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 年 5 月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国家职业资格二级)知识试卷 

第二部分 理论知识 

(26～125 题，共 100 道题，满分为 100 分) 

一、单项选择题(26～85 题，每题 1 分．共 60 分。 

每小题只有一个最恰当的答案，请在答题卡上将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 

26、劳动力供给弹性是( )变动对工资率变动的反应程度。 

(A)劳动力需求量            (B)劳动力需求增长量 

(C)劳动力供给量            (D)劳动力供给增长量 

27、实际工资计算公式是( ) 

(A)货币工资／价格          (B)货币工资/价格指数 

(C)货币工资×价格          (D)货币工资×价格指数 

28、劳动法的首要原则是( ) 

(A)保障报酬权              (B)保障物质帮助权 

(C)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权      (D)保障休息休假权 

29、决策树的分析程序包括①剪枝决策；②计算期望值；③绘制树形图。排序正确的是() 

(A)①②③                   (B)③②① 

(C)③①②                   (D)①③② 

30、( )是指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所抱有的一般性的满足与否的态度 

(A)工作成就                 (B)工作续效 

(C)工作态度                 (D)工作满意度 

31、从管理形式上看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是( )。 

(A)静态管理                 (B)动态管理 

(C)权变管理                 (D)权威管理 

32、(   )以行为科学理论为依据-强调人的因素，从组织行为学的角度来研究组织结构 

(A)古典组织理论              (B)近代组织理论 

(C)现代组织理论              (D)当代组织理论 

33、(  )表明，一个领导者能够有效领导的直属下级人数是有一定限度的。 

(A)任务与目标原则           (B)集权与分权相结合原则 

(C)有效管理幅度原则         (D)稳定性与适应性相结合原则 

34、以( )为中心设计的部门结构包括事业部制和模拟分权制等模式 

(A)成果                     (B)工作 

(C)关系                     (D)人员 

35、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前兆是( )。 

(A)新任领导上任            (B)企业经营业绩下降 

(C)员工士气低落            (D)组织结构本身弊病显露 

36、从内容上讲．狭义人力资源规划主要包括人员晋升计划、人员补充计划和( )。 

(A)职业生涯规划 (B)人员培训计划 

(C)薪酬福利计划 (D)人员配备计划 

37、( )是人员规划活动的落脚点和归宿。 

(A)人力资源供求协调平衡          (B)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问题 

(C)人力资源的供给预测问题        (D)人力资源的系统设计问题 

38、下人员需求预测方法中，不属于量化分析方法的是( )。 



 

(A)德尔菲法                      (B)趋势外推法 

(C)马尔可夫分析法                (D)人员比率法 

39、某企业计划期任务总工时为 6060，定额工时为 60，计划期劳动生产率变动系数为 0.01

运用工作定额分析法确定的企业人力资源需求为( )。 

(A)60                          (B)100  

(C)160                         (D)200 

40、( )具体表现为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生产效率下降。 

(A)人力资源供求平衡           (B)人力资源供大于求 

(C)人力资源供不应求           (D)人力资源供求失衡 

41、小王喜欢登山．小车喜欢听音乐．这体现了( )原理。 

(A)个体差异                   (B)工作差异 

(C)环境差异                   (D)人岗匹配 

42、为了填补财务总监的空缺，对财务人员进行素质测评，这属于( )素质测评。 

(A)考核性                     (B)诊断性 

(C)开发性                     (D)选拔性 

43、(  )就是指测评体系的内在规定性，常常表现为各种素质规范化行为特征或表征的描            

述与规定． 

(A)标度              (B)误差 

(C)标准              (D)标准差 

44、测评者由于只关注到被测评者某方面的品质特征而作出片面判断，这是( )． 

(A)晕轮效应          (B)感情效应 

(C)近因效应          (D)首因效 

45、一般情况下．差异量数越小．集中量数的代表性就越() 

(A)大                 (B)无关 

(C)小                 (D)不确定 

46、无领导小组讨论题目“在大学阶段学习更重要，还是实践更重要?”是一个()。 

(A)排序型题目               (B)开放式题目 

(C)资源争夺型题目           (D)两难式题目 

47、合格的面试考官不应该有的行为是() 

