB））））    重点是确定劳动标准重点是确定劳动标准重点是确定劳动标准重点是确定劳动标准    

（（（（CCCC））））    前提是保证劳资互利前提是保证劳资互利前提是保证劳资互利前提是保证劳资互利    

（（（（DDDD））））    目的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目的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目的是完善劳动力市场目的是完善劳动力市场    

（（（（EEEE））））    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基本宗旨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92929292、、、、对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特征叙述正确的是对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特征叙述正确的是对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特征叙述正确的是对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特征叙述正确的是（（（（            ））））    

（（（（AAAA））））    工资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工资水平越高，，，，劳动力供给越多劳动力供给越多劳动力供给越多劳动力供给越多    

（（（（BBBB））））    工资水平越低工资水平越低工资水平越低工资水平越低，，，，劳动力供给越多劳动力供给越多劳动力供给越多劳动力供给越多    

（（（（CCCC））））    宏观劳动力供给就是产业宏观劳动力供给就是产业宏观劳动力供给就是产业宏观劳动力供给就是产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部门的劳动力供给部门的劳动力供给    

（（（（DDDD））））    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数量特征与微观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完全一致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数量特征与微观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完全一致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数量特征与微观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完全一致宏观劳动力供给的基本数量特征与微观劳动力供给的特征完全一致    

（（（（EEEE））））    宏观劳动力供给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了社会就业的基本格局宏观劳动力供给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了社会就业的基本格局宏观劳动力供给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了社会就业的基本格局宏观劳动力供给状况从一定意义上讲决定了社会就业的基本格局    

93939393、、、、下列失业类型中下列失业类型中下列失业类型中下列失业类型中，，，，主要是由于个人方面原因造成的是主要是由于个人方面原因造成的是主要是由于个人方面原因造成的是主要是由于个人方面原因造成的是（（（（            ））））    

（（（（AAAA））））    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摩擦性失业    

（（（（BBBB））））    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结构性失业    

（（（（CCCC））））    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技术性失业    

（（（（DDDD））））    技能性失业技能性失业技能性失业技能性失业    

（（（（EEEE））））    选择性失业选择性失业选择性失业选择性失业    

94949494、、、、我国就业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我国就业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我国就业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我国就业服务体系的主要内容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    

（（（（AAAA））））    职业介绍职业介绍职业介绍职业介绍    

（（（（BBBB））））    提供就业训练提供就业训练提供就业训练提供就业训练    

（（（（CCCC））））    发放失业救济发放失业救济发放失业救济发放失业救济    

（（（（DDDD））））    组织生产自救组织生产自救组织生产自救组织生产自救    

（（（（EEEE））））    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管理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管理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管理农村进城劳动力就业管理    

95959595、、、、现代经济学中对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主要有现代经济学中对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主要有现代经济学中对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主要有现代经济学中对收入差距的衡量指标主要有（（（（            ））））    

（（（（AAAA））））    洛伦茨曲线洛伦茨曲线洛伦茨曲线洛伦茨曲线    

（（（（BBBB））））    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基尼系数基尼系数    

（（（（CCCC））））    库兹涅茨比率库兹涅茨比率库兹涅茨比率库兹涅茨比率    

（（（（DDDD））））    人口众数组分布频率人口众数组分布频率人口众数组分布频率人口众数组分布频率    

（（（（EEEE））））    帕累托定律帕累托定律帕累托定律帕累托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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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969696、、、、应用文写作的主要表达方式有应用文写作的主要表达方式有应用文写作的主要表达方式有应用文写作的主要表达方式有（（（（            ））））    

（（（（AAAA））））    叙述叙述叙述叙述    

（（（（BBBB））））    描写描写描写描写    

（（（（CCCC））））    抒情抒情抒情抒情    

（（（（DDDD））））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    

（（（（EEEE））））    议论议论议论议论    

97979797、、、、在下列选项中在下列选项中在下列选项中在下列选项中，，，，office2000office2000office2000office2000 拥有的功能有拥有的功能有拥有的功能有拥有的功能有（（（（            ））））    

（（（（AAAA））））    文字处理文字处理文字处理文字处理（（（（wordwordwordword））））和电子表和电子表和电子表和电子表格处理格处理格处理格处理（（（（ExcelExcelExcelExcel））））    

（（（（BBBB））））    网页制作网页制作网页制作网页制作（（（（FrontpageFrontpageFrontpageFrontpage））））和图形图像处理和图形图像处理和图形图像处理和图形图像处理（（（（PhotodrawPhotodrawPhotodrawPhotodraw））））    

（（（（CCCC））））    演示文稿制作演示文稿制作演示文稿制作演示文稿制作（（（（PowerpointPowerpointPowerpointPowerpoint））））和照片图像处理和照片图像处理和照片图像处理和照片图像处理（（（（PhotoshopPhotoshopPhotoshopPhotoshop））））    

（（（（DDDD））））    数据库应用数据库应用数据库应用数据库应用（（（（AccessAccessAccessAccess））））和信息组织管理和信息组织管理和信息组织管理和信息组织管理（（（（OutlookOutlookOutlookOutlook））））    

（（（（EEEE））））    影音文件处理影音文件处理影音文件处理影音文件处理（（（（WindowsMediaWindowsMediaWindowsMediaWindowsMedia））））    

98989898、、、、从企业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从企业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从企业整个生产过程来看从企业整个生产过程来看，，，，岗位设计应当满足岗位设计应当满足岗位设计应当满足岗位设计应当满足（（（（            ））））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的要求。。。。    

（（（（AAAA））））    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作效率不断提高工作效率    

（（（（BBBB））））    提高服务与产出水平提高服务与产出水平提高服务与产出水平提高服务与产出水平    

（（（（CCCC））））    劳动分工更加合理劳动分工更加合理劳动分工更加合理劳动分工更加合理    

（（（（DDDD））））    工作环境进一步改善工作环境进一步改善工作环境进一步改善工作环境进一步改善    

（（（（EEEE））））    统一指挥分级管理统一指挥分级管理统一指挥分级管理统一指挥分级管理    

99999999、、、、岗位分析岗位分析岗位分析岗位分析的首要工作是收集和研究该组织的全部资料的首要工作是收集和研究该组织的全部资料的首要工作是收集和研究该组织的全部资料的首要工作是收集和研究该组织的全部资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分析者常常分析者常常分析者常常分析者常常

在开始工作时根据在开始工作时根据在开始工作时根据在开始工作时根据（（（（            ））））进行分析进行分析进行分析进行分析。。。。    

（（（（AAAA））））    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组织结构图    

（（（（BBBB））））    组织功能图组织功能图组织功能图组织功能图    

（（（（CCCC））））    组织职务图组织职务图组织职务图组织职务图    

（（（（DDDD））））    组织职能图组织职能图组织职能图组织职能图    

（（（（EEEE））））    产品工序目录产品工序目录产品工序目录产品工序目录    

100100100100、、、、在制定企业人员计划时在制定企业人员计划时在制定企业人员计划时在制定企业人员计划时，，，，涉及到的变量有涉及到的变量有涉及到的变量有涉及到的变量有（（（（            ））））    

（（（（AAAA））））    报告期期初员工总人数报告期期初员工总人数报告期期初员工总人数报告期期初员工总人数    

（（（（BBBB））））    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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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CCC））））    报告期期末员工总人数报告期期末员工总人数报告期期末员工总人数报告期期末员工总人数    

