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hrtraining@126.com   Tel：：：：0755－－－－83749005、、、、83040261 

Add：：：：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东航天立业大厦成人教育中心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东航天立业大厦成人教育中心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东航天立业大厦成人教育中心深圳市福田区振华路东航天立业大厦成人教育中心 601室室室室 

2006200620062006年年年年11111111月月月月    劳动和社会保劳动和社会保劳动和社会保劳动和社会保障障障障部部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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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操作技能试卷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操作技能试卷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操作技能试卷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操作技能试卷    

标标标标准准准准答答答答案案案案与与与与评评评评分分分分标标标标准准准准    

一一一一、、、、简答题简答题简答题简答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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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01010 分分分分，，，，共共共共 20202020 分分分分））））    

1111、、、、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定义定义定义定义：：：：    

关键事件法是指在某些工作领域内关键事件法是指在某些工作领域内关键事件法是指在某些工作领域内关键事件法是指在某些工作领域内，，，，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员工在完成工作任务过程中有效和无效的工作行为

导致成功或失败不同的结果导致成功或失败不同的结果导致成功或失败不同的结果导致成功或失败不同的结果。。。。这些有效或无效的工作行为被称为这些有效或无效的工作行为被称为这些有效或无效的工作行为被称为这些有效或无效的工作行为被称为““““关键事件关键事件关键事件关键事件””””，，，，考评者要记录考评者要记录考评者要记录考评者要记录

和观察这些关键事件和观察这些关键事件和观察这些关键事件和观察这些关键事件，，，，因为它们通常描述了员工的工作行为以及工作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因为它们通常描述了员工的工作行为以及工作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因为它们通常描述了员工的工作行为以及工作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因为它们通常描述了员工的工作行为以及工作行为发生的具体情境，，，，

这样在评定一个员工的工作行为时这样在评定一个员工的工作行为时这样在评定一个员工的工作行为时这样在评定一个员工的工作行为时，，，，就可以利用关键事件作为衡就可以利用关键事件作为衡就可以利用关键事件作为衡就可以利用关键事件作为衡 量的尺度量的尺度量的尺度量的尺度。。。。                                                                            

（（（（４４４４分分分分））））    

（（（（2222））））关键事件法的优缺点关键事件法的优缺点关键事件法的优缺点关键事件法的优缺点：：：：    

优点优点优点优点：：：：    

①①①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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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事实说话让事实说话让事实说话让事实说话。。。。                                                                                （（（（１１１１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考评者不仅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考评者不仅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考评者不仅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考评者不仅注重对行为本身的评价，，，，还要考虑行为的情景还要考虑行为的情景还要考虑行为的情景还要考虑行为的情景。。。。                                            （（（（１１１１

分分分分））））    

缺点缺点缺点缺点：：：：    

①①①①关键事件的记录和观察费时费力关键事件的记录和观察费时费力关键事件的记录和观察费时费力关键事件的记录和观察费时费力。。。。                                                                                    （（（（１１１１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只能作定性分析只能作定性分析只能作定性分析只能作定性分析，，，，不能作定量分析不能作定量分析不能作定量分析不能作定量分析。。。。                                                                                （（（（１１１１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不能区分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性程度不能区分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性程度不能区分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性程度不能区分员工工作行为的重要性程度。。。。                                                                            （（（（１１１１

分分分分））））    
④④④④很难使用该方法比较员工在绩效上的差异很难使用该方法比较员工在绩效上的差异很难使用该方法比较员工在绩效上的差异很难使用该方法比较员工在绩效上的差异。。。。                                                                    （（（（１１１１

分分分分））））    

2222、、、、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每项每项每项每项２２２２分分分分，，，，最高最高最高最高10101010分分分分））））    

（（（（1111））））岗位的名称是什么岗位的名称是什么岗位的名称是什么岗位的名称是什么？？？？谁从事此工作谁从事此工作谁从事此工作谁从事此工作？？？？                                                                                                                                （（（（2222