(A)尽量创造和谐的氛围            (B)面试过程察言观色 

(C)面试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D)认真倾听．适当发表结论性意见 

48、“你怎么看待北京房产价格直线上涨的现象?”是结构化面试中的( ) 

(A)背景性问题     (B)知识性问题 

(C)思维性问题     (D)压力性问题 

49、( )具有生动的人际互动效应。 

(A)公文筐测试                  (B)非结构化面试 

(C)结构化面试                  (D)无领导小组讨论 

50、受训者往来交通费用、食宿费用和教室租借费用( )。 

(A)属于直接培训成本          (B)不计入培训成本 

(C)属于间接培训成本          (D)不能确定属于哪种培训成本 

51、( )以特定的行为术语作出表述如“掌握”、“了解”和“应用。 

(A)课程目标            (B)课程内容 

(C)课程评价            (D)课程范围 

52，在企业发展的()应集中力量建设企业文化。 



 

(A)衰退期             (B)发展期 

(C)成熟期             (D)创业初期 

53、对于需要定期开发的培训项目，企业一般( )。 

(A)聘请本专业的专家         (B)聘请专职培训师 

(C)从内部开发教师资源       (D)从大中专院校聘请讲师 

54、( )承担着企业日常经营活动中的各种职能工作的具体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 

(A)高层管理人员           (B)中层管理人员 

(C)基层管理人员           (D)一线管理人员 

55、( )不属于培训中评估的作用。 

(A)保证培训活动按照计划进行       (B)培训执行情况的反馈 

(C)找出培训的不足，总结教训       (D)保证培训效果测定的精确性 

56、( )是第一级评估，它易于进行是最基本、最普遍的评估方式． 

(A)反应评估            (B)学习评估 

(C)行为评估            (D)结果评估 

57、( )不属于评估企业在培训中所获得成果的硬性指标。 

(A)成本节约           (B)产量增加 

(C)废品减少           (D)态度转变 

58,某企业开展员工培训,从而降低事故发生率,降低成本．这种培训成果属于() 

(A)认知成果           (B)技能成果 

(C)情感成果           (D)绩效成果 

59、( )不属于行为导向型考评方法。 

(A)强制分配法        (B)强迫选择法 

(C)成对比较法        (D)直接指标 

60、()比较适用于考评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教师、专家 

(A)成绩记录法         (B)短文法 

(C)劳动定额法         (D)排列法 

61、“日清日结法”的实施程序包括①考评与激励：②设定目标；③控制。正确顺序为(  )。 

(A)③①②            (B)①②③ 

(C)③②①            (D)②③① 

62、( )不是由考评者的主观性带来的。 

(A)晕轮误差         (B)自我中心效应 

(C)分布误差         (D)评价标准误差 

63、设计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程序包括①理论验证；②工作分析；③指标调查；④修改调整．其            

正确顺序是( )。 

(A)②③①④          (B)③①②④ 

(C)②①③④          (D)①②③④ 

64、对考评指标标准进行多种要素综合计分，不宜选用( ) 

 (A)简单相加法             (B)系数相乘法 

 (C)百分比系数法           (D)几何平均法 

65、关键绩效指标包括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成本指标和() 

 (A)时间指标               (B)时限指标 

 (C)利润指标               (D)收益率指标 

66、在设定关键绩效指标时。( )不适合用来解决工作产出项目过多的问题 

(A)设置更为全面的指标体系 



 

(B)比较产出结果对组织的贡献率 

(C)删除与工作目标不符合的产出项目 

(D)合井同娄项．将增值贡献率的产出归到一个更高的类别 

67、在 360度考评中，主观性最强的维度是() 

