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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7_BB_8F_c49_219046.htm 一、商品流通理论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内容的考试，检验考生对商品流通理论知识的熟悉和

掌握程度。 考试内容 （一）商品流通概述 掌握商流的概念、

商流过程、商流功能、商流费用；掌握物流的概念及应树立

的理念、物流功能；掌握信息流的概念及其分类；熟悉商流

、物流和信息流之间的相互关系。 掌握流通的基本职能；熟

悉流通先导地位的内涵。 （二）现代商圈理论 掌握商圈的相

关概念；熟悉商圈分析的优点和内容；掌握零售引力法则的

内涵及其运用；熟悉零售商店选址的步骤。 掌握零售商店位

置判别的三种基本类型；熟悉店址评价的主要内容；熟悉配

送中心选址的影响因素及其三种方法。 （三）商品流通管理

与创新 熟悉行业管理的概念及其管理模式；熟悉行业协会的

概念、职能和作用。 熟悉产业政策的概念和作用；掌握流通

产业政策体系的内容。 熟悉创新理论及流通创新的内涵；掌

握商品流通现代化的相关内容。 二、市场运行与市场结构 考

试目的 通过本章内容的考试，检验考生对市场运行的相关理

论的熟悉和掌握的程度。 考试内容 （一）市场运行要素 掌握

需求的概念和影响因素；掌握供给的概念及其影响因素；掌

握均衡价格的概念；掌握弹性概念、需求与供给弹性的计算

及其五种类型。 （二）市场运行机制 掌握价格机制的内涵；

熟悉供求规律的内容；掌握供求机制的内涵；掌握竞争机制

的概念以及竞争的分类，同质竞争的含义、异质竞争的种类

以及并购竞争的效应。 （三）市场组织 掌握市场结构的概念



；熟悉市场结构的类型；掌握市场集中度的概念及其计算、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的概念及其特性；熟悉产品差别化和

进入退出壁垒的内容。 掌握市场竞争行为的三种类型及其各

自的特点；掌握市场协调行为的种类及其特点。 掌握市场绩

效的概念以及三个绩效指标的概念和计算公式；熟悉市场结

构、市场行为和市场绩效之间的关系。 （四）市场构成 熟悉

批发市场与零售市场、现货市场与期货市场、有形市场与无

形市场、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特点与关联。 三、商品流通

企业战略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

和掌握商品流通企业战略管理有关理论与基本知识的程度，

以提高考生综合运用有关理论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工作问题

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商品流通企业战略管理概述 掌握商

品流通企业战略概念及特点，掌握商品流通企业战略管理的

概念及特点；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的战略层次，熟悉战略管理

者定义和管理过程及特点，了解商品流通企业战略决策的特

点。 （二）商品流通企业战略分析 熟悉商品流通企业宏观环

境，掌握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分析，熟悉商品流通企

业内部环境分析所包含的因素，掌握核心竞争力的概念、特

点及其特征，熟悉核心竞争力的构成。 （三）商品流通企业

的战略及其选择 掌握商品流通企业战略目标的概念、原则和

构成，掌握迈克尔波特的一般性竞争战略，熟悉商品流通行

业的特点，熟悉商品流通企业战略类型。 （四）商品流通企

业文化 熟悉商品流通企业文化的概念，了解商品流通企业文

化的意义，掌握商品流通企业文化的功能，熟悉企业文化的

分析方法，掌握企业文化的要素。 四、市场预测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市场预测的概念