分分分分））））    

                （（（（2222））））岗位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岗位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岗位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岗位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2222

分分分分））））    

                （（（（3333））））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如何完成这些任务？？？？使用什么设备使用什么设备使用什么设备使用什么设备？？？？                                                                                                                                （（（（2222

分分分分））））    

                （（（（4444））））此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此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此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此任务的目的是什么？？？？此岗位的任务和别的岗位的任务的关系是什么此岗位的任务和别的岗位的任务的关系是什么此岗位的任务和别的岗位的任务的关系是什么此岗位的任务和别的岗位的任务的关系是什么？？？？                （（（（2222

分分分分））））    

                （（（（5555））））操作者对班组和设备的责任是什么操作者对班组和设备的责任是什么操作者对班组和设备的责任是什么操作者对班组和设备的责任是什么？？？？                                                                                                                                    （（（（2222

分分分分））））    

                （（（（6666））））工作条件工作条件工作条件工作条件（（（（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工作时间、、、、噪音噪音噪音噪音、、、、温湿度温湿度温湿度温湿度、、、、光线等光线等光线等光线等））））如何如何如何如何？？？？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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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分分））））    

    

二二二二、、、、计算题计算题计算题计算题（（（（本题本题本题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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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如果岗位突出对学历和思想品质的要求如果岗位突出对学历和思想品质的要求如果岗位突出对学历和思想品质的要求如果岗位突出对学历和思想品质的要求，，，，则则则则：：：：    

甲综合得分为甲综合得分为甲综合得分为甲综合得分为：：：：9999××××1111＋＋＋＋5555××××0.50.50.50.5＋＋＋＋1111××××1111＋＋＋＋11111111××××0.80.80.80.8＋＋＋＋9999××××0.80.80.80.8＋＋＋＋7777××××0.70.70.70.7＋＋＋＋3333××××0.60.60.60.6＝＝＝＝35.2    35.2    35.2    35.2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乙综合得分为乙综合得分为乙综合得分为乙综合得分为：：：：7777××××1111＋＋＋＋9999××××0.50.50.50.5＋＋＋＋7777××××1111＋＋＋＋9999××××0.80.80.80.8＋＋＋＋7777××××0.80.80.80.8＋＋＋＋11111111××××0.70.70.70.7＋＋＋＋7777××××0.60.60.60.6＝＝＝＝43.2    43.2    43.2    43.2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丙综合得分为丙综合得分为丙综合得分为丙综合得分为：：：：5555××××1111＋＋＋＋7777××××0.50.50.50.5＋＋＋＋3333××××1111＋＋＋＋9999××××0.80.80.80.8＋＋＋＋5555××××0.80.80.80.8＋＋＋＋9999××××0.70.70.70.7＋＋＋＋11111111××××0.60.60.60.6＝＝＝＝35.6    35.6    35.6    35.6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丁综合得分为丁综合得分为丁综合得分为丁综合得分为：：：：3333××××1111＋＋＋＋9999××××0.50.50.50.5＋＋＋＋9999××××1111＋＋＋＋7777××××0.80.80.80.8＋＋＋＋11111111××××0.80.80.80.8＋＋＋＋7777××××0.70.70.70.7＋＋＋＋9999××××0.60.60.60.6＝＝＝＝41.2    41.2    41.2    41.2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按综合排名按综合排名按综合排名按综合排名，，，，此种情况下此种情况下此种情况下此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                                    （（（（１１１１分分分分））））    