(A)上级评价           (B)同级评价 

(C)下级评价           (D)自我评价 

68、()是企业薪酬制度设计的基本依据和前提 

(A)薪酬的市场调查       (B)岗位分析与评价 

(C)缋效考评的实施       (D)岗位调查与分类 

69、进行薪酬调查时．若岗位复杂且数量大，应采用( )· 

(A)企业之间相互调查     (B)问卷调查法 

(C)采集社会公开信息     (D)委托中介机构进行调查 

70、( )表示的是不同职系之问的相同相似岗位等级的比较和平衡。 

(A)职组              (B)职门 

(C)岗级              (D)岗等 

71、工作岗位横向分类的程序包括①职组的划分；②职门的划分；③职系的划分。排序正确

的是( )。 

(A)②③①            (B)③②① 

(C)②①③            (D)③①② 

72、以下不属于岗位工资制的是( )。 

(A)一岗一薪制        (B)技术工资制 

(C)一岗多薪制        (D)薪点工资制 

73、关于绩效工资说法错误的是( )。 

(A)佣金制不属于绩效工资形式        (B)绩效工资过于强调个人的绩效 

(C)计件工资制属于绩效工资形式      (D)绩效工资制的基础缺乏公平性 

74、企业实行经营者年薪制的必备条件不包括( )， 

(A)完善的职业生涯管理制度 

(B)明确的经营者业绩考核指标体系 

(C)健全的经营者人才市场，完善的竞争机制 

(D)健全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完善的群众监督机制 

75、薪酬水平一般的企业应注意()点处的薪酬水平。 

(A)25％            (B)50％ 

(C)75％            (D)90％ 

76、经营者年薪制的构成一般不包括()。 

(A)可变工资        (B)浮动工资 

(C)提成工资        (D)固定工资 

77、劳动者一方当事人在(   )以上的集体劳动争议．适用劳动争议处理的特别程序。 

(A)10 人            (B)20 人 

(C)30 人            (D)50 人 

78、劳动者派遣协议规定派遣单位与接受单位双方的权利义务。从而使双方建立起( )。 

(A)事宴劳动关系    (B)劳动派遣关系 

(C)形式劳动关系    (D)民事法律关系 

79、若派遣劳动者的接受单位不能履行派遣服务费支付义务．派遣机构( )。 

(A)应负有担保责任        (B)应该代为支付 



 

(C)应负有刑事责任        (D)没有任何责任 

80、工资指导线上线也称预警线．是对()的企业提出的警示和提示。 

  (A)生产经营不正常、亏损较大          (B)工资增长较慢、经济散益较差 

  (C)生产经营正常、有经济效益          (D)工资增长较快、工资水平较高 

8l、企业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安全生产负()。 

  (A)全面责任                (B)安全生产技术领导责任 

  (C)直接责任                (D)安全生产技术监督责任 

82、企业员工在劳动安全卫生保护工作中的职业道德行为准则不包括( )。 

(A)安全第一             (B)效率第一 

(C)预防为主             (D)以人为本 

83、企业调解委员会对劳动争议的调解的特点不包括( )a 

(A)群众性              (B)系统性 

(C)自治性              (D)非强制性 

84、调解委员会调解劳动争议应遵循自愿原则．该原则的主要内容不包括( )。 

(A)申请调解自愿         (B)调解过程自愿 

(C)退出调解自愿         (D)履行协议自愿 

85、劳动争议仲裁的申诉时效为 60日，经仲裁委员会批准可以延期，延期不得超过(  )。 

(A)15 日              (B)30 日 

(C)60 日              (D)90 日 

二、多项选择题(86～125 题．每题 1 分，共 40 分。每题有多个答案正确，请在答题卡上将

所选答案的相应字母涂黑。错选、少选、多选，均不得分) 

86、劳动力市场均衡的意义有( )。 

(A)充分就业            (B)同质劳动力获同样工资 

(C)体现工资差异        (D)劳动力资源的最优分配 

(E)增大工资总额 

87、劳动权保障具体体现为( )． 

(A)基本保护            (B)平等就业权 

(C)全面保护            (D)自由择业权 

(E)优先保护 

88、组织公正与报酬分配要求( )。 

(A)分配公平            (B)程序公平 

(C)互动公平            (D)法律公平 

(E)组织公平 

89、下列对人力资本理解正确的是( )· 

(A)人力资本具有创造性        (B)人力资本具有时效性 

(C)人力资本具有景积性        (D)人力资本具有收益性 

(E)人力资本具有个体差异性 

90、关于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理论．说法正确的是( ) 