（（（（DDDD））））    计划期内自然减员总人数计划期内自然减员总人数计划期内自然减员总人数计划期内自然减员总人数    

（（（（EEEE））））    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计划期内人员补充需求量    

101101101101、、、、编制人力资源管理费用预算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是编制人力资源管理费用预算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是编制人力资源管理费用预算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是编制人力资源管理费用预算的基本程序和要求是（（（（            ））））    

（（（（AAAA））））    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年度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年度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年度发布的最低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    

（（（（BBBB））））    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最高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最高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最高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最高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    

（（（（CCCC））））    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平均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平均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平均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分析当地政府有关部门本年度发布的平均工资标准对工资预算的影响    

（（（（DDDD））））    分析当年同比的消费物价指数是否大于或等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分析当年同比的消费物价指数是否大于或等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分析当年同比的消费物价指数是否大于或等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分析当年同比的消费物价指数是否大于或等于最低工资标准增长幅度    

（（（（EEEE））））    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作为编制费用预算的参考指标之一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作为编制费用预算的参考指标之一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作为编制费用预算的参考指标之一把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工资指导线作为编制费用预算的参考指标之一    

102102102102、、、、在招聘过程中在招聘过程中在招聘过程中在招聘过程中，，，，招募环节主要包括招募环节主要包括招募环节主要包括招募环节主要包括（（（（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AAAA））））    了解合格应聘者的来源了解合格应聘者的来源了解合格应聘者的来源了解合格应聘者的来源    

（（（（BBBB））））    招聘信息的发布招聘信息的发布招聘信息的发布招聘信息的发布    

（（（（CCCC））））    吸引合格应聘者的方法吸引合格应聘者的方法吸引合格应聘者的方法吸引合格应聘者的方法    

（（（（DDDD））））    接受应聘者申请接受应聘者申请接受应聘者申请接受应聘者申请    

（（（（EEEE））））    筛选应聘者申请筛选应聘者申请筛选应聘者申请筛选应聘者申请    

111103030303、、、、根据观察对象的工作周期和工作突发性的不同根据观察对象的工作周期和工作突发性的不同根据观察对象的工作周期和工作突发性的不同根据观察对象的工作周期和工作突发性的不同，，，，观察法可以具体分为观察法可以具体分为观察法可以具体分为观察法可以具体分为（（（（            ））））    

（（（（AAAA））））    工作表演法工作表演法工作表演法工作表演法    

（（（（BBBB））））    阶段观察法阶段观察法阶段观察法阶段观察法    

（（（（CCCC））））    直接观察法直接观察法直接观察法直接观察法    

（（（（DDDD））））    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问卷调查法    

（（（（EEEE））））    工作实践法工作实践法工作实践法工作实践法    

104104104104、、、、参加招聘会的主要步骤包括参加招聘会的主要步骤包括参加招聘会的主要步骤包括参加招聘会的主要步骤包括（（（（            ））））    

（（（（AAAA））））    准备展位准备展位准备展位准备展位    

（（（（BBBB））））    准备资料和设备准备资料和设备准备资料和设备准备资料和设备    

（（（（CCCC））））    与有关协作方沟通联系与有关协作方沟通联系与有关协作方沟通联系与有关协作方沟通联系    

（（（（DDDD））））    招聘人员的准备招聘人员的准备招聘人员的准备招聘人员的准备    

（（（（EEEE））））    招聘会的宣传及会后工作招聘会的宣传及会后工作招聘会的宣传及会后工作招聘会的宣传及会后工作    

105105105105、、、、情景模拟测试的常用方法有情景模拟测试的常用方法有情景模拟测试的常用方法有情景模拟测试的常用方法有（（（（            ））））    

（（（（AAAA））））    公文处理模拟法公文处理模拟法公文处理模拟法公文处理模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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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BB））））    访谈法访谈法访谈法访谈法    

（（（（CCCC））））    决策模拟竞赛法决策模拟竞赛法决策模拟竞赛法决策模拟竞赛法    

（（（（DDDD））））    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案例分析法    

（（（（EEEE））））    无领导小组讨论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无领导小组讨论法    

    

106106106106、、、、招聘成本效用评估主要包括招聘成本效用评估主要包括招聘成本效用评估主要包括招聘成本效用评估主要包括（（（（            ））））    

（（（（AAAA））））    决策成本效用分析决策成本效用分析决策成本效用分析决策成本效用分析    

（（（（BBBB））））    招募成本效用分析招募成本效用分析招募成本效用分析招募成本效用分析    

（（（（CCCC））））    录用成本效用分析录用成本效用分析录用成本效用分析录用成本效用分析    

（（（（DDDD））））    选拔成本效用分析选拔成本效用分析选拔成本效用分析选拔成本效用分析    

（（（（EEEE））））    招聘总成本效用分析招聘总成本效用分析招聘总成本效用分析招聘总成本效用分析    

107107107107、、、、关于预测效度关于预测效度关于预测效度关于预测效度，，，，正确的描述是正确的描述是正确的描述是正确的描述是（（（（            ））））    

（（（（AAAA））））    多用于知识测试多用于知识测试多用于知识测试多用于知识测试    

（（（（BBBB））））    不适用于能力测试不适用于能力测试不适用于能力测试不适用于能力测试    

（（（（CCCC））））    是考察选拔方法是否有效的常用指标是考察选拔方法是否有效的常用指标是考察选拔方法是否有效的常用指标是考察选拔方法是否有效的常用指标    

（（（（DDDD））））    是说明测试用来预测将来行为的有效性是说明测试用来预测将来行为的有效性是说明测试用来预测将来行为的有效性是说明测试用来预测将来行为的有效性    

（（（（EEEE））））    是测试方法能真正测出想测的内容的程度是测试方法能真正测出想测的内容的程度是测试方法能真正测出想测的内容的程度是测试方法能真正测出想测的内容的程度    

108108108108、、、、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用人单位聘用外国人从事的岗位应是（（（（            ））））的岗位的岗位的岗位的岗位。。。。    

（（（（AAAA））））    有特殊需要有特殊需要有特殊需要有特殊需要    

（（（（BBBB））））    关键性关键性关键性关键性    

（（（（CCCC））））    国内暂缺适国内暂缺适国内暂缺适国内暂缺适当人选当人选当人选当人选    

（（（（DDDD））））    技术性技术性技术性技术性    

（（（（EEEE））））    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不违反国家有关规定    

109109109109、、、、企业的培训战略原则是指企业的培训战略原则是指企业的培训战略原则是指企业的培训战略原则是指（（（（            ））））    

（（（（AAAA））））    培训应服从企业的整体发展培训应服从企业的整体发展培训应服从企业的整体发展培训应服从企业的整体发展    

（（（（BBBB））））    从战略角度来开展培训工作从战略角度来开展培训工作从战略角度来开展培训工作从战略角度来开展培训工作    

（（（（CCCC））））    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搞好培训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搞好培训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搞好培训要用以人为本的理念搞好培训    

（（（（DDDD））））    培训的对象应包括全体员工培训的对象应包括全体员工培训的对象应包括全体员工培训的对象应包括全体员工    

（（（（EEEE））））    培训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培训项目培训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培训项目培训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培训项目培训不能只局限于某一个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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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110110、、、、培训需求信息的主要收集方法有培训需求信息的主要收集方法有培训需求信息的主要收集方法有培训需求信息的主要收集方法有（（（（            ））））    

（（（（AAAA））））    面谈法面谈法面谈法面谈法    

（（（（BBBB））））    观察法观察法观察法观察法    

（（（（CCCC））））    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    

（（（（DDDD））））    重点团队分析法重点团队分析法重点团队分析法重点团队分析法    

（（（（EEEE））））    工作任务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工作任务分析法    

    