、类型、内容、原理、一般过程，以及市场预测的定性预测

方法和定量预测方法的程度，以提高考生运用市场预测的理

论和方法解决商品流通企业中预测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

一）市场预测的概述 了解市场预测的概念及有关概念，熟悉

市场预测的种类和内容，掌握市场预测的原理，熟悉市场预

测的一般过程；其中要掌握确定预测目标，收据数据和资料

、选择预测方法中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二）市场预测的方

法 熟悉市场预测方法选择的依据，掌握市场供求形态与预测

方法的选择，了解定性预测方法的类型（如经销人员意见法

、专家小组意见法、德尔菲法、类推法、用户调查法等），

其中要了解经销人员意见法，即销售人员意见综合预测法和

业务主管人员意见综合预测法的概念、优点、缺点和适用范

围，熟悉专家小组意见法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专家小组意见

法的预测步骤；掌握德尔菲法的适用范围和特点，了解德尔

菲法的概念和预测步骤；熟悉类推法即相关类推法和对比类

推法的概念及应用，掌握用户调查法的概念及应用；了解时

间序列分析法的概念和类型，掌握上期销售量法、算术平均

数法、一次移动平均数法和一次指数平滑法的概念、特点、

公式、计算及适用范围，掌握二次移动平均法和二次指数平

滑法的概念、公式、计算以及滞后偏差的概念，熟悉简单季

节预测法的概念、公式及计算步骤；熟悉回归分析的概念，

掌握一元线性回归分析的概念、基本公式（方程式）以及求a

和b值的计算公式。 五、商品流通企业经营决策 考试目的 通

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经

营决策的概念、作用、原则、种类、一般过程、方法等知识

的程度，以提高考生掌握和运用经营决策的有关理论、方法



和综合分析能力。 考试内容 （一）商品流通企业经营决策概

述 熟悉商品流通企业经营决策的概念及相关内容，如决策、

经营决策、商品流通企业经营决策，以及商品流通企业经营

决策的概念中几个名词和问题的解释；了解商品流通企业经

营决策的作用；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经营决策的原则和种类，

要掌握九种分类方法，并能分析判断商品流通企业实际工作

中的某项决策是属于哪一种决策或哪几种决策；熟悉商品流

通企业经营决策的一般过程，掌握其中确定决策目标的一般

要求，拟定备选方案的原则，熟悉分析企业内部条件和外部

环境，备选方案的评价与选择，了解制定实施决策方案的措

施。 （二）商品流通企业经营决策方法 掌握确定型决策中的

价值分析法和量本利分析法，要掌握价值分析法中单一目标

决策的计算公式，会计算，能通过比较分析选择比较满意的

方案，要掌握量本利分析法中的有关概念，如固定成本、变

动成本、盈亏转折点、保本销售量（额）、保利销售量（额

）、经营安全率等，要会用保本销售量（额）和保利销售量

（额）的公式进行计算和分析，要掌握扭亏增盈分析可采取

的各种措施；掌握非确定型决策的各公认决策准则，如悲观

准则、乐观准则、折中准则、等概率准则、后悔值准则，要

会分析和计算并选择比较满意的方案；掌握风险型决策的期

望值决策，掌握其中矩阵分析表法和决策树法，要会列矩阵

分析表和计算，并能根据计算结果选择比较满意的方案，要

会画决策树，会计算和分析，并能选择比较满意的方案。 六

、供应商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

悉和掌握企业供应商细分、供应商选择以及供应商评审与考

核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程度，侧重考核供应商选



择标准与方法、供应商评审的程序与方法，以及供应商绩效

考核的目的和基本原则等供应管理的基本知识和方法，提高

考生运用这些知识和技能解决供应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考

试内容 （一）供应商细分 掌握供应商细分的概念；熟悉供应

商细分的依据和细分的意义；掌握供应商细分的方法。 熟悉

依据采购商与供应商之间交易关系划分的三种类型：公开竞

价型、供应商网络型和供应链管理型；掌握公开竞价型供应

商的概念，熟悉供应商网络的特点，了解供应链管理型供应

商的特点。 熟悉依据采购商与供应商的紧密程度划分的三种

类型：短期交易型、长期交易型和渗透型；掌握每种类型的

特点。 熟悉依据80/20法则划分的基本思想，掌握其具体运用

。 掌握依据供应商分类模块法的划分方法。了解依据“供应

商关系谱”法划分的方法。 掌握依据按供应商的规模和经营

品种划分的方法。 （二）供应商选择 熟悉选择供应商的短期

标准和长期标准，了解所有权总成本的构成。熟悉选择供应

商的方法，其中要掌握加权综合评分法和采购成本比较法的

计算；掌握招标方法和协商选择方法优缺点和适用范围的比

较。掌握单一供应和多家供应的优缺点比较。 （三）供应商

评审和考核 了解供应商评审的意义，熟悉供应商评审的主要

方法，掌握客观判断法的几种基本评审方法；了解供应商评

审的主要内容；掌握供应商评审的程序。 熟悉供应商认证的

流程，熟悉和掌握供应商认证的主要内容。 熟悉供应商绩效

管理的目的，熟悉供应商绩效管理的基本原则，掌握供应商

绩效评价的指标体系。 七、库存控制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

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掌握商品库存控制基本理论和方法

的程度，考核考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以提高考生对商品库存控制重要性的认识。 考试内容 