(A)组织理论包括组织设计理论 

(B)组织理论被称为广义组织理论 

(C)组织设计理论被称为大组织理论 

(D)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理论外延不同 

(E)组织理论与组织设计理论外延相同 

9l、部门结构不同模式的组合原则包括()。 



 

(A)以产权为中心            (B)以关系为中心 

(C)以成果为中心            (D)以岗位为中心 

(E)以工作和任务为中心 

92、企业组织结构变革的方式包括(    )。 

(A)改良式变革           (B)爆破式变革 

(C)计划式变革           (D)组织结构整合 

(E)反馈式变革 

93、(   )属于人力资源规划的内部环境。 

(A)企业的行业特征      (B)企业结构 

(C)企业的发展战略      (D)企业文化 

(E)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94、人力资源预测的局限性包括( ) 

(A)预测方法不精密        (B)企业内部的抵制 

(C)预测的代价高昂        (D)知识水平的局限 

(E)环境的不确定性 

95、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定量方法包括()。 

(A)转换比率法          (B)马尔代夫分析法 

(C)回归分析法          (D)灰色预测模型法 

(E)趋势外推法 

96、( )属于动态的员工素质测评． 

(A)心理测评           (B)面试 

(C)评价中心           (D)观察评定 

(E)个性测试 

97、诊断性测评的特点有( )。 

(A)结果不公开           (B)查找原因时，测评内容精细 

(C)有较强的系统性       (D)了解现状时，测评内容全面 

(E)过程强调客观性 

98、面试的发展趋势有( )． 

(A)提问弹性化          (B)理论和方法不断发展 

(C)形式丰富多样        (D)测评的内容不断展 

(E)结构化面试成为面试的主流 

99、员工素质测评的类型主要有( )。 

(A)开发性测评       (B)选拔性测评 

(C)综合性测评       (D)诊断性测评 

(B)考核性测 

100、下列属于投射技术特点的是( ) 

(A)人际互动性强              (B)被测评者反应的自由性 

(C)测评目的的隐蔽性          (D)内容的非结构性和开放性 

(E)用过去行为预测未来 

101、引起测评结果误差的原因有( ) 

(A)感情效应                  (B)测评指标体系不明确 

(C)近因效应                  (D)测评参照标准不明确 

(E)晕轮效应 

102、在制定培训规划时．必须保证培训规划的( )。 



 

(A)普遍性             (B)有效性 

(C)标准化             (D)多样性 

(E)系统性 

103、培训项目计划包古的层次有()。 

(A)企业培训计划               (B)培训人员计划 

(C)课程系列计划               (D)培训课程计划 

(E)培训阶段计划 

104、外部培训资源的开发途径有()。 

(A)从大中奇院校聘请教师       (B)聘请专职培训师 

(C)在网络上寻找井联系教师     (D)聘请本专业专家学者 

(E)从顾问公司聘请培训顾问 

105、管理技能的开发模式有()。 

(A)敏感性训练               (B)角色扮演 

(C)决策模拟训练             (D)决策竞赛 

(E)轮流任职计划 

106、培训效果评估的内容包括()。 

(A)培训目标达成情况评估        (B)培训计划评估 

(C)培训效果效益综合评估        (D)培训需求整体评估 

(E)培训工作者的绩效评估 

107、结果评估的缺点包括( )。 

(A)需要较长的时问 

(B)相关经验少．评估技术不完善 

(C)多因多果，只能做定性方面的分析 

(D)多因多果．简单的数字对比意义不大 

(E)必须取得管理层的台作。否则无法拿到相关数据 

108、综合型绩效考评方法包括( )。 

(A)合成考评法          (B)直接指标法 

(C)日清日结法          (D)关键事件法 

(E)图解式评价量表法 

109、绩效考评效标是指评价员工绩效的指标及标准，具体包括()。 

(A)优越性效标          (B)特征性效标 

(C)结果性效标          (D)行为性效标 

(E)一般性效标 

110、绩效考评方法在应用中可能出现的偏误有( ) 