111111111111、、、、培训中对培训效果的跟踪和反馈体现在培训中对培训效果的跟踪和反馈体现在培训中对培训效果的跟踪和反馈体现在培训中对培训效果的跟踪和反馈体现在（（（（            ））））方面方面方面方面。。。。    

（（（（AAAA））））    培训内容与培训环境培训内容与培训环境培训内容与培训环境培训内容与培训环境    

（（（（BBBB））））    培训管理人员与教师培训管理人员与教师培训管理人员与教师培训管理人员与教师    

（（（（CCCC））））    培训的进度与中间效果培训的进度与中间效果培训的进度与中间效果培训的进度与中间效果    

（（（（DDDD））））    受训者与培训内容的相关性受训者与培训内容的相关性受训者与培训内容的相关性受训者与培训内容的相关性    

（（（（EEEE））））    受训者对培训项目的认知程度受训者对培训项目的认知程度受训者对培训项目的认知程度受训者对培训项目的认知程度    

112112112112、、、、在强调组织作用的员工发展计划制定模式中在强调组织作用的员工发展计划制定模式中在强调组织作用的员工发展计划制定模式中在强调组织作用的员工发展计划制定模式中，（，（，（，（            ））））是必要的程序是必要的程序是必要的程序是必要的程序。。。。    

（（（（AAAA））））    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制定发展规划    

（（（（BBBB））））    对员工进行评价对员工进行评价对员工进行评价对员工进行评价    

（（（（CCCC））））    培训反馈与评估培训反馈与评估培训反馈与评估培训反馈与评估    

（（（（DDDD））））    员工进行自我评价员工进行自我评价员工进行自我评价员工进行自我评价    

（（（（EEEE））））    员工的上级与员工面谈员工的上级与员工面谈员工的上级与员工面谈员工的上级与员工面谈    

113113113113、、、、制定绩效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制定绩效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制定绩效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制定绩效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则包括（（（（            ））））    

（（（（AAAA））））    公开与开放公开与开放公开与开放公开与开放    

（（（（BBBB））））    反馈与修改反馈与修改反馈与修改反馈与修改    

（（（（CCCC））））    定期化与制度化定期化与制度化定期化与制度化定期化与制度化    

（（（（DDDD））））    可靠性与正确性可靠性与正确性可靠性与正确性可靠性与正确性    

（（（（EEEE））））    自主性与协调性自主性与协调性自主性与协调性自主性与协调性    

114114114114、、、、在对中层人员进行考在对中层人员进行考在对中层人员进行考在对中层人员进行考评时评时评时评时，，，，反映部门总体绩效的指标有反映部门总体绩效的指标有反映部门总体绩效的指标有反映部门总体绩效的指标有（（（（            ））））    

（（（（AAAA））））    利润率利润率利润率利润率    

（（（（BBBB））））    任务完成率任务完成率任务完成率任务完成率    

（（（（CCCC））））    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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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DD））））    产品合格率产品合格率产品合格率产品合格率    

（（（（EEEE））））    自主性与协调性自主性与协调性自主性与协调性自主性与协调性    

115115115115、、、、采用目标管理法进行绩效考评采用目标管理法进行绩效考评采用目标管理法进行绩效考评采用目标管理法进行绩效考评，，，，在制定绩效目标时应做到在制定绩效目标时应做到在制定绩效目标时应做到在制定绩效目标时应做到（（（（            ））））    

（（（（AAAA））））    目标是可量化可测量的目标是可量化可测量的目标是可量化可测量的目标是可量化可测量的    

（（（（BBBB））））    个人目标依据相应的部门目标个人目标依据相应的部门目标个人目标依据相应的部门目标个人目标依据相应的部门目标    

（（（（CCCC））））    由管理者为员工制定个人目标由管理者为员工制定个人目标由管理者为员工制定个人目标由管理者为员工制定个人目标    

（（（（DDDD））））    设立的目标应长期与短期并存设立的目标应长期与短期并存设立的目标应长期与短期并存设立的目标应长期与短期并存    

（（（（EEEE））））    目标的数量不宜过多目标的数量不宜过多目标的数量不宜过多目标的数量不宜过多，，，，应有针对性应有针对性应有针对性应有针对性    

    

116116116116、、、、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是（（（（            ））））    

（（（（AAAA））））    见习工资见习工资见习工资见习工资    

（（（（BBBB））））    按工作任务包干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工作任务包干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工作任务包干支付给个人的工资按工作任务包干支付给个人的工资    

（（（（CCCC））））    讲课费讲课费讲课费讲课费    

（（（（DDDD））））    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计划生育独生子女补贴    

（（（（EEEE））））    运动员奖金运动员奖金运动员奖金运动员奖金    

117117117117、、、、合理的工资总额可以用合理的工资总额可以用合理的工资总额可以用合理的工资总额可以用（（（（            ））））的方法来推算的方法来推算的方法来推算的方法来推算。。。。    

（（（（AAAA））））    工资总额占附加值比例工资总额占附加值比例工资总额占附加值比例工资总额占附加值比例    

（（（（BBBB））））    盈亏平衡点盈亏平衡点盈亏平衡点盈亏平衡点    

（（（（CCCC））））    损益表损益表损益表损益表    

（（（（DDDD））））    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资产负债    

（（（（EEEE））））    工资总额与销售额工资总额与销售额工资总额与销售额工资总额与销售额    

118118118118、、、、企业的日常薪酬管理包括企业的日常薪酬管理包括企业的日常薪酬管理包括企业的日常薪酬管理包括（（（（            ））））    

（（（（AAAA））））薪酬调查薪酬调查薪酬调查薪酬调查（（（（BBBB））））员工薪酬统计员工薪酬统计员工薪酬统计员工薪酬统计（（（（CCCC））））制定薪酬计划制定薪酬计划制定薪酬计划制定薪酬计划（（（（DDDD））））适时计算适时计算适时计算适时计算（（（（EEEE））））薪酬调整薪酬调整薪酬调整薪酬调整    

119119119119、、、、岗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岗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岗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岗位评价的工作程序是（（（（            ））））    

（（（（AAAA））））    制定岗位说明书制定岗位说明书制定岗位说明书制定岗位说明书    

（（（（BBBB））））    确定基准岗位确定基准岗位确定基准岗位确定基准岗位、、、、并进行岗位评价并进行岗位评价并进行岗位评价并进行岗位评价    

（（（（CCCC））））    确定薪酬评价方法确定薪酬评价方法确定薪酬评价方法确定薪酬评价方法    

（（（（DDDD））））    检验薪酬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检验薪酬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检验薪酬评价方法的科学性检验薪酬评价方法的科学性    

（（（（EEEE））））    根据岗位评价方根据岗位评价方根据岗位评价方根据岗位评价方法对岗位进行评价法对岗位进行评价法对岗位进行评价法对岗位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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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20120120、、、、薪酬等级的形式有薪酬等级的形式有薪酬等级的形式有薪酬等级的形式有（（（（            ））））    

（（（（AAAA））））    分层式分层式分层式分层式（（（（BBBB））））    直接式直接式直接式直接式（（（（CCCC））））    宽泛式宽泛式宽泛式宽泛式（（（（DDDD））））    间接式间接式间接式间接式（（（（EEEE））））    绩效式绩效式绩效式绩效式    

121121121121、、、、岗位评价与薪酬比例如下图所示岗位评价与薪酬比例如下图所示岗位评价与薪酬比例如下图所示岗位评价与薪酬比例如下图所示，，，，曲线曲线曲线曲线 AAAA 与曲线与曲线与曲线与曲线 BBBB 的关系为的关系为的关系为的关系为（（（（            ））））    

