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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职业经理人考试测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502）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职业经理研究中心、河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株洲市人民政府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师范大学、北京职业经理人协会、珠海市职业经理人协会、中恒华通

（北京）人才服务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农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福建博海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福建漳州

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志平、王永利、胡广坤、吴晓光、李立宏、张铁铮、王新伟、刘新明、王婧、

贾薇、张霄、徐建平、谢敏、苏忠高、曾凡沛、徐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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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职业经理人是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市场化选聘职业经理人是提升企业竞争力，增强企业活力

的重要举措和途径。这项工作既是企业的迫切需要，也是国家的政策导向。自 2013 年开始，《中共中

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等一系列文件提出，建立推行职业经理人制度，按市场

化方式选聘和管理职业经理人，合理增加市场化选聘比例。 

为落实相关政策要求，提供标准技术支撑，全国职业经理人考试测评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制定了

《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指南》国家标准，作为企业开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工作的基础指导性标准，

明确了选聘原则、主要流程以及相关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有助于推动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效率提升，

为企业开展相关工作提供重要参考和具体路径。 

 

  



GB/T XXXXX—XXXX

2 

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职业经理人市场化选聘的原则、主要流程及技术要求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公司制企业选聘职业经理人。其他类型企业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6998  职业经理人考试测评 
GB/T 26999  职业经理人相关术语 
GB/T 28933  职业经理人通用考评要素 

3　术语和定义 

GB/T 26998、GB/T 26999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职业经理人 professional managers 
受雇于企业，担任不同层级的领导和管理职务，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从事经营管理活动，以此

为职业的人才。 
[来源：GB/T 26999-2011，2.2] 

3.2　 
市场化选聘  market-oriented selection and employment 
企业根据自身需求，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按照企业规章制度选拔聘用人员的一种活动。 

3.3　 
工作样本测试  work-sample test 
通过观察考评对象在其未来可能面临的实际工作任务中的工作表现来对其进行评价的一种方式。 

4　选聘原则 

4.1　需求导向 
坚持从企业自身实际情况出发，选拔聘用符合企业战略发展需要、与岗位要求相匹配以及与企业文

化相适应的职业经理人。 

4.2　竞争择优 
坚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供求、竞争和价格等市场机制，实现职业经理人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效率最大化。 

4.3　公平公正 
坚持选聘机会平等、一视同仁，选聘程序统一规范，选聘方法科学合理，以实现选聘结果的客观准

确。 

4.4　权责对等 
坚持权力、责任和利益的平衡与统一，以契约的方式实现职业经理人权限范围、责任义务和薪酬激

励等方面的协调一致。 

5　主要流程及技术要求 

5.1　总则 
5.1.1　企业开展选聘工作可采用以下流程。 

a）明确需求； 
b）制定计划； 
c）招募人员； 
d）评估筛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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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确定人选； 
f）商定契约； 
g）签约聘用； 
h）评估改进。 

5.1.2　企业应按照规章制度开展选聘相关工作。为确保选聘工作顺利开展，企业应建立健全配套的职

业经理人相关制度体系，包括但不限于：选聘制度、薪酬制度、考核制度、退出制度、监督追责制度等。 

5.2　明确需求 
5.2.1　企业应按照战略发展目标要求，结合企业内外部环境等因素，分析和确定选聘的岗位与人员数

量等内容。 

5.2.2　企业应在价值链分析和组织绩效分析等基础上做好岗位分析，明确拟选聘岗位的工作职责、任

职人员权限、工作条件和任职人员要求等内容，形成岗位职责和任职资格。 

5.3　制定计划 
5.3.1　企业应根据选聘需求，制定选聘计划方案，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选聘组织机构； 
——选聘岗位； 
——选聘人数； 
——岗位职责； 
——任职资格； 
——选聘方式； 
——选聘程序； 
——选聘时间； 
——选聘地点； 
——选聘费用； 
——薪酬标准； 
——考核管理。 