（（（（2222））））如果突出事业心和解决问题能力如果突出事业心和解决问题能力如果突出事业心和解决问题能力如果突出事业心和解决问题能力，，，，则则则则：：：：    

甲综合得分为甲综合得分为甲综合得分为甲综合得分为：：：：9999××××0.50.50.50.5＋＋＋＋5555××××0.50.50.50.5＋＋＋＋1111××××0.80.80.80.8＋＋＋＋11111111××××1111＋＋＋＋9999××××0.80.80.80.8＋＋＋＋7777××××1111＋＋＋＋3333××××0.60.60.60.6＝＝＝＝34.8    34.8    34.8    34.8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乙综合得分为乙综合得分为乙综合得分为乙综合得分为：：：：7777××××0.50.50.50.5＋＋＋＋9999××××0.50.50.50.5＋＋＋＋7777××××0.80.80.80.8＋＋＋＋9999××××1111＋＋＋＋7777××××0.80.80.80.8＋＋＋＋11111111××××1111＋＋＋＋7777××××0.60.60.60.6＝＝＝＝43.4    43.4    43.4    43.4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丙综合得分为丙综合得分为丙综合得分为丙综合得分为：：：：5555××××0.50.50.50.5＋＋＋＋7777××××0.50.50.50.5＋＋＋＋3333××××0.80.80.80.8＋＋＋＋9999××××1111＋＋＋＋5555××××0.80.80.80.8＋＋＋＋9999××××1111＋＋＋＋11111111××××0.60.60.60.6＝＝＝＝37373737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丁综合得分为丁综合得分为丁综合得分为丁综合得分为：：：：3333××××0.50.50.50.5＋＋＋＋9999××××0.50.50.50.5＋＋＋＋9999××××0.80.80.80.8＋＋＋＋7777××××1111＋＋＋＋11111111××××0.80.80.80.8＋＋＋＋7777××××1111＋＋＋＋9999××××0.60.60.60.6＝＝＝＝41.4    41.4    41.4    41.4    （（（（２２２２分分分分））））    

按综合排名按综合排名按综合排名按综合排名，，，，此种情况下此种情况下此种情况下此种情况下，，，，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可以考虑招收乙和丁两名候选人。。。。                                    （（（（１１１１分分分分））））    

综上所述综上所述综上所述综上所述，，，，最终的人员录用方案应为候选人乙和候选人丁最终的人员录用方案应为候选人乙和候选人丁最终的人员录用方案应为候选人乙和候选人丁最终的人员录用方案应为候选人乙和候选人丁。。。。                                        （（（（２２２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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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题题题，，，，第第第第 1111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18181818 分分分分，，，，第第第第 2222 小题小题小题小题 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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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１１１））））两种不同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与适用范围两种不同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与适用范围两种不同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与适用范围两种不同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与适用范围。。。。    

分层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分层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分层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分层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    

①①①①包括的薪酬等级比较多包括的薪酬等级比较多包括的薪酬等级比较多包括的薪酬等级比较多，，，，呈金字塔形排列呈金字塔形排列呈金字塔形排列呈金字塔形排列。。。。                                                                （（（（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是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是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是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是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                                    （（（（2222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在成熟的在成熟的在成熟的在成熟的、、、、等级型的企等级型的企等级型的企等级型的企业中常见业中常见业中常见业中常见。。。。                                                                                （（（（2222 分分分分））））    

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的特点：：：：    

①①①①包括的薪酬等级较少包括的薪酬等级较少包括的薪酬等级较少包括的薪酬等级较少，，，，呈平行形呈平行形呈平行形呈平行形。。。。                                                                                （（（（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可以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可以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可以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员工薪酬水平的提高可以随着个人岗位级别向上发展而提高，，，，也可以是横向工作调整也可以是横向工作调整也可以是横向工作调整也可以是横向工作调整

而提高而提高而提高而提高。。。。                                                                                                                                                        （（（（2222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在不成熟的在不成熟的在不成熟的在不成熟的、、、、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中常见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中常见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中常见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中常见。。。。                                                                （（（（2222 分分分分））））    

（（（（２２２２））））该企业薪酬等级类型调整正确与否及原因该企业薪酬等级类型调整正确与否及原因该企业薪酬等级类型调整正确与否及原因该企业薪酬等级类型调整正确与否及原因，，，，体现的薪酬策略体现的薪酬策略体现的薪酬策略体现的薪酬策略。。。。    