                                                                                        薪酬薪酬薪酬薪酬                                                                                AAAA    

                                                                                                                                                                                                                        BBBB    

                                                                                                                                                                                            

        

    

    

                                                                                                                                                                                                                            岗位评价点数岗位评价点数岗位评价点数岗位评价点数    

（（（（AAAA））））    AAAA 的激励作用小的激励作用小的激励作用小的激励作用小        （（（（BBBB））））    AAAA 比比比比 BBBB 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大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大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大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大    

（（（（CCCC））））    BBBB 的激励作用小的激励作用小的激励作用小的激励作用小        （（（（DDDD））））    AAAA 比比比比 BBBB 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小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小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小的岗位之间薪酬差距小    

（（（（EEEE））））    AAAA 与与与与 BBBB 的激励作用相同的激励作用相同的激励作用相同的激励作用相同    

122122122122、（、（、（、（            ））））是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劳动合同管理制度的主要内容。。。。    

（（（（AAAA））））    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修改程序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修改程序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修改程序劳动合同管理制度修改程序    

（（（（BBBB））））    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废止程序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废止程序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废止程序劳动合同管理制度废止程序    

（（（（CCCC））））    劳动合同的续订办法劳动合同的续订办法劳动合同的续订办法劳动合同的续订办法    

（（（（DDDD））））    应聘人员相关材料保存办法应聘人员相关材料保存办法应聘人员相关材料保存办法应聘人员相关材料保存办法    

（（（（EEEE））））    集体合同草案的拟定协商程序集体合同草案的拟定协商程序集体合同草案的拟定协商程序集体合同草案的拟定协商程序    

123123123123、、、、劳动合同期劳动合同期劳动合同期劳动合同期限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时间限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时间限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时间限是根据劳动合同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有效时间，，，，它分为它分为它分为它分为（（（（    ））））    

（（（（AAAA））））    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有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BBBB））））    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CCCC））））    长期劳动合同长期劳动合同长期劳动合同长期劳动合同    

（（（（DDDD））））    短期劳动合同短期劳动合同短期劳动合同短期劳动合同    

（（（（EEEE））））    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124124124124、、、、劳动合同终止是指劳动合同关系的消灭劳动合同终止是指劳动合同关系的消灭劳动合同终止是指劳动合同关系的消灭劳动合同终止是指劳动合同关系的消灭，，，，即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失效即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失效即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失效即劳动关系双方权利义务的失效，（，（，（，（            ））））属属属属

于劳动合同的自然终止于劳动合同的自然终止于劳动合同的自然终止于劳动合同的自然终止    

（（（（AAAA））））    定期劳动合同到期定期劳动合同到期定期劳动合同到期定期劳动合同到期    

（（（（BBBB））））    劳动者退休劳动者退休劳动者退休劳动者退休    

（（（（CCCC））））    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劳动合同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    

（（（（DDDD））））    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完成以完成一定工作为期限的劳动合同规定的工作任务完成    

（（（（EEEE））））    劳动关系主体一方消灭劳动关系主体一方消灭劳动关系主体一方消灭劳动关系主体一方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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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5125125、、、、根据我国工伤保险的有根据我国工伤保险的有根据我国工伤保险的有根据我国工伤保险的有关规定关规定关规定关规定，，，，工伤保险待遇分为工伤保险待遇分为工伤保险待遇分为工伤保险待遇分为（（（（            ））））    

（（（（AAAA））））    福利待遇福利待遇福利待遇福利待遇    

（（（（BBBB））））    工伤津贴工伤津贴工伤津贴工伤津贴    

（（（（CCCC））））    工伤医疗期待遇工伤医疗期待遇工伤医疗期待遇工伤医疗期待遇    

（（（（DDDD））））    工伤伤残待遇工伤伤残待遇工伤伤残待遇工伤伤残待遇    

（（（（EEEE））））    劳动保护待遇劳动保护待遇劳动保护待遇劳动保护待遇    

    

    

    

    

    

    

    

    

    

200200200200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    

职职职职                        业业业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    

等等等等                        级级级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国家职业资格三级    

卷卷卷卷        册册册册        二二二二：：：：操作技能操作技能操作技能操作技能    

注注注注    意意意意    事事事事    项项项项::::    1111、、、、请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请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请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请按要求在试卷的标封处填写您的姓名、、、、    

准考证号准考证号准考证号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和所在地区身份证号和所在地区身份证号和所在地区身份证号和所在地区。。。。    

2222、、、、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请仔细阅读各种题目的回答要求，，，，并在并在并在并在    

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规定的位置填写您的答案。。。。    

3333、、、、请保持卷面整洁请保持卷面整洁请保持卷面整洁请保持卷面整洁，，，，不要在试卷上作不要在试卷上作不要在试卷上作不要在试卷上作任何与任何与任何与任何与    

答题无关的标记答题无关的标记答题无关的标记答题无关的标记，，，，也不得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也不得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也不得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也不得在标封区填写无关的内容。。。。    

    

    

    
一一一一    二二二二    三三三三    四四四四    总分总分总分总分    总分人总分人总分人总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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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一一一一、、、、简答题简答题简答题简答题（（（（本题共两题本题共两题本题共两题本题共两题，，，，第第第第１１１１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11111111 分分分分，，，，第第第第２２２２小题小题小题小题９９９９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    

1111、、、、简述人力资源规划的类别及含义简述人力资源规划的类别及含义简述人力资源规划的类别及含义简述人力资源规划的类别及含义。。。。    

    

    

    

    

2222、、、、简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含义及其特点简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含义及其特点简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含义及其特点简述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的含义及其特点。。。。    

    

    

    

    

二二二二、、、、计算题计算题计算题计算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１１１１题题题题，，，，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然后进行必要分析然后进行必要分析然后进行必要分析然后进行必要分析，，，，只有计算只有计算只有计算只有计算

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４４４４月月月月，，，，某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下列人员某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下列人员某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下列人员某公司因生产经营的需要向社会公开招聘下列人员：：：：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管理人员 60606060、、、、销售销售销售销售

人员人员人员人员 200200200200 名名名名、、、、生产生产生产生产工人工人工人工人 240240240240 名名名名，，，，共计共计共计共计 500500500500 名名名名，，，，根据有关部门预测根据有关部门预测根据有关部门预测根据有关部门预测，，，，新招员工将为公司创造新招员工将为公司创造新招员工将为公司创造新招员工将为公司创造

40050000400500004005000040050000 元收入元收入元收入元收入。。。。招聘相关资料见下表招聘相关资料见下表招聘相关资料见下表招聘相关资料见下表：：：：    

    

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某公司 2004200420042004 年年年年 4444 月人员招聘相关资料统计表月人员招聘相关资料统计表月人员招聘相关资料统计表月人员招聘相关资料统计表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人员分类人员分类人员分类人员分类（（（（单位单位单位单位：：：：人人人人））））    

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管理人员管理人员    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销售人员    生产工人生产工人生产工人生产工人    

应聘人数应聘人数应聘人数应聘人数    245245245245    500500500500    300300300300    

录用人数录用人数录用人数录用人数    60606060    200200200200    240240240240    

    招聘费用招聘费用招聘费用招聘费用（（（（单位单位单位单位：：：：人人人人））））    

实际招募费实际招募费实际招募费实际招募费 24000240002400024000    24600246002460024600    225002250022500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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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用用用    

实际选拔费实际选拔费实际选拔费实际选拔费

用用用用    

20400204002040020400    26400264002640026400    22300223002230022300    

实际录用费实际录用费实际录用费实际录用费

用用用用    

6000600060006000    6000600060006000    8000800080008000    

    