(A)分布误差                  (B)自我中心效应 

(D)优先和近期效应            (C)个人偏见 

(E)晕轮误差 

111、头脑风暴法应该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 )。 

(A)鼓励别人改进想法         (B)依靠个人的冷静思考 

(C)思想愈激进愈开放愈好     (D)强调产生想法的数量 

(E)任何时候都不批评别人的想法 

112、战略导向的 KPI 体系的意义体现在( )。 

(A)具有战略导向的牵引作用 

(B)是企业实施战略规划的重要工具 



 

(C)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员工的斗志 

(D)能够调动全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E)是激励和约柬企业员工行为的一种新型机制 

113、设计绩效考评指标体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 )． 

(A)简洁性原则      (B)明确性原则 

(C)针对性原则      (D)科学性原则 

(E)经济性原则 

114、从调查的组织者来看，正式薪酬调查可以分为( )。 

(A)企业薪酬调查        (B)商业性薪酬调查 

(C)行业薪酬调查        (D)专业性薪酬调查 

(E)政府薪酬调查 

115、薪酬调查的意义在于能够为()提供参考依据． 

(A)绩效管理制度的调整            (B)薪酬晋升政策的调整 

(C)整体薪酬水平的调整            (D)岗位薪酬水平的调整 

(E)薪酬制度结构的调整 

116、对薪酬调查的数据进行整理、分析时,可以采取的方法有()。 

(A)数据排列法            (B)频率分析法 

(C)回归分析法            (D)离散分析法 

(E)图表分析法 

117、岗位工资制的特点主要有( )。 

(A)根据业绩支付工资      (B)客观性较强 

(C)以岗位分析为基础      (D)对岗不对人 

(E)根据岗位支付工资 

1l8、关于宽带式工资结构说法正确的是( )。 
 (A)有利于工作绩效促进      (B)支持扁平型组织结构 
 (C)有利于工作岗位变动       (D)能引导员工自我提高 
 (E)有利于管理人员的角色转变 

119、企业工资制度的类型主要包括( )。 
(A)固定工资制         (B)组合工资制 
(C)绩效工资制          (D)岗位工资制 
(E)技能工资制 

120、关于劳动者派遣管理表述正确的是( )。 
(A)劳动者派遣机构是实际劳动关系的主体之一 
(B)劳动者派遣机构是形式劳动关系的主体之一 
(C)派遣劳动者的接受单位是形式劳动关系的主体之一 
(D)派遣劳动者的接受单位是实际劳动关系的主体之一 
(E)派遣单位与被派遣的劳动者之间建立的不是劳动关系 

12l、劳动者派遣机构( )。 
(A)应当在工商行政部门登记注册 
(B)必须具备企业法人设立的条件 
(C)是受派遣劳动者的形式用人单位 
(D)其设立应当得到劳动保障部门的特许 
(E)是派遣劳动者与接受单位之间的中介组织者 

122、按照劳动争议性质的不同,可以把劳动争议划分为() 



 

(A)权利争议            (B)利益争议 
(C)个别争议             (D)集体争议 
(E)团体争议 

123、关于制定工资指导线说法正确的是( )． 
(A)应当遵循协商原则 
(B)只需符合企业的需求 
(C)应密切关注田际经济发展状况 
(D)应密切结合所在地的宏观经济状况 
(E)应符合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和对工资增长的总体要求 

124、劳动组织优化的主要内容包括( )． 
(A)以劳务关系取代劳动关系              (B)工作时间合理组织 
(C)不同工种、工艺阶段合理组织           (D)工作场地供应服务 
(E)准备性和执行性工作合理组织 

125、劳动争议仲裁的基本原则包括( )。 
(A)合议原则                    (B)强制原则 
(C)一次裁决原则                 (D)回避原则 
(E)区分举证责任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