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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1 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国家职业资格全国统一鉴定 

 

三级人力资源管理师专业能力试卷 

标 准 答 案 与 评 分 标 准 

 

一、简答题（本题共 2题，每小题 10分，共 20分） 
1、评分标准：P7（10 分） 

工作岗位调查的设计方案应包括以下项目： 

（1）明确岗位调查的目的。                                               （2 分） 

（2）确定调查的对象和单位。                                             （2 分） 

（3）确定调查项目。                                                    （2 分） 

（4）确定调查表格和填写说明。                                           （2 分） 

（5）确定调查的时间、地点和方法。                                       （2 分） 

2、评分标准：P305（10 分） 

确定和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应考虑的因素主要包括： 
（1）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                         （2分） 

（2）社会平均工资水平；                                               （2 分） 

（3）劳动生产率；                                                      （2 分） 

（4）就业状况；                                                       （2 分） 

（5）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                                      （2 分） 

 

二、计算题（本题 1 题，共 20 分。先根据题意进行计算，然后进行必要分

析，只有计算结果没有计算过程不得分） 

1、评分标准：P252（20 分） 

（1）填写表 1 的（丙）。（14 分） 
                                表 1                            单位为万元 

序号 
工业企业人工成本构成 

（甲） 
金额 

（乙） 
列支科目 
（丙） 

（1） 产品生产人员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 520 制造费用         （1 分） 
（2） 产品生产人员的员工福利费 41．6 制造费用         （1 分） 
（3） 生产单位管理人员工资 24 制造费用         （1 分） 
（4） 生产单位管理人员的员工福利费 2 制造费用         （1 分） 
（5） 劳动保护费 18 制造费用         （1 分） 
（6） 工厂管理人员工资 120 管理费用         （1 分） 
（7） 工厂管理人员的员工福利费 10 管理费用         （1 分） 
（8） 员工教育经费 36 管理费用         （1 分） 
（9） 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费 188 管理费用         （1 分） 
（10） 销售部门人员工资 210 销售费用         （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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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销售部门人员的员工福利费 16 销售费用         （1 分） 
（12） 技工学校经费 360 营业外支出       （1 分） 
（13） 工会经费 44 管理费用         （1 分） 
（14） 员工集体福利设施费 36 利润分配（公益金）（1 分） 

合        计 1625．6 － 
 
（2）核算在三项费用中列支的人工成本额： 
①在制造费用中列支的人工成本为：520+41.6+24+2+18=605.6（万元）        （2 分） 
②在管理费用中列支的人工成本为：120+10+36+188+44=398 （万元）         （2 分） 
③在公益金中列支的人工成本为：36（万元）                               （2 分） 

 

三、综合分析题（本题 3 题，每小题 20 分，共 60 分） 

1、评分标准：P61  P67～68（20 分） 

  （1）TZ在 H 市人才市场召开招聘会，要做的准备工作有： 

    ①与 H市人才市场的有关部门沟通联系，沟通的内容包括人才市场对招聘会的要求、需

要对方的帮助等；                                                          （2 分） 

    ②招聘会的宣传工作，TZ 可以利用报纸、电视广告等方式对外宣传，也可以在自己的

网站上发布招聘会的消息；                                                  （2 分） 

    ③招聘人员的准备，内容包括招聘人员的人选确定、回答问题的方式、着装等；（2 分） 

    ④招聘所用资料和设备的准备，比如宣传单、申请表、电脑、投影仪等设备； （2 分） 

    ⑤招聘场所的准备，包括场所的选择、布置等。                            （2 分） 

（2）在“初选”阶段审查申请表时，应该注意以下问题： 

    ①重点看申请表的客观内容；                                           （2 分） 

    ②判断是否符合岗位资格要求和经验要求；                               （2 分） 

    ③判断应聘者的态度；                                                 （2 分） 

    ④关注与职业相关的问题；                                             （2 分） 

    ⑤注明可疑之处。                                                     （2 分） 

 
2、评分标准：P115～160（20 分） 

   （1）RB公司的这项培训不合理的地方有： 

    ①没有对员工进行培训需求调查与分析，使得培训工作针对性不强，也不了解员工对培

训项目的认知情况；                                                      （2 分） 

②没有详细的培训计划，对受训员工被有具体要求，没有管理制度，不利于提高受训员

工的学习积极性。                                                        （2 分） 

    ③培训时间安排不合理，在周五晚上进行培训，学员心不在焉，影响培训效果；（2 分）              

    ④没有对培训进行全程的监控，不能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2 分） 

⑤对培训工作的总结不全面，没有对培训的效果（结果）进行评估。         （2分）                                     

   （2）作为 RB 公司的人力资源部经理，在此次培训工作中应该做到： 

①首先进行培训需求分析，了解员工对质量管理培训的意见和要求；         （2分） 

    ②制定培训计划，做出培训经费预算，合理的确定培训时间、地点、场地以及需要配置

的器具设施和设备；                                                       （2 分） 

    ③选派合适的管理人员，对培训的全过程进行监控，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2 分） 

    ④培训结束时，对受训人员进行培训考核，以了解培训工作的效果；         （2 分） 

⑤对培训全过程及结果进行评估，提出评估报告，以改进以后的员工培训工作。（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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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分标准：P199（20 分） 
   （1）财务部门不适合使用硬性分配法进行绩效考评。                       （3 分） 

其原因是： 

①强制分布法是假设组织中员工的工作行为和工作绩效整体呈正态分布，那么按照状态

分布的规律，员工的工作行为和工作绩效好、中、差的分布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在中间的

员工应该最多，好的、差的是少数。                                         （3 分） 

    ②从案例中可以看出，财务部门员工的工作行为与工作绩效并不符合正态分布，员工业

绩之间的差距很小，不具备推行强制分布法的前提。                           （3 分） 

（2）该方法的优缺点 

①可以避免考评者过分严厉或过分宽容的情况发生，克服平均主义。         （3分） 

②适用的范围有限，如果员工的能力呈偏态分布，该方法就不适合了。       （3 分） 

③只能把员工分为有限的几种类别，难以具体比较每个员工的绩效差距。     （3 分） 

④不能为诊断组织与员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