（（（（1111））））    计算招聘管理人员计算招聘管理人员计算招聘管理人员计算招聘管理人员、、、、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销售人员销售人员、、、、生产工人的单生产工人的单生产工人的单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位成本位成本位成本，，，，并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比较分析并进行比较分析。。。。    

    

    

    

    

（（（（2222））））    计算招聘收益成本比计算招聘收益成本比计算招聘收益成本比计算招聘收益成本比，，，，并进行招聘收益与成本分析并进行招聘收益与成本分析并进行招聘收益与成本分析并进行招聘收益与成本分析。。。。    

    

    

    

        

    

    

    

    

    

    

三三三三、、、、综合题综合题综合题综合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 2222 题题题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 20202020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40404040 分分分分））））    

1111、、、、为了打造学习型组织为了打造学习型组织为了打造学习型组织为了打造学习型组织，，，，AAAA 公司规定每年的培训经费为公司毛利的公司规定每年的培训经费为公司毛利的公司规定每年的培训经费为公司毛利的公司规定每年的培训经费为公司毛利的 2%2%2%2%，，，，其是否使用到位作其是否使用到位作其是否使用到位作其是否使用到位作

为考核人力资源部的一项指标为考核人力资源部的一项指标为考核人力资源部的一项指标为考核人力资源部的一项指标。。。。2004200420042004 年初公司雨季全年的毛利为年初公司雨季全年的毛利为年初公司雨季全年的毛利为年初公司雨季全年的毛利为 200020002000200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因此其培训费因此其培训费因此其培训费因此其培训费

用预算为用预算为用预算为用预算为 40404040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员工的状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培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员工的状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培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员工的状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培公司人力资源部根据员工的状况以及职业生涯规划要求制定了相应的培

训计划训计划训计划训计划。。。。但到但到但到但到 10101010 月底月底月底月底，，，，公司经营状况非常好公司经营状况非常好公司经营状况非常好公司经营状况非常好，，，，预计全年毛利达到预计全年毛利达到预计全年毛利达到预计全年毛利达到 2700270027002700 万元左右万元左右万元左右万元左右，，，，因此公司因此公司因此公司因此公司

将培训费用调整为将培训费用调整为将培训费用调整为将培训费用调整为 54545454 万元万元万元万元。。。。人力资源部不知如何使用多出来的人力资源部不知如何使用多出来的人力资源部不知如何使用多出来的人力资源部不知如何使用多出来的 14141414 万元培训经费万元培训经费万元培训经费万元培训经费，，，，加上已经加上已经加上已经加上已经

是是是是 11111111 月份月份月份月份，，，，为了应付考核指标为了应付考核指标为了应付考核指标为了应付考核指标，，，，人力资源部经理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培训工作的小李人力资源部经理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培训工作的小李人力资源部经理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培训工作的小李人力资源部经理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负责培训工作的小李。。。。

由于时间紧由于时间紧由于时间紧由于时间紧，，，，小李就到网上搜索培训广告小李就到网上搜索培训广告小李就到网上搜索培训广告小李就到网上搜索培训广告，，，，凡是与本公司业务有关联的一律报名凡是与本公司业务有关联的一律报名凡是与本公司业务有关联的一律报名凡是与本公司业务有关联的一律报名，，，，然后要求然后要求然后要求然后要求

各部门必须派人参加培训各部门必须派人参加培训各部门必须派人参加培训各部门必须派人参加培训。。。。由于年底任务比较中由于年底任务比较中由于年底任务比较中由于年底任务比较中，，，，各部门在派人参加培训时都是将非关键岗各部门在派人参加培训时都是将非关键岗各部门在派人参加培训时都是将非关键岗各部门在派人参加培训时都是将非关键岗

位上的人员派出去位上的人员派出去位上的人员派出去位上的人员派出去，，，，而这些人员虽然觉得课上的不错而这些人员虽然觉得课上的不错而这些人员虽然觉得课上的不错而这些人员虽然觉得课上的不错，，，，但因为和自己的工作关联不大但因为和自己的工作关联不大但因为和自己的工作关联不大但因为和自己的工作关联不大，，，，且公且公且公且公

司对此没有严格的考核与奖励措施司对此没有严格的考核与奖励措施司对此没有严格的考核与奖励措施司对此没有严格的考核与奖励措施，，，，所以参加培训人员都不重视所以参加培训人员都不重视所以参加培训人员都不重视所以参加培训人员都不重视，，，，到到到到 12121212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小李终于小李终于小李终于小李终于

把增加的把增加的把增加的把增加的 14141414 万元培训经费用完了万元培训经费用完了万元培训经费用完了万元培训经费用完了。。。。    

请回答下列问题请回答下列问题请回答下列问题请回答下列问题：：：：    

（（（（1111））））AAAA 公司的培训工作有何可取之处公司的培训工作有何可取之处公司的培训工作有何可取之处公司的培训工作有何可取之处？？？？    

    

（（（（2222））））AAAA 公司的培训工作存在哪些问题公司的培训工作存在哪些问题公司的培训工作存在哪些问题公司的培训工作存在哪些问题？？？？    

2222、、、、李某是某公司生产部门主管李某是某公司生产部门主管李某是某公司生产部门主管李某是某公司生产部门主管，，，，该部门有该部门有该部门有该部门有 20202020 多名员工多名员工多名员工多名员工，，，，其中既有生产人员又有管理人员其中既有生产人员又有管理人员其中既有生产人员又有管理人员其中既有生产人员又有管理人员，，，，

该部门的考评方法采用的是排队法该部门的考评方法采用的是排队法该部门的考评方法采用的是排队法该部门的考评方法采用的是排队法，，，，每年对员工考评一次每年对员工考评一次每年对员工考评一次每年对员工考评一次。。。。具体做法是具体做法是具体做法是具体做法是：：：：根据员工的实际表根据员工的实际表根据员工的实际表根据员工的实际表

现打分现打分现打分现打分，，，，每个员工最高分为每个员工最高分为每个员工最高分为每个员工最高分为 100100100100 分分分分，，，，上级打分占上级打分占上级打分占上级打分占 30%30%30%30%，，，，同事占同事占同事占同事占 70%70%70%70%。。。。在考评时在考评时在考评时在考评时，，，，20202020 多各人互多各人互多各人互多各人互

相打分相打分相打分相打分，，，，以此确定员工的位置以此确定员工的位置以此确定员工的位置以此确定员工的位置。。。。李某平时很少与员工就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交流李某平时很少与员工就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交流李某平时很少与员工就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交流李某平时很少与员工就工作中的问题进行交流，，，，只是到了年只是到了年只是到了年只是到了年

度奖金分配时度奖金分配时度奖金分配时度奖金分配时，，，，才对所属员工进行打分排序才对所属员工进行打分排序才对所属员工进行打分排序才对所属员工进行打分排序。。。。    

（（（（1111））））该部门在考评中存在哪些问题该部门在考评中存在哪些问题该部门在考评中存在哪些问题该部门在考评中存在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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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四四四四、、、、方案设计题方案设计题方案设计题方案设计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 1111 题题题题，，，，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    

某企业的年终奖金分配一直是个难题某企业的年终奖金分配一直是个难题某企业的年终奖金分配一直是个难题某企业的年终奖金分配一直是个难题，，，，因为办公室因为办公室因为办公室因为办公室、、、、人事部人事部人事部人事部、、、、财务部的考核指标无法量财务部的考核指标无法量财务部的考核指标无法量财务部的考核指标无法量

