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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_E6_9C_c35_46242.htm 一、关于新增“中国员工福利规划

师”资格的说明1、增设“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的过程

。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于2006年底举行试运行考试

总结后，将于2007年3月正式开考。“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

的知识体系主要是针对现阶段团体保险市场转型所设计。保

险市场开放之后，团体保险市场的营销面临着巨大的竞争压

力及挑战和机遇。鉴于此，国内主要保险公司由于自身对于

相关知识标准化、系统化以及市场经验总结的需求而积极请

求中国保监会及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协同中国人身保险从业人

员资格考试项目编审委开发“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的资格

考试。本资格开发阶段中国人寿、泰康人寿等公司积极贡献

自身行业经验，参与专业教材编写组织工作。专业教材的编

写并经由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团险工作委员会的审议讨论

。2006年底，中国人寿和泰康人寿积极组织员工参加“中国

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的试运行考试。 2、“中国员工福利

规划师”资格的相应科目有哪些？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为销

售资格之一，设有中级以及高级二资格，主要适用于团体保

险销售人员，中级资格取得需要通过四门课程，即共同课

程A2的《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交叉科目G《团体

保险》以及两门专用教材EB1《员工福利计划原理、设计及管

理》、EB2《员工福利计划政策及外部环境》。取得中级资格

后，再加“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资格的健康保险方向和养

老保险方向的中级资格，经通过高级进修课程后即可授予“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高级资格。资格取得所需通过的科目

