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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A_A8_E9_83_A8_E4_c37_452659.htm 一、简答题（本题2

小题，共20分，每题10分） 1、人才发展战略制定的程序 （1

） 分析企业内外部环境。 （0.5分） （2） 确定人才发展战略

的具体目标。 （0.5分） （3） 实现员工期望与组织发展目标

的有机结合。 （1分） （4） 对战略的评价与反馈 （0.5分） 

（5） 战略的调整与修改。 （0.5分） 人才发展战略制定的流

程是 （1） 分析企业的内外环境 （1分） （2） 制定人才发展

战略 （1分） 1) 确定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的基本战略和目标

。 （0.5分） 2) 将确定后的人才发展战略总体目标需要层层分

解到子公司、部门和个人。 （0.5分） 3) 制定人才发展战略的

实施计划。 （0.5分） （3） 实施人才发展战略 （1分） 1) 加

强日常人力资源开发与管理工作 （0.5分） 2) 协调好组织与个

人间的利益关系。 （0.5分） 3) 充分利用资源人才发展战略的

实现。 （0.5分） （4） 对人才发展战略进行评估。 （1分） 

语言表述清晰 2．完善创新企业薪酬制度的工作程序是： （1

） 建立以岗位工资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 （1分） （2） 灵

活的工资支付形式。 （1分） （3） 实行董事会、经理层成员

按职责和贡献取得报酬的办法。（1分） （4） 对科技人员实

行收激励政策。 （1分） （5） 探索进行企业内部员工持股试

点。 （1分） （6） 积极试行技术入股，探索技术要素参与分

配办法。 （1分） （7） 可以试行劳动分红办法。 （1分） 

（8） 加强企业内部分配基础管理工作。 （1分） （9） 实行

人工成本的合理约束。 （1分） （10） 员工民主参与决策和



监督。 （1分） 语言表述清晰 二、计算分析题（本题共15分

） 1 （1） 各年度影响生产率的培训人次 3分 1) 1998年：200

2) 1999年：200＋25－5＝220 3) 2000年：220＋25－5＝240 4)

2001年：240＋25－5＝260 5) 2002年：260＋25－5＝280 （2）

影响生产率的累计培训人次＝200＋220＋240＋260＋280

＝1200 2分 2培训总成本＝500000＋100000＋100000＋100000

＋100000＋100000＝1000000 2分 3 （1） 2分 1) 培训净收益

＝833.333×1200－1000000≈0 2) 投资回报率＝0/1000000×100

％＝0 （2） 2分 1) 培训净收益＝1000×1200－1000000

＝200000 2) 投资回报率＝200000/1000000×100％＝20％ （3）

4分 针对上面的两种情况做出文字描述，要求语言规范、分

析合理 三、案例分析（本题2小题，共40分，每题20分） 案

例一： 1、 （1）工作说明书的内容： （4分） 工作标识（工

作的基本资料）；工作综述；工作活动和工作程序；工作条

件与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工作权限；工作的绩效标准；聘

用条件；工作规范 （2）工说明书的形式 （1分） 形式上灵活

多样，符合清晰具体简短的原则 2、（1）离职面谈的内容 

（2分） 建立融洽关系，探究离职的原因，提出改进意见 （2

）离职面谈的技巧 （3分） 做好离职面谈的准备 运用离职面

谈技巧 做好面谈后的作业 3、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运用恰当得

体 （2分） 紧密结合案例 （2分） 联系当前人力资源管理的

现状 （2分） 观点明确、语言规范 （2分） 综合印象 （2分） 

案例二 （一）该企业绩效考核存在问题如下： 1、对考核定

位的模糊与偏差。 （1分） 2、绩效指标的确定缺乏科学性 

（1分） 3、考核周期的设置不尽合理 （1分） 4、考核关系不

够合理 （1分） 5、绩效考核与其前后的其它工作环节衔接不



好 （1分） （二）该企业存在以上问题的原因如下： 1、 考

核人员素质不高 （1分） 2、 对绩效考核理解不充分 （1分）

3、 没有抓住绩效考核的关键点，进行工作分析和岗位评价

（1分） 4、 对绩效考核的技术和方法没有掌握 （1分） 5、 

组织沟通环节存在漏洞 （1分） （三）主要解决策略 1、进行

考核的定位 （1分） 2、明确绩效考核系统包含的主要流程。 

（1分） 3、设计各种绩效考核表，将考核内容和具体项目表

格化，明确不同考核内容相应的考核方法。 （1分） 4、制定

以工作职责、工作内容范围和能力要求为要点的职位说明书

，职务描述要全面清晰，给予行动导向。 （1分） 5、目标设

定 动态反馈指导 定期考核 绩效面谈 建立个性化的薪酬系统

和发展系统。 （1分） 语言表述清晰 四、方案设计题（本题

共25分） (一)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1、 直接原因可发归结

为利益冲突。 （2分） 2、 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没有

良好的机制使个人的利益同企业的利益相一致。（2分） (二)

解决方案 1、建立牵引机制：在新招募人员的最终绩效考核

结果上，至少应包括以下两条指标。 （1分） （1） 胜任本职

的程度，分别以从1到5的分数进行打分。 （2分） （2） 优秀

水准，在可比人群中的优秀水平。 （2分） 结合这些新进人

员的考核结果，拟定对招聘人员和招聘部门的考核指标。 

（2分） （1） 新进人员胜任率。 （1分） （2） 新进人员优

秀水准。 （1分） （3） 与晋升、薪资福利等方面挂钩。 （1

分） 2、建立推动机制 （2分） （1） 建立投拆通道 （1分） 

（2） 建立材料保留制度 （1分） 3、建立规范约束机制 （2

分） （1） 招聘流程的标准化建设 （1分） （2） 招聘文书标

准化 （1分） （3） 流程作业方式标准化 （1分） （4） 电子



化建设 （1分） （5） 思想教育 （1分） 以上各点均需表述清

晰并展开论述，否则各点扣一半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