化化化化，，，，企业中的工程企业中的工程企业中的工程企业中的工程、、、、设计设计设计设计、、、、生产等工作任务往往需要若干部门配合完成生产等工作任务往往需要若干部门配合完成生产等工作任务往往需要若干部门配合完成生产等工作任务往往需要若干部门配合完成，，，，各部门的工作量与各部门的工作量与各部门的工作量与各部门的工作量与

效果难以区分效果难以区分效果难以区分效果难以区分。。。。往年的奖金分配总是出现部门之间往年的奖金分配总是出现部门之间往年的奖金分配总是出现部门之间往年的奖金分配总是出现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攀比岗位之间的攀比岗位之间的攀比岗位之间的攀比，，，，都觉得自己付出的多都觉得自己付出的多都觉得自己付出的多都觉得自己付出的多，，，，

得到的少得到的少得到的少得到的少。。。。原是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年终奖金反而引起矛盾原是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年终奖金反而引起矛盾原是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年终奖金反而引起矛盾原是为了调动大家积极性的年终奖金反而引起矛盾，，，，影响员工积极性影响员工积极性影响员工积极性影响员工积极性。。。。    

（（（（1111））））请说明奖金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请说明奖金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请说明奖金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请说明奖金分配方案的制定程序。。。。    

（（（（2222））））请为该企业销售部设计一个奖金分配方案请为该企业销售部设计一个奖金分配方案请为该企业销售部设计一个奖金分配方案请为该企业销售部设计一个奖金分配方案。。。。    

    

    

    

    

    

    

    

200200200200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月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月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月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考试参考答案考试参考答案考试参考答案考试参考答案    

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第一部分职业道德分职业道德分职业道德分职业道德与理论知识与理论知识与理论知识与理论知识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题目题目题目题目    答案答案答案答案    

1111    BBBB    31313131    CCCC    61616161    CCCC    91919191    ABDABDABDABD    121121121121    BCBCBCBC    

2222    CCCC    32323232    DDDD    62626262    AAAA    92929292    AEAEAEAE    122122122122    ABCDABCDABCDABCD    

3333    DDDD    33333333    DDDD    63636363    BBBB    93939393    ACDEACDEACDEACDE    123123123123    ABEABEABEABE    

4444    DDDD    34343434    AAAA    64646464    CCCC    94949494    ABEABEABEABE    124124124124    ABDABDABDABD    

5555    DDDD    35353535    BBBB    65656565    AAAA    95959595    ADEADEADEADE    125125125125    ABCDABCDABCDABCD    

6666    CCCC    36363636    BBBB    66666666    BBBB    96969696    ADEADEADEADE                    

7777    AAAA    37373737    BBBB    67676767    CCCC    97979797    ABDABDABDABD                    

8888    BBBB    38383838    CCCC    66668888    CCCC    98989898    ABCDEABCDEABCDEABCDE                    

9999    ABCABCABCABC    39393939    CCCC    69696969    BBBB    99999999    ABEABEABEABE                    

10101010    CDCDCDCD    40404040    BBBB    70707070    AAAA    100100100100    BCEBCEBCEBCE                    

11111111    BDBDBDBD    41414141    BBBB    71717171    CCCC    101101101101    ADEADEADEADE                    

12121212    CDCDCDCD    42424242    AAAA    72727272    BBBB    102102102102    ABCDEABCDEABCDEABCDE                    

13131313    ADADADAD    43434343    DDDD    73737373    DDDD    103103103103    ABCABCABCABC                    

14141414    ABCABCABCABC    44444444    BBBB    74747474    DDDD    104104104104    ABCDEABCDEABCDEABCDE                    

15151515    BCBCBCBC    45454545    DDDD    75757575    BBBB    105105105105    AEAEAEAE                    

16161616    ABABABAB    46464646    BBBB    76767676    DDDD    106106106106    BCDEBCDEBCDEBCDE                    

17171717    BBBB    47474747    AAAA    77777777    AAAA    107107107107    ABDEABDEABDEABDE                    

18181818    BBBB    48484848    CCCC    78787878    AAAA    108108108108    ACEACEACEACE                    

19191919    CCCC    49494949    CCCC    79797979    AAAA    109109109109    ABCDEABCDEABCDEABCDE                    

20202020    AAAA    50505050    DDDD    80808080    AAAA    110110110110    ABCDEABCDEABCDEABCDE                    

21212121    DDDD    51515151    DDDD    81818181    DDDD    111111111111    ABCDEABCDEABCDEABCDE                    

22222222    DDDD    52525252    AAAA    82828282    DDDD    112112112112    ABCEABCEABCEAB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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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第 二 部 分

操作技能答案操作技能答案操作技能答案操作技能答案    

一一一一、、、、问答题问答题问答题问答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 10101010 分分分分））））    

1111、、、、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从内容上看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从内容上看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从内容上看企业人力资源规划从内容上看，，，，可以区分为可以区分为可以区分为可以区分为：：：：战略发展规划战略发展规划战略发展规划战略发展规划、、、、组织人事规划组织人事规划组织人事规划组织人事规划....制度建设规划和制度建设规划和制度建设规划和制度建设规划和

员工开发规划等四类员工开发规划等四类员工开发规划等四类员工开发规划等四类规划规划规划规划。。。。                                                                                                (2(2(2(2 分分分分))))    

(1)(1)(1)(1)战略发展规划战略发展规划战略发展规划战略发展规划。。。。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目标是根据企业总体发展战略的目标，，，，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针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针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针对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方针、、、、

政筑和策略的规定政筑和策略的规定政筑和策略的规定政筑和策略的规定。。。。                                                                                                        (2(2(2(2 分分分分))))    

(2)(2)(2)(2)组织人事规划组织人事规划组织人事规划组织人事规划。。。。它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下属概念它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下属概念它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下属概念它是人力资源战略规划的下属概念，，，，包括包括包括包括：：：：    

①①①①组织结构调整变革计划组织结构调整变革计划组织结构调整变革计划组织结构调整变革计划....即在企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即在企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即在企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即在企业内外部环境和条件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通过对企业组织结构

的诊断的诊断的诊断的诊断,,,,发现组织机构和部门结构现存的问题发现组织机构和部门结构现存的问题发现组织机构和部门结构现存的问题发现组织机构和部门结构现存的问题,,,,围绕企业组织调整和变革的目标围绕企业组织调整和变革的目标围绕企业组织调整和变革的目标围绕企业组织调整和变革的目标....措施措施措施措施....步骤步骤步骤步骤....

方 法 和方 法 和方 法 和方 法 和 期 限 等 内 容 所 制 定 的 行期 限 等 内 容 所 制 定 的 行期 限 等 内 容 所 制 定 的 行期 限 等 内 容 所 制 定 的 行 动 方 案动 方 案动 方 案动 方 案 ....                                                        

(1(1(1(1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劳动组织调整发展计划劳动组织调整发展计划劳动组织调整发展计划劳动组织调整发展计划....它是根据器乐生产经营总体计划的要求它是根据器乐生产经营总体计划的要求它是根据器乐生产经营总体计划的要求它是根据器乐生产经营总体计划的要求,,,,通过对劳动分工与协作通过对劳动分工与协作通过对劳动分工与协作通过对劳动分工与协作

方式方式方式方式,,,,工作地的组织状况工作地的组织状况工作地的组织状况工作地的组织状况,,,,工作轮班方式和工时制度工作轮班方式和工时制度工作轮班方式和工时制度工作轮班方式和工时制度,,,,以及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和结构特点等以及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和结构特点等以及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和结构特点等以及技术工人的素质状况和结构特点等