5.3.2　企业应根据选聘岗位情况，明确选聘组织机构和成员。企业可委托相关专业机构或邀请有关专

家协助开展有关选聘工作。 

5.3.3　企业可根据选聘岗位的时间要求、选聘对象性质、选聘难度和选聘数量等因素，确定选聘时间

和周期。 

5.3.4　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采取适当的选聘方式。选聘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公开招聘； 
——竞聘上岗； 
——委托推荐。 

5.3.5　选聘工作开展需要支出必要的选聘费用。在选聘前，企业必须做好选聘费用的预算和筹划。 

5.4　招募人员 
5.4.1　企业应做好人员招募的筹划，采取适当的方法和措施吸引足够数量且符合要求的应聘人员前来

应聘。 

5.4.2　企业进行公开招聘或竞聘上岗时，应根据不同的选聘岗位，选择适合的选聘渠道发布选聘信息，

将企业选聘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若出现应聘人员数量不足或质量不高的情况时，企业应及时调整信息

发布的渠道和方法。选择渠道时，可从以下几个主要方面来考虑： 

——目标受众； 
——传播效果； 
——选聘成本。 

5.4.3　企业应组织做好应聘人员的咨询工作，咨询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 

——电话咨询； 
——邮件咨询； 
——网络咨询； 
——现场咨询。 

5.5　评估筛选 
5.5.1　资格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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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应按照应聘人员资格审查的组织程序，根据选聘岗位职责和任职资格要求，通过应聘人员的材

料信息对应聘人员进行筛选，确定进入考评甄选阶段的人员。 

5.5.2　考评甄选 
企业应采用科学的方法，组织开展职业经理人考评甄选工作。考评甄选工作主要包括： 

——确定考评内容； 
——选取考评工具； 
——考评人员管理； 
——考评组织实施； 
——安全保密管理。 

5.5.2.1　确定考评内容 

企业应根据选聘岗位职责和任职资格要求，结合未来发展需要和实际情况，确定选聘岗位人员的考

评内容。考评内容设置应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具体可参照 GB/T 28933 的规定设置相应的考评

要素。 
5.5.2.2　选取考评工具 

5.5.2.2.1　企业可选用的考评工具包括但不限于： 
——履历分析； 
——笔试； 
——面试； 
——心理测验； 
——工作样本测试； 
——背景调查或组织考察； 
——评价中心。 

5.5.2.2.2　企业应根据选聘岗位、考评内容、时间和成本等因素选取考评工具。 
5.5.2.2.3　考评工具应遵循 GB/T 26998 的相关规定进行使用。 

5.5.2.3　考评人员管理 

考评人员的条件和培训应按照GB/T 26998的相关规定执行。 

5.5.2.4　考评组织实施 

企业应按照考评流程要求组织实施考评工作，做到标准统一，组织严密，管理规范。 

5.5.2.5　安全保密管理 

在考评过程中，应遵守考评安全保密规定，严防考评内容和考官等保密信息泄露，并对应聘人员信

息做好保密工作。 

5.6　确定人选 
企业根据考评甄选的结果，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确定初步人选。然后，按照选聘计划方案中选聘程

序要求，从初步人选中，最终确定拟聘人选。 

5.7　商定契约 
5.7.1　企业与拟聘人选应进行协商，确定契约条款。契约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聘任岗位； 

——聘任期限； 
——任务目标； 
——权利义务； 
——绩效考核； 
——薪酬福利； 
——奖惩措施； 
——续聘与解聘条件； 
——保密要求； 
——违约责任。 

5.7.2　契约形式包括但不限于： 
——劳动合同； 
——聘任合同； 
——经营业绩责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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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签约聘用 
企业与聘用人选应按照商定内容，履行相关手续，签署契约，并按照契约规定和任务要求开展相关

工作。 

5.9　评估改进 

5.9.1　企业应从选聘的效率、有效性和影响等方面，对选聘的过程和结果等进行检查和评估，定期跟

踪，总结经验，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和完善选聘工作。 
5.9.2　效率指标包括选聘的天数和成本等。有效性指标包括考评工具准确性和选聘人员的绩效等。影

响指标包括选聘成功的比例、销售和生产的增加或减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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