①①①①该企业的举措是正确的该企业的举措是正确的该企业的举措是正确的该企业的举措是正确的。。。。                                                                                                                                                                                            （（（（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更适合于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更适合于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更适合于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更适合于业务灵活性强的企业。。。。                                                                                            （（（（2222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作为一种新的薪酬策略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作为一种新的薪酬策略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作为一种新的薪酬策略宽泛式薪酬等级类型作为一种新的薪酬策略，，，，可以使员工借助各种不同职位去发展自可以使员工借助各种不同职位去发展自可以使员工借助各种不同职位去发展自可以使员工借助各种不同职位去发展自

我我我我，，，，既使职位不升迁既使职位不升迁既使职位不升迁既使职位不升迁，，，，只要业绩突出亦可获得相应的报酬只要业绩突出亦可获得相应的报酬只要业绩突出亦可获得相应的报酬只要业绩突出亦可获得相应的报酬。。。。                                                                                （（（（2222

分分分分））））    

2222、、、、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评分标准：：：：    

（（（（1111））））培训需求收集方法培训需求收集方法培训需求收集方法培训需求收集方法：：：：    

①①①①面谈法面谈法面谈法面谈法                                                                                                                                （（（（2222

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重点重点重点重点团队分析法团队分析法团队分析法团队分析法                                                                                                                （（（（2222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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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③③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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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2

分分分分））））    

④④④④观察法观察法观察法观察法                                                                                                                                （（（（2222

分分分分））））    

⑤⑤⑤⑤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调查问卷                                                                                                                            （（（（2222 分分分分））））    

（（（（2222））））选择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方法时应考虑的基本问题选择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方法时应考虑的基本问题选择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方法时应考虑的基本问题选择培训需求信息收集方法时应考虑的基本问题：：：：    

①①①①评估的目的评估的目的评估的目的评估的目的————————是在组织是在组织是在组织是在组织、、、、工作还是任务的层次上工作还是任务的层次上工作还是任务的层次上工作还是任务的层次上，，，，确定培训需求确定培训需求确定培训需求确定培训需求。。。。                    （（（（３３３３分分分分））））    

②②②②目标人群的特点目标人群的特点目标人群的特点目标人群的特点、、、、规模以及在组织运营中的重要程度规模以及在组织运营中的重要程度规模以及在组织运营中的重要程度规模以及在组织运营中的重要程度。。。。大规模大规模大规模大规模和重要的人群组就需要和重要的人群组就需要和重要的人群组就需要和重要的人群组就需要

多花些时间和财力进行较为详细的需求评估多花些时间和财力进行较为详细的需求评估多花些时间和财力进行较为详细的需求评估多花些时间和财力进行较为详细的需求评估。。。。                                                                                        （（（（3333

分分分分））））    

③③③③有关人员对培训的抵触程度有关人员对培训的抵触程度有关人员对培训的抵触程度有关人员对培训的抵触程度。。。。通过小组讨论或面谈等形式使目标人群和他们的管理者通过小组讨论或面谈等形式使目标人群和他们的管理者通过小组讨论或面谈等形式使目标人群和他们的管理者通过小组讨论或面谈等形式使目标人群和他们的管理者

确实参与到培训中来确实参与到培训中来确实参与到培训中来确实参与到培训中来，，，，有助于克服对培训的抵触情绪有助于克服对培训的抵触情绪有助于克服对培训的抵触情绪有助于克服对培训的抵触情绪。。。。                                                                        （（（（3333

分分分分））））    

④④④④所需资料的类型所需资料的类型所需资料的类型所需资料的类型。。。。软资料带有主观性软资料带有主观性软资料带有主观性软资料带有主观性，，，，但可以通过对硬资料的分析确定其可靠程度但可以通过对硬资料的分析确定其可靠程度但可以通过对硬资料的分析确定其可靠程度但可以通过对硬资料的分析确定其可靠程度。。。。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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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题本题本题本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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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1））））表中列出表中列出表中列出表中列出““““调调调调查说明查说明查说明查说明””””，，，，得得得得 1111 分分分分。。。。    