方面的深入分析方面的深入分析方面的深入分析方面的深入分析,,,,为提高工效实现劳动组织科学化所提高的具体的措施计划为提高工效实现劳动组织科学化所提高的具体的措施计划为提高工效实现劳动组织科学化所提高的具体的措施计划为提高工效实现劳动组织科学化所提高的具体的措施计划....                    (1(1(1(1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劳动定员定额提高计划劳动定员定额提高计划劳动定员定额提高计划劳动定员定额提高计划....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根据企业内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不同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不同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不同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不同,,,,企业应企业应企业应企业应

适时制定企业劳动定员定额计划适时制定企业劳动定员定额计划适时制定企业劳动定员定额计划适时制定企业劳动定员定额计划....                                                                                            (1(1(1(1

分分分分))))    

(3)(3)(3)(3)制度建设规划制度建设规划制度建设规划制度建设规划。。。。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企业人力资塬管理系统有效运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企业人力资塬管理系统有效运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企业人力资塬管理系统有效运行人力资源管理制度是企业人力资塬管理系统有效运行的法律保障的法律保障的法律保障的法律保障,,,,企业为企业为企业为企业为

保证人力资源体规划目标的是实现保证人力资源体规划目标的是实现保证人力资源体规划目标的是实现保证人力资源体规划目标的是实现,,,,而建立而建立而建立而建立....健全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和完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制度体系....    (2(2(2(2

分分分分))))    

(4)(4)(4)(4)员工开发规划员工开发规划员工开发规划员工开发规划....这类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这类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这类计划的编制和实施这类计划的编制和实施,,,,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员工个体素质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员工个体素质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员工个体素质为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和员工个体素质,,,,增强企业增强企业增强企业增强企业

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智力资本的竞争优势,,,,而编制实施的规划而编制实施的规划而编制实施的规划而编制实施的规划....                                                                                (2(2(2(2

分分分分))))    

    

2222、、、、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含义含义含义含义::::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是企业依据国家劳动法律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是企业依据国家劳动法律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是企业依据国家劳动法律企业劳动关系管理制度是企业依据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法规的规定法规的规定法规的规定,,,,并结合企业实际并结合企业实际并结合企业实际并结合企业实际,,,,为为为为

协调企业劳动关系协调企业劳动关系协调企业劳动关系协调企业劳动关系,,,,并使之稳定运行并使之稳定运行并使之稳定运行并使之稳定运行,,,,合理组织劳动合理组织劳动合理组织劳动合理组织劳动,,,,进行劳动管理而制定的办法进行劳动管理而制定的办法进行劳动管理而制定的办法进行劳动管理而制定的办法....规定的总规定的总规定的总规定的总

称称称称....    (3(3(3(3 分分分分))))    

(2)(2)(2)(2)特点特点特点特点::::①①①①制定主体的特定性制定主体的特定性制定主体的特定性制定主体的特定性....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以企业为指定的主体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以企业为指定的主体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以企业为指定的主体劳动关系管理制度以企业为指定的主体,,,,以企业公开以企业公开以企业公开以企业公开....正式的正式的正式的正式的

行政文件为表现形式行政文件为表现形式行政文件为表现形式行政文件为表现形式,,,,只在本企业使用只在本企业使用只在本企业使用只在本企业使用....                                                                                    (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行为规范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行为规范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行为规范企业和劳动者共同的行为规范....                                                                            (2(2(2(2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权相结合的产物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权相结合的产物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权相结合的产物企业经营权和职工民主权相结合的产物....                                                            (2(2(2(2 分分分分))))    

23232323    DDDD    53535353    CCCC    83838383    CCCC    113113113113    ABCDABCDABCDABCD                    

24242424    DDDD    54545454    BBBB    84848484    CCCC    114114114114    ACACACAC                    

25252525    BBBB    55555555    AAAA    85858585    AAAA    115115115115    ABDEABDEABDEABDE                    

26262626    AAAA    56565656    DDDD    86868686    ABCDABCDABCDABCD    116116116116    BDBDBDBD                    

27272727    DDDD    57575757    CCCC    87878787    ABCDEABCDEABCDEABCDE    117117117117    ABEABEABEABE                    

28282828    DDDD    58585858    BBBB    88888888    ACACACAC    118118118118    ABCDEABCDEABCDEABCDE                    

29292929    DDDD    59595959    AAAA    89898989    ACEACEACEACE    119119119119    ABCEABCEABCEABCE                    

30303030    BBBB    60606060    AAAA    90909090    ABCDEABCDEABCDEABCDE    120120120120    ACACAC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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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计算分析题计算分析题计算分析题计算分析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 1111 题题题题，，，，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然后进行必要分析然后进行必要分析然后进行必要分析然后进行必要分析，，，，只有只有只有只有

计算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计算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计算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计算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    

1111、、、、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招聘的单位成本招聘的单位成本招聘的单位成本招聘的单位成本====实际招募费用实际招募费用实际招募费用实际招募费用////录用人数录用人数录用人数录用人数    (2(2(2(2 分分分分))))    

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24=(24=(24=(24000+20400+6000)/60=840000+20400+6000)/60=840000+20400+6000)/60=840000+20400+6000)/60=84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2(2(2(2 分分分分))))    

招聘销售人员的的单位成本招聘销售人员的的单位成本招聘销售人员的的单位成本招聘销售人员的的单位成本=(24600+26400+6000)/240=285=(24600+26400+6000)/240=285=(24600+26400+6000)/240=285=(24600+26400+6000)/240=285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2(2(2(2 分分分分))))    

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22500+22300+8000)/240=220=(22500+22300+8000)/240=220=(22500+22300+8000)/240=220=(22500+22300+8000)/240=22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2(2(2(2 分分分分))))    

其中其中其中其中,,,,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最高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最高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最高招聘管理人员的单位成本最高,,,,为为为为 840840840840 元元元元////人人人人;;;;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最低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最低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最低招聘生产工人的单位成本最低,,,,为为为为 220220220220 元元元元////

人人人人....        (3(3(3(3 分分分分))))    

(2)(2)(2)(2)招聘收益成本比招聘收益成本比招聘收益成本比招聘收益成本比====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总价值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总价值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总价值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总价值////招聘总成本招聘总成本招聘总成本招聘总成本(2(2(2(2 分分分分))))    

=40050000/(24000+20400+6000)+(24600+26400+6=40050000/(24000+20400+6000)+(24600+26400+6=40050000/(24000+20400+6000)+(24600+26400+6=40050000/(24000+20400+6000)+(24600+26400+6000)+(22500+22300+8000)000)+(22500+22300+8000)000)+(22500+22300+8000)000)+(22500+22300+8000)    

=40050000/160200(2=40050000/160200(2=40050000/160200(2=40050000/160200(2 分分分分))))    

=250(2=250(2=250(2=250(2 分分分分))))    

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从以上计算可以看出,,,,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是招聘总成本的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是招聘总成本的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是招聘总成本的所有新员工为公司创造的价值是招聘总成本的 250250250250 倍倍倍倍,,,,说明本次招聘工说明本次招聘工说明本次招聘工说明本次招聘工

作比较成功作比较成功作比较成功作比较成功.(3.(3.(3.(3 分分分分))))    

三三三三、、、、综合题综合题综合题综合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 2222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每小题 20202020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40404040 分分分分））））    

1111、、、、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可取之处可取之处可取之处可取之处：：：：    

①①①①培训经费的投入较多培训经费的投入较多培训经费的投入较多培训经费的投入较多。。。。(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能在年初做好培训计划能在年初做好培训计划能在年初做好培训计划能在年初做好培训计划.(2.(2.(2.(2 分分分分))))    