以及条件请见以下三、7、资格表。 3、“中国员工福利规划

师”适合谁考呢？ 如同“中国寿险管理师”、“中国寿险理

财规划师”一样，“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考试是面对

社会各界人士，只要符合两个条件即可参加考试。“中国员

工福利规划师”资格的知识内容目标是将团体保险传统以产

品为销售主导的模式转型为理财规划时代以客户需求导向的

企业员工福利规划的方向。由于企业员工福利规划所涉及的

领域除了商业保险所提供的相关寿险、健康险以及养老保险

等内容之内，比起个人的理财规划，更多涉入宏观的政策环

境以及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内容；并且，因为行业特质的差异

性，企业客户的需求也有所不同，因此“中国员工福利规划

师”的知识体系含括丰富的内容。在理财规划时代人身保险

营销模式的转型，将逐渐打破个人、团体营销的群类分别，

企业员工的客户需求同时具有个人营销及团体营销的客户需

求分析过程。因此对于个人销售的从业人员而言，能够具备

“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的知识体系将是对于自身的客

户提供进一步更好的客户需求分析服务。除了个人或团体销

售从业人员之外，对于管理人员（尤其是团体保险相关部门

）而言，“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能够帮助管理人员对

于相关业务的熟悉与全面。 因此，“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

是适合所有的保险从业人员、金融行业从事理财规划业务人

员、院校学生、甚至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人员。二：关于报

名的咨询 1、我想参加考试，如何报名？ 个人报名：个别考

生可采取网上报名或是到考试公告所公布的地方报名中心现

场报名。2、考试题型是怎样的？大概一天考几科？每科考试



的时间是多少分钟？ 目前考试的题型是标准化单项选择题100

题，一天考2至3科，上午考1科下午考1－2科，每科的考试时

间是90分钟。具体考试时间与日期请见考试公告。 3、中国寿

险管理师、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资格

考试每年考几次？ 目前中国寿险管理师、中国寿险理财规划

师、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每年考两次，分别于每年3月、9月

中、下旬起连续考三个周末。详细考试情形请随时上考试大

网保险站以及各次考试公告查看。 4、考试没通过的科目可

否下次接着考？ 可以。您这次没考过的科目可以在下一次考

试继续报考，直到通过为止。 5、每一科考试通过科目的成

绩可以保留多久？ 对于已经通过考试的科目成绩保留有期限

限制，中级科目成绩保留三年，高级科目成绩保留五年。也

就是您争取在三年之内通过所有中级资格的科目，或是五年

内通过所有高级的科目，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资格，取得资格

证书。如果已通过的科目超过3年或5年期限没有及时通过其

他科目，则已通过的科目成绩就作废，必须重新考过。 6、

如果我已经考过中国寿险管理师中级资格，我准备考高级部

分，那么重复的科目还需要再考一次吗？ 不需要再考。您如

果取得中国寿险管理师中级资格，则在成绩有效期间内继续

通过6科高级课程就可以取得中国寿险管理师高级资格。中级

考试成绩有效期三年，高级课程为五年。 7、三个资格的公

共科目或是交叉科目的成绩是否同时认可？ 是的，三个资格

的公共科目或是交叉科目在成绩保留有效期限内是同时认可

，通过一次后不必再重新考试。 8、在报名考试过程中如果

遇见问题，怎么办？ 答：如果您在报名过程中有任何问题，

可以通过到公布的考试报名中心现场咨询； 三、关于考务的



咨询 1、问考试的考场都是在大学院校吗？ 为了考试的公平

公正性，我们原则上是将考点设在院校。部分地区考生人数

较少，可由当地行业协会或执行单位设立临时考点；临时考

点的设立必须体现考试的公平公正性。详细考场请见网站有

关各次考试考场公告。 2、考试的准考证怎么领取？需要帖

个人相片吗？ 准考证不需要贴相片。准考证在考试前两周到

项目网站上打印，或是到各地考试报名中心领取。 3、考试

用的资料大概多少天我们可以收到？ 若是您采取现场报名，

则在各地方报名中心现场领取。 网上报名者，我们在您的汇

款到帐后，马上以普通邮件寄发考试资料，约5－10天。若您

希望采用快递到付的方式，请与执行单位客户服务部门联系

安排。 4、考试的时间？ 答：各次考试时间请见各次考试公

告。考试日期一般是在每年3月及9月中、下旬起连续三个周

末举行。 5、考试有哪些城市设有考点？ 答：考试城市基本

设在各省会城市、直辖市，及主要城市。如果某个城市不在

当次考试公告的开放考试城市内，若此城市的团体报名单周

总考次超过300考次以上，执行单位将考虑特设考场，方便考

生需要。若有特设考场城市开放，我们会及时在网上公布并

开放此城市的个别报名。 2007年3月的考试将在北京、上海、

广州、天津、南京、深圳、成都、长沙、合肥、哈尔滨、石

家庄、太原、沈阳、长春、福州、南昌、郑州、南宁、重庆

、宁波、大连、青岛、济南、厦门、昆明、杭州、西安、武

汉、乌鲁木齐、西宁、兰州、贵阳、海口城市进行。考生请

随时浏览项目网站。 6、考试报名费是多少？怎样付费报名

？ 答：考试报名费为每科260元。 现场报名的考生在地方报

名中心交费。 网上报名的考生可采取招商银行汇款或是工商



银行网上支付。网上支付方式能够当天入帐，当天或第二天

将考试资料寄出给考生。 7、问：关于科目的报考？ 答：我

们在2003年春季考试公告明确给出本次考试的具体科目，三

个资格的公共科目、专业科目和交叉科目一共19门考试科目

。考生可按照每个资格所对应的科目要求和考试时间安排来

选择报考科目。考生在报名时请注意时间的安排：A4和EB1

，A10和EB2安排在同一时间考试，请考生不要同时报名两个

在同一时间考试的科目。中国寿险管理师考试科目编号考试

资料名称中级寿险管理师高级寿险管理师A1《风险管理与人

身保险》必考必考A2《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必考必

考A3《人身保险产品》必考必考A4《人身保险合同》必考必

考A5《寿险公司经营与管理》必考A6《人身保险市场与营销

》必考A7a《人身保险会计与财务》（上）必考A7b《人身保

险会计与财务》（下）必考A8《寿险公司资产管理》必考A9

《寿险公司人力资源管理》必考A10《人身保险监管》必考 

必考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考试科目编号考试资料名称中国寿

险规划师（新型寿险产品方向）中国寿险规划师（健康保险

产品方向）中国寿险规划师（养老保险产品方向）中国寿险

理财规划师资格A2《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必考必考

必考必考A3 《人身保险产品》必考必考A8 《寿险公司资产

管理》必考必考G 《团体保险》必考必考H1 《健康保险原理

及经营运作》必考必考H2 《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必考

必考P1 《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必考必考P2 《养老保险

外部环境及政策》必考必考P3 《企业年金理论及实务》必考

必考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考试科目：编号考试资料名称中国

员工福利规划师中国寿险规划师-健康保险产品方向中国寿险



规划师-养老保险产品方向中国员工福利规划师-高级资格A2

《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职业道德》必考必考必考必考G《团体

保险》必考必考EB1《员工福利计划原理、设计及管理》必考

必考EB2《员工福利计划政策及外部环境》必考必考H1《健

康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必考必考H2《健康保险外部环境及

政策》必考必考P1《养老保险原理及经营运作》必考必考P2

《养老保险外部环境及政策》必考必考P3《企业年金理论及

实务》必考必考8、问：怎样得到准考证？ 答：在您考试付

费成功后，请您到项目网站的“考生中心”栏目中查询准考

证，这里可以看到考试科目及时间安排等信息，在考前两周

项目网站通知考生打印，我们将视为有效证件。 9、问：我

如果还没有取得中国中级寿险管理师资格，可不可以参

加A5-A9的科目考试？ 答：可以，但是没有在成绩有效期间

（中级资格科目三年、高级资格科目五年）内通过所有中级

或是高级资格科目的就无法取得相应资格。例如，您已经考

过 A1,A2,A3,A10，但是还没有考过A4,您仍然可以参加A5-A9

的考试，只是您无法取得中级资格或是高级资格。当您通

过A5-A9的科目考试后，再通过A4，则您可同时取得人身保

险管理人员中级资格和高级资格。 10、考点能否选择或改变

？ 可以，但要在我们公布的考试城市。具体考点在我们网站

上可以查到。在考前1个月后由于考务安排的原因，不接受考

生考点的改动。11、当地有无报名点？ 2007年春季考试公告

已公布设立的地区考试报名中心，接受现场报名。 12、考试

合格分数？ 考试通过分数原则上为原始分数的60分，对于通

过率低于30％或高于80%的科目将适当下调或是上调考试通过

分数线。分数线的调整由考委会严格按照程序来决定。 四、



关于资格证书的咨询 1、请问资格证是哪里颁发的？如何取

得资格证书？ 资格证书是由中国保监会授权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颁发。 资格证书的取得是考生在通过相关科目考试及条件

