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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协会

云人协通〔2021〕06 号

关于组织开展经济师-人力资源方向

专业技术职称考前培训的通知

各企事业单位、各会员：

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实行全国统一组织、统一大纲、统一命题

的考试制度。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设置三个级别：初级、中级、

高级。初级和中级参加考试并成绩合格者，获得相应级别的专业

技术资格，由人社部统一发放助理人力资源管理师、人力资源管

理师职称资格证书，在全国范围内有效；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采取考评结合的评价方式，参加考试且成绩合格通过评审者，可

获得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职称资格证书。这是单位聘任专业技术

职务的重要依据，在政府部门、事业单位、国企以及民营企业人

才评价中被越来越广泛的使用。

为提高企事业单位经济类从业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助力专

业技术资格考试，云南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协会特举办 2021 年

经济专业考前培训班，具体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织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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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云南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协会

协办单位：云南前程伟业职业培训学校

二、培训对象

参加 2021 年经济师-人力资源职称考试的人员

三、报考专业及报考条件

（详见附件 1）

四、考试报名须知

（一）报考相关事项

1、报名时间：高级 3 月、初/中级 8 月（以云南省人事考试

院通知安排为准）。

2、报名方式：通过网络方式进行报名及缴费，若网上审核没

有通过的考生需要到现场进行人工审核。

（二）考试时间

2021 年经济专业（高级）考试时间为 6 月 19 日。考试成绩通

过后，才可进行评审，考试成绩 5 年内有效。

2021 年经济专业（初级、中级）考试时间为 10 月 30、31 日。

中级考试成绩实行 2 年为一个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应试人员须

在连续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全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相应级别职

称。

（三）考试科目

初级、中级：《经济基础知识》、《专业知识与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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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高级经济实务》

五、考前培训相关事项

（详见附件二）

六、培训师资

为保证培训质量和效果，本次考前培训面授师资全部由云南

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服务专家库中选聘，均为具有多年教学和实

践管理经验的高校教师、考培专家、中高级管理人员组成，以期

提高我省参考人员的考试通过率。

七、汇款账户信息

开户名称：云南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协会

基本账户：871908819610101

开户地址：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关上支行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17387180213

报名地址：昆明市官渡区春城路 289 号国贸中心老馆三楼

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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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报考条件

附件二：考前培训相关事项

附件三：中级精讲班课程表

附件四：中级串讲班课程表

云南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协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云南省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协会 2021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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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报考条件

级别 报考条件

初级

凡从事经济专业工作，具备国家教育部门认可的高中（含高

中、中专、职高、技校，下同）以上学历，均可报名参加初

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中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名参加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一)高中毕业并取得初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从事相关专业

工作满 10年；

(二)具备大学专科学历，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6年；

(三)具备大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4

年；

(四)具备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从事相关专业工作

满 2年；

(五)具备硕士学位，从事相关专业工作满 1 年；

(六)具备博士学位。

高级

具备下列条件之一者，可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

考试：

(一)具备大学专科学历，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

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10年；

(二)具备硕士学位，或第二学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或大

学本科学历或学士学位，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

事与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5 年；

(三)具备博士学位，取得中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后，从事与

经济师职责相关工作满 2年；

取得会计、统计、审计中级专业技术资格，符合以上学历、

年限条件的，可以报名参加高级经济专业技术资格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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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考前培训相关事项

级别 课程形式 课时 开班计划 培训费用

初级 网络课程 线上 193 讲 随报随学 1580 元

中级

网络课程 线上 385 讲 随报随学 1580 元

面授课程

面授：精讲班 15天 6、7 月 1580 元

面授：串讲班 8 天 9月 1580 元

高级

网络课程 线上 190 讲 随报随学 3480 元

面授课程
直播 20课时+

面授 40 课时
5月 4980 元

评审辅导（副高） 常年辅导 99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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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中级精讲班第一期课程安排表

日期 科目 培训内容

6月 5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考试介绍+经济学基础知识+习题讲解

6月 6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组织行为学+习题讲解

6月 12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经济学基础知识+习题讲解

6月 13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习题讲解

6月 19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经济学基础知识+习题讲解

6月 20 日（周天） 经济基础知识 会计知识+习题讲解

6月 26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会计知识+习题讲解

6月 27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习题讲解

7月 3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统计知识+习题讲解

7月 4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习题讲解

7月 10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财政知识+习题讲解

7月 11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劳动力市场+习题讲解

7月 17 日（周六）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险政策知识+习题讲

解

7月 18 日（周天） 经济基础知识 货币与金融知识+习题讲解

7月 24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法律知识+习题讲解

备注：上课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30

基础知识 9天、专业知识 6天，共 15 天（12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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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精讲班第二期课程安排表

日期 科目 培训内容

7月 17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考试介绍+经济学基础知识+习题讲解

7月 18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组织行为学+习题讲解

7月 24 日（周六）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习题讲解

7月 25 日（周天） 经济基础知识 经济学基础知识+习题讲解

7月 31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经济学基础知识+习题讲解

8月 1日（周天） 经济基础知识 会计知识+习题讲解

8月 7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会计知识+习题讲解

8月 8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习题讲解

8月 14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统计知识+习题讲解

8月 15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习题讲解

8月 21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财政知识+习题讲解

8月 22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劳动力市场+习题讲解

8月 28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货币与金融知识+习题讲解

8月 29 日（周天） 经济基础知识 法律知识+习题讲解

9月 4日（周六） 专业知识与实务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险政策知识+习题讲

解

备注：上课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30

基础知识 9天、专业知识 6天，共 15 天（120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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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中级串讲班课程安排表

日期 科目 培训内容

9 月 11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9月 12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9月 25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9月 26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10 月 16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10 月 17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10 月 23 日（周六） 经济基础知识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10 月 24 日（周天） 专业知识与实务 高频考点精讲+模拟测试

备注：上课时间：上午 9:00—12:00，下午 13:30—17:30

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各 4天，共 8天（64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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