⑧⑧⑧⑧与人力资源部工作考核挂钩与人力资源部工作考核挂钩与人力资源部工作考核挂钩与人力资源部工作考核挂钩。。。。(2(2(2(2 分分分分))))    

(2)(2)(2)(2)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    

①①①①把培训经费与毛利硬性挂钩把培训经费与毛利硬性挂钩把培训经费与毛利硬性挂钩把培训经费与毛利硬性挂钩，，，，到了到了到了到了 11111111 月分还调整培训总经费月分还调整培训总经费月分还调整培训总经费月分还调整培训总经费,,,,导致培训费用的不确定性导致培训费用的不确定性导致培训费用的不确定性导致培训费用的不确定性,,,,

造成培造成培造成培造成培训工作被动训工作被动训工作被动训工作被动.(3.(3.(3.(3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公司在追加培训费用时未做培训需求分析公司在追加培训费用时未做培训需求分析公司在追加培训费用时未做培训需求分析公司在追加培训费用时未做培训需求分析,,,,任意地派人参加培训任意地派人参加培训任意地派人参加培训任意地派人参加培训,,,,违背了按需施教违背了按需施教违背了按需施教违背了按需施教....学以致学以致学以致学以致

用的原则用的原则用的原则用的原则.(3.(3.(3.(3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而非员工主动参与原则而非员工主动参与原则而非员工主动参与原则而非员工主动参与原则.(3.(3.(3.(3 分分分分))))    

④④④④未对参加培训人员进行严格考核未对参加培训人员进行严格考核未对参加培训人员进行严格考核未对参加培训人员进行严格考核，，，，违背了严格考核和择优奖励原则违背了严格考核和择优奖励原则违背了严格考核和择优奖励原则违背了严格考核和择优奖励原则。。。。(3(3(3(3 分分分分))))    

⑤⑤⑤⑤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指派非关键岗位人员参加培训，，，，培训违背了投资效益原则培训违背了投资效益原则培训违背了投资效益原则培训违背了投资效益原则。。。。(3(3(3(3 分分分分))))    

2222、、、、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存在的问题：：：：    

①①①①考评方法不合适考评方法不合适考评方法不合适考评方法不合适，，，，缺乏客观标准缺乏客观标准缺乏客观标准缺乏客观标准。。。。对于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对于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对于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对于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应首先将员的工作表应首先将员的工作表应首先将员的工作表应首先将员的工作表

与客观标准相比较与客观标准相比较与客观标准相比较与客观标准相比较，，，，而不能仅仅采比排队法这一员工之间主观比较的方法而不能仅仅采比排队法这一员工之间主观比较的方法而不能仅仅采比排队法这一员工之间主观比较的方法而不能仅仅采比排队法这一员工之间主观比较的方法。。。。(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考评方法不合理考评方法不合理考评方法不合理考评方法不合理。。。。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性质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性质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性质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工作性质、、、、工作过程和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工作过程和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工作过程和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工作过程和结果有着本质的不同，，，，田田田田

此此此此，，，，应采用不同的标准分别进行考评应采用不同的标准分别进行考评应采用不同的标准分别进行考评应采用不同的标准分别进行考评，，，，而不能混在一起互相打分而不能混在一起互相打分而不能混在一起互相打分而不能混在一起互相打分。。。。(2(2(2(2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无论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考评时无论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考评时无论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考评时无论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考评时，，，，应以上级考评为主应以上级考评为主应以上级考评为主应以上级考评为主，，，，而不能以同级考评为土而不能以同级考评为土而不能以同级考评为土而不能以同级考评为土，，，，这样这样这样这样

会影响考评的客观公开性会影响考评的客观公开性会影响考评的客观公开性会影响考评的客观公开性.(2.(2.(2.(2 分分分分))))    

④④④④主管平时缺少与员工的沟通和对员工的指导主管平时缺少与员工的沟通和对员工的指导主管平时缺少与员工的沟通和对员工的指导主管平时缺少与员工的沟通和对员工的指导....绩效考评应按步骤进行绩效考评应按步骤进行绩效考评应按步骤进行绩效考评应按步骤进行,,,,这样才能有效发挥这样才能有效发挥这样才能有效发挥这样才能有效发挥

绩效考评的作用绩效考评的作用绩效考评的作用绩效考评的作用.(2.(2.(2.(2 分分分分))))    

⑤⑤⑤⑤考评周期不合理考评周期不合理考评周期不合理考评周期不合理。。。。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周期不应都为一年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周期不应都为一年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周期不应都为一年生产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考评周期不应都为一年,,,,生产人员应相对短一生产人员应相对短一生产人员应相对短一生产人员应相对短一

些些些些.(2.(2.(2.(2 分分分分))))    

(2)(2)(2)(2)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是产生问题的原因是：：：：    

①①①①主管李某缺乏绩效管理的主管李某缺乏绩效管理的主管李某缺乏绩效管理的主管李某缺乏绩效管理的相关知识相关知识相关知识相关知识，，，，不能科学有效地在本部门实施绩效管理不能科学有效地在本部门实施绩效管理不能科学有效地在本部门实施绩效管理不能科学有效地在本部门实施绩效管理.(5.(5.(5.(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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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②②绩效管理目的不明确绩效管理目的不明确绩效管理目的不明确绩效管理目的不明确。。。。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仝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仝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仝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绩效管理的根本目的是促进仝业和员工的共同发展,,,,而比仅仅是为了而比仅仅是为了而比仅仅是为了而比仅仅是为了

发放奖金发放奖金发放奖金发放奖金.(5.(5.(5.(5 分分分分))))    

    

四四四四、、、、方案设计题方案设计题方案设计题方案设计题（（（（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本题共 1111 题题题题，，，，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奖金分配方案制定程序奖金分配方案制定程序奖金分配方案制定程序奖金分配方案制定程序：：：：                                                                                                    (3(3(3(3 分分分分))))    

①①①①按照企业经营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确定奖金总额按照企业经营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确定奖金总额按照企业经营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确定奖金总额按照企业经营计划的实际完成情况确定奖金总额                                                        (3(3(3(3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根据企业战略根据企业战略根据企业战略根据企业战略、、、、企业文化等确定奖金分配原则企业文化等确定奖金分配原则企业文化等确定奖金分配原则企业文化等确定奖金分配原则                                                                (3(3(3(3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确定奖金发放对象及范围确定奖金发放对象及范围确定奖金发放对象及范围确定奖金发放对象及范围。。。。                                                                                                (3(3(3(3 分分分分))))    

④④④④确定个人奖金计算办法确定个人奖金计算办法确定个人奖金计算办法确定个人奖金计算办法。。。。                                                                                                    (3(3(3(3 分分分分))))    

(2)(2)(2)(2)奖金分配方案设计奖金分配方案设计奖金分配方案设计奖金分配方案设计：：：：    

①①①①要明确绩效考核的指标要明确绩效考核的指标要明确绩效考核的指标要明确绩效考核的指标，，，，如销售额如销售额如销售额如销售额、、、、汇款率汇款率汇款率汇款率....销售费用销售费用销售费用销售费用....资金周转天数资金周转天数资金周转天数资金周转天数....市场占有率等市场占有率等市场占有率等市场占有率等.(4.(4.(4.(4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要有明确具体的奖金支付标准和支付办法要有明确具体的奖金支付标准和支付办法要有明确具体的奖金支付标准和支付办法要有明确具体的奖金支付标准和支付办法。。。。(2(2(2(2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有明确的具体管理办法有明确的具体管理办法有明确的具体管理办法有明确的具体管理办法，，，，即帝批人即帝批人即帝批人即帝批人、、、、发放时间等发放时间等发放时间等发放时间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