后，考生上项目网站下载各类资格证书的申请表格，依据申

请表格上的要求填写后，连同两张两寸彩色照片寄回项目执

行单位办理资格证书。 2、中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考试

这个资格证有什么用途？它跟其他的代理人考试有什么区别

？ 中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平台是在中国人身保险业经过

多年发展后搭建的权威的中国人身保险业务知识平台，目的

是知识体系的系统化、标准化和现代化。所以考试全部通过

后表示您对这一行业的全面了解，掌握了行业最前沿的知识

资讯，而获取的证书则表明了您已获得行业和监管部门普遍

认可，知识平台具体分三序列：销售人员、管理人员和专业

技术人员。资格证书是由中国保监会授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颁发。代理人基础资格考试是保监会行政强制的资格考试，

针对人身保险以及财产保险的营销员设定的营销基础从业资

格考试；考试内容包含产险与人身保险的基础保险知识，营

销员必须持证方能销售保险产品；考试组织工作由中国保监

会承办。中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项目的知识体系涵括人

身保险行业各领域，包含管理、销售和专业技术各方面，是

一个终身学习的知识和经验交流平台，是非行政强制的考试

。参与该资格考试有助于考生全面系统学习人身保险行业各

领域的知识和实务，进而更好的服务行业以及社会，是考生

适应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而自愿报名参加的一个考试。该考

试已经得到中国保监会的认可，并由行业协会颁发证书。该

考试体系将与时俱进，不断吸纳国内外的优秀保险知识和经



验。而随着中国人身保险业的发展，特别是1999年以后新型

寿险产品的发展，以及养老保险、健康保险的经营与传统保

险业都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在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中，我们

将代理人考试视同初级资格，中级资格中加考分级分类销售

（即新型寿险、养老保险、健康保险三个方向），最后通过

高级进修课程后，即可获取保险行业中销售的最高资格中国

寿险理财规划师。 3、从事保险业的一定要通过这个考试吗

？有没有一些相关资料规定？资格考试是强制性的吗？ 从事

保险业不一定要通过这个考试，但要学会在竞争越来越激烈

的保险市场中生存下来则一定要通过这个考试。因为这是行

业内三百多位资深的专家学者、监管官员、社会知名人士多

年集体努力的结晶，如果从业人员不了解市场，不了解竞争

对手，不了解行业发展的趋势，那又如何能抓住机遇呢？ 目

前资格考试不是强制性的。因为自2004年7月1日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凡是市场能解决的，政府就

不要再承办。所以才有了这一平台的市场化、商业化运作的

思路。而且只有通过市场化，教材质量、考试质量才会得到

保证。 这一平台推出的政策基础就是国务院批复中国保监会

的职责中明确人身保险监管部负责制定人身保险行业标准。

中国人身保险从业人员资格体系平台正是在中国保监会人身

保险监管部倡导、参与、推动和认可下顺利推进的。 4、证

书的有效性？ 当前我们的证书是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授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盖章发证，在整个平台建立的过程中

，中国保监会、相关院校、保险公司的相关专家都参与到这

个平台，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符合中国国情并借鉴国外经验

的人身保险系列资格。 5、资格项目的权威性？ 我们推出的



“中国寿险管理师”、“中国寿险理财规划师”、“中国员

工福利规划师”是由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倡导、参与、

推动和认可的平台，指定中国保险行业协会盖章发证，广州

信平市场策划顾问有限公司负责执行的一个行业标准化、系

统化资格认证体系，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考试资料的编写责

任人和审定人是由监管部门、行业专家以及保险主要院校的

专家教授所参与与审议的，所体现的权威性、唯一性可以从

中体现。 6、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平台所处的作用？ 中国保

险行业协会除了盖章发证外，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同时参与平

台的建设，帮助协调各方关系推动平台的普及，打造中国自

己的人身保险行业标准化、系统化的资格认证体系。 7、公

告里写的中国寿险管理师考试一定要达到经理级以上的职位

才能报名考试吗？ 不是，资格考试是面对社会，只要符合报

名的两个条件的任何人员都可报名参加考试，公告上的中级

与高级的职称规定是引用中国保监会对此职称的定义，所以

如果您通过资格的相应科目，表明已经拥有了相对应的知识

水平。由于是中国保监会认可的资格平台，通过考试的高级

或中级管理师资格的人员有望无需再通过相应的任职审查。 

五、关于考试资料的咨询 1、专业资格考试科目的考试资料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专业资格的教材正在编写中，待条件成

熟后陆续推出。将来在网站上都会及时公布。 2、考试资料

里面还有没附带辅导书籍呢？ 目前没有，编审委下设的教材

委员会正考虑结合考生的需要，推出权威的考试大纲。 3、

考试资料哪里可以买到？ 考试资料外面都没有出售的，每科

初次报名时赠送考试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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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