（一）库存控制的重要性和任务 熟悉库存的作用与弊端，了

解库存控制的重要性，熟悉库存控制的任务，掌握影响库存

水平的因素，掌握库存需求识别的方法，掌握库存需求预测

的内容，掌握确定库存量的依据和其中的计算公式，掌握经

济订购批量（EOQ）模型的基本假设、数学描述及其运用。 

（二）库存控制接术 掌握定量库存控制原理和公式及其简化

形式，熟悉定量库存控制的优缺点和适用范围。掌握定期库

存控制原理和公式，熟悉定期库存控制的适用范围，掌握安

全库存控制的内容、方法和安全库存量的相关计算公式，熟

悉ABC分类法和CVA管理法的内容和应用。 （三）降低库存

量水平的途径 熟悉企业自身降低库存量水平的途径，了解有

利于企业降低库存水平的外部环境，掌握供应链和供应链管

理的概念，掌握供应链管理的实质和核心。熟悉供应链管理

的特点。熟悉供应链环境下的库存管理问题。掌握供应链环

境下的库存控制策略。 八、营销方式和管理的新发展 考试目

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营销方式和

管理新发展的程度，以提高考生对网络营销、直复营销、绿

色营销以及客户关系管理的认识和运用这些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网络营销 掌握网络营销的定义，

了解网络营销实现的基础，掌握不同层次的网络营销活动及

其应用，了解网络营销的交易过程。熟悉网络营销中市场营

销组合要素的应用情况。 （二）直复营销 掌握直复营销的概

念，熟悉直复营销的特点。了解市场营销数据库在企业中的

重要地位以及建立市场营销数据库的要求。掌握常用的直复

营销媒介的特点、具体形式以及应用过程中的优缺点。掌握



直复营销决策过程的具体内容，并能正确地分析和运用。 （

三）绿色营销 掌握绿色营销的概念以及绿色营销产生的内外

因素，掌握绿色营销与传统营销的不同。了解实施绿色营销

的具体步骤，掌握每项步骤的具体内容。熟悉制定绿色营销

计划时应考虑的因素。 （四）客户关系管理 掌握客户关系管

理的内涵，了解客户关系管理兴起的原因。熟悉客户关系管

理的内容， 掌握客户关系管理的基本模式，正确理解客户智

能问题。 九、连锁经营和代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

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连锁经营的概念、特征、实质、类

型、创业策略和扩张策略程度，了解、熟悉和掌握代理的概

念、特征、功能、种类和代理业务的运作程度，以提高考生

在商品流通企业经营活动中开展和组织连锁经营和代理工作

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连锁经营 了解连锁经营的概念，熟

悉连锁经营的特征和实质；掌握连锁经营的类型，掌握正规

连锁的概念和特点，熟悉正规连锁的优点和缺点，掌握自由

连锁的概念和特点，熟悉自由连锁的优点和缺点，掌握特许

连锁的概念和特点，熟悉特许连锁的优点，掌握正规连锁、

自由连锁和特许连锁的区别；掌握连锁经营的创业策略和扩

张策略。 （二）代理 了解代理的概念和功能，熟悉代理的特

征，掌握代理的种类，熟悉代理业务的运作，了解代理制形

成的条件和代理制的产生，掌握代理制的方式，掌握代理权

代理的内涵、形式和适用范围，掌握代理权代理的主要形式

是特许经营权专卖店，掌握佣金代理的内涵、形式和适用范

围，熟悉选择代理商的条件，了解选择代理商的基本步骤，

熟悉代理商确立后的工作，了解商务代理纠纷的处理。 十、

物流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



掌握现代物流观念、物流活动基本要素、物流运作的基本模

式、物流管理的目标和三个阶段、物流标准化、物流系统化

、条码技术应用、物流各功能与物流合理化的关系以及相关

内容的程度，考核考生运用这些基本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以提高考生对物流管理的重要性和复杂性的认识