（（（（2222））））表中提出表中提出表中提出表中提出““““保密要求保密要求保密要求保密要求””””，，，，得得得得 1111 分分分分。。。。    

（（（（3333））））表中给出表中给出表中给出表中给出““““示例示例示例示例””””，，，，得得得得 1111 分分分分。。。。    

（（（（4444））））表中列出表中列出表中列出表中列出““““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每列出一项给每列出一项给每列出一项给每列出一项给 1111 分分分分，，，，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3333 分分分分。。。。    

（（（（5555））））表中列出至少表中列出至少表中列出至少表中列出至少 6666 个相关封闭式问题个相关封闭式问题个相关封闭式问题个相关封闭式问题，，，，每个问题每个问题每个问题每个问题 2222 分分分分，，，，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12121212 分分分分。。。。每个封闭式问题的选项每个封闭式问题的选项每个封闭式问题的选项每个封闭式问题的选项

少于少于少于少于 5555 项和多于项和多于项和多于项和多于 9999 项项项项，，，，共扣共扣共扣共扣 4444 分分分分。。。。    

（（（（6666））））表中至少列出表中至少列出表中至少列出表中至少列出 2222 个开放式问题个开放式问题个开放式问题个开放式问题，，，，每个每个每个每个 1111 分分分分，，，，最高最高最高最高 2222 分分分分。。。。    

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参考答案参考答案：：：：    

员工满意度调查表员工满意度调查表员工满意度调查表员工满意度调查表    

说明说明说明说明：：：：请您选择一个最符合您看法的答案请您选择一个最符合您看法的答案请您选择一个最符合您看法的答案请您选择一个最符合您看法的答案。。。。    

我们将对您的答案保密我们将对您的答案保密我们将对您的答案保密我们将对您的答案保密，，，，请您务必表达真实的想法请您务必表达真实的想法请您务必表达真实的想法请您务必表达真实的想法。。。。    

示例示例示例示例：：：：我对目前获得的收入感到满意我对目前获得的收入感到满意我对目前获得的收入感到满意我对目前获得的收入感到满意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如果您对上述的问题感到如果您对上述的问题感到如果您对上述的问题感到如果您对上述的问题感到““““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请您在请您在请您在请您在““““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的的的的“□”“□”“□”“□”中打中打中打中打“√”“√”“√”“√”，，，，    

其余的选项则不必填写其余的选项则不必填写其余的选项则不必填写其余的选项则不必填写。。。。注意注意注意注意：：：：每一题只能有一个选择每一题只能有一个选择每一题只能有一个选择每一题只能有一个选择。。。。    

    

所在部门所在部门所在部门所在部门    年龄年龄年龄年龄    职务职务职务职务    企业工龄企业工龄企业工龄企业工龄    性别性别性别性别    学历学历学历学历    

                        

（（（（1111））））我对目前公司的管理制度感到满意我对目前公司的管理制度感到满意我对目前公司的管理制度感到满意我对目前公司的管理制度感到满意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2222））））我对工作环境感到满意我对工作环境感到满意我对工作环境感到满意我对工作环境感到满意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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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上级认可我的工作上级认可我的工作上级认可我的工作上级认可我的工作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4444））））我对公司提供的薪酬我对公司提供的薪酬我对公司提供的薪酬我对公司提供的薪酬、、、、福利感到满意福利感到满意福利感到满意福利感到满意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5555））））公司能为我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公司能为我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公司能为我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公司能为我提供足够的发展空间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6666））））我与同事的关系非常和谐我与同事的关系非常和谐我与同事的关系非常和谐我与同事的关系非常和谐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7777））））我愿意在今后的我愿意在今后的我愿意在今后的我愿意在今后的３３３３年里为公司服务年里为公司服务年里为公司服务年里为公司服务                                                                                    

□□□□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非常同意    □□□□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比较同意    □□□□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说不清楚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强烈反对    

（（（（8888））））你认为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你认为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你认为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你认为公司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9999））））你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你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你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你对公司今后的发展有什么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