。 考试内容 （一）物流管理概述 掌握物流的概念；了解现代

物流观念。掌握物流活动的要素及其相关内容。熟悉物流运

作模式的特点；掌握管理模式的决策依据。掌握物流管理的

目标；熟悉物流计划的步骤；掌握物流计划的内容；熟悉配

送需求计划的适用范围，掌握DRP原理，了解DRP的运行步

骤。了解物流控制系统的组成要素；熟悉物流控制系统的控

制方式；掌握推进控制和拉引控制的原理。熟悉物流评价的

方法；掌握所列举的物流服务质量评价的指标。 （二）物流

标准化、物流系统化和条码应用 了解物流标准化的概念和特

征。熟悉物流标准种类，掌握物流模数尺寸的由来和相关物

流模数和集装模数标准。了解物流系统化的概念和物流系统

的特点，熟悉物流系统化的目标和实现条件，了解物流系统

设计的要素。掌握条码的定义和条码技术的特点，了解商品

条码符号的结构，掌握编码原则，熟悉运用条件。了解物流

单元的编码，了解二维条码的特点。了解商品信息的电子数

据交换（EDI）。 （三）物流功能与物流合理化 掌握包装术

语和包装的功能。熟悉适当包装需要考虑的问题，掌握单元

商品的国家标准。熟悉装卸搬运在物流系统中的作用，掌握

装卸搬运合理化的途径。熟悉仓储系统的作用，了解仓库网

点的含义，掌握仓库网点布局的原则，掌握仓库数量决策的

因素。熟悉运输在物流中的作用，了解运输企业的生产经营



特点。掌握流通加工的概念，熟悉流通加工的作用，熟悉流

通加工管理的几项工作，了解流通加工的生产管理和质量管

理，掌握流通加工的特殊技术经济指标。掌握配送的概念和

作用，掌握配送种类及其各自的特点；掌握配送中心的概念

和主要功能，掌握配送运输组织中轻重商品车辆配载的计算

方法。 十一、信息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检验考生了

解、熟悉和掌握商品流通企业信息管理的基本理论与知识的

程度，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的基本概念、功能、开发与应用的程度，以提高考生运用

这些知识解决商品流通企业信息管理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商品流通企业信息管理概述 掌握信息和数据的定义以

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掌握信息定义的含义及信息的本质，掌

握商业信息和商业数据的定义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熟悉信

息和数据的属性，了解在不同的应用领域信息和数据属性的

不同，熟悉商业信息和商业数据的特征，了解商业信息的分

类，掌握商业信息管理的目的、内容、方式。 （二）商品流

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 掌握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掌握商品流

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概念，熟悉商品流通企业管理信息系

统的基本特征，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组成

，了解商品流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结构，熟悉商品流通企

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功能，熟悉子系统功能，了解各子系统与

商品流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关系，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管理

信息系统开发的原则，掌握商品流通企业管理信息系统的开

发方式，熟悉选择开发方式的依据，了解不同的开发方法，

掌握生命周期法的开发过程，掌握生命周期法每一个开发阶

段的主要任务，熟悉系统应用时的维护工作。 十二、人力资



源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考试，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

商品流通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基本的操作

方法和技能的程度，以提高考生掌握和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的

能力。 考试内容 （一）商品流通企业人力资源的构成 掌握商

品流通企业人力资源的概念，包括人力资源、人力资本；了

解商品流通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任务；理解商品流通企业人

力资源的构成，包括数量和质量。 （二）商品流通企业人力

资源的合理配置 了解商品流通企业的工作分析，了解工作分

析的含义、工作分析的目的，工作分析的作用；掌握工作分

析的方法及各种方法的优缺点和使用范围；熟悉商品流通企

业的人力资源配置，包括人员的招聘、筛选与录用，内部招

聘和外部招聘的渠道以及优缺点、适用范围等，了解人员调

配的一些基本概念。 （三）商品流通企业人力资源的激励与

管理 掌握员工激励的相关概念，包括激励的方法、种类，以

及使用时应该注意的问题，各种方法的特点，以及在现实工

作中结合员工的具体情况的应用；熟悉员工的管理，包括规

范的制度、有效的沟通、有效的激励等。 （四）商品流通企

业员工的绩效考核与培训 了解员工的绩效考核的含义、绩效

考核的类型与形式；掌握员工绩效考核的内容、员工绩效考

核的标准和方法以及各种方法的特点，在现实中的使用等；

了解培训的基本概念和形式；掌握培训的内容和员工培训管

理。 十三、商品流通企业财务管理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的考试

，检验考生了解、熟悉和掌握商品流通企业财务管理的基本

知识和基本理论，以提高考生综合运用有关理论知识分析和

解决实际工作问题的能力。 考试内容 （一）商品流通企业财

务管理概述 熟悉商品流通企业的目标；熟悉商品流通企业的



目标对财务管理的要求；掌握商品流通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

；熟悉商品流通企业财务管理的环境；掌握商品流通企业财

务管理的内容；了解商品流通企业财务管理的基础观念。 （

二）商品流通企业授资管理 掌握投资项目的现金流量的概念

；掌握投资决策的一般方法；掌握净现值法；掌握现值指数

法；了解内含报酬率法；熟悉投资回收期法；熟悉会计收益

率法。 掌握债券投资有关的概念；熟悉债券投资的目的；了

解我国债券及债券发行的特点；掌握债券投资的优缺点；掌

握股票投资有关的概念；熟悉股票投资的目的；掌握股票投

资的优缺点；熟悉证券投资组合。 熟悉现金的管理；熟悉应

收账款的管理；了解存货的管理。 （三）商品流通企业筹资

管理 掌握普通股的概念和种类；熟悉普通股股东的权利；掌

握普通股筹资的优缺点。 熟悉银行借款的种类；了解银行借

款的程序；掌握银行借款的优缺点；熟悉债券的种类；握债

券筹资的优缺点。掌握商业信用的概念；掌握应付账款、应

付票据、预收货款的内容。 掌握资金成本的概念和作用；掌

握资金成本的计算；掌握资本结构的概念。 （四）商品流通

企业股利分配 掌握利润分配的顺序；掌握股利支付程序；掌

握股利支付方式；熟悉股利分配政策。 （五）商品流通企业

绩效分析 掌握盈利能力指标的内容；掌握资产净利率、销售

净利率和净值报酬率的概念、计算及分析；熟悉偿债能力指

标的内容；熟悉自有资本比率、流动比率、应收账款周转率

和存货周转率的概念、计算和分析；了解成长能力指标的内

容；了解销售增长率、净利增长率和人均净利增长率计算。 

十四、商品流通企业的国际化经营 考试目的 通过本章内容的

考试，检验考生对WT0规则、国际贸易术语、进出口实务流



程、国际货物运输方式及保险的选择等相关知识的熟悉和掌

握程度。 考试内容 （一）WT0与中国的商品流通业 熟

悉WT0基本法律原则、WT0成员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熟

悉WT0关于服务贸易的基本原则；了解WT0对中国流通业发

展的影响。 掌握国际市场格局划分；掌握识别国际市场机会

的类型；掌握国家竞争优势四要素以及国际竞争演化的四阶

段。 （二）国际贸易实务 熟悉与贸易术语有关的国际惯例；

掌握我国目前常用的六种贸易术语。 熟悉代理的概念及代理

协议的内容；掌握国际招标投标的方式及业务流程；掌握对

等贸易的类型及各自的特点；掌握加工贸易的三种方式及特

点；熟悉一些其他的贸易方式；掌握拍卖的类型；掌握期货

市场的基本功能及套期保值的类型；熟悉电子商务的技术和

标志。 熟悉出口业务流程的三个阶段；掌握交易磋商的环节

、出口合同履行的关键点及出口业务所使用的贸易术语；熟

悉进口业务流程；掌握进口业务所使用的贸易术语及结算方

式；掌握进口商的主要业务活动的内容。 熟悉商品检验的时

间地点的规定；掌握商品检验证书的类型及用途；掌握商品

检验所采用的标准。 掌握报关的概念及报关过程；熟悉报关

人的有关概念和内容；掌握通关的概念及其基本程序、不同

货物的结关程序。 （三）国际货物运输 掌握海洋运输方式的

特点及其类型、班轮运输的特点和班轮费用的收取；熟悉铁

路运输、航空运输、邮政运输、集装箱运输、国际多式联运

的特点。 掌握海损的概念及其类型、掌握海运货物保险的险

别；掌握平安险、水渍险、一切险的保险责任、投保规则及

保险责任起讫的规定；掌握附加险的类型、保险责任和投保

规则；掌握陆运货物、空运货物和邮包运输的风险与损失的



界定、保险险别、投保规则以及责